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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

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称《反倾销

条例》）的规定，2017 年 8 月 30 日，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

关）发布 2017 年第 45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

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以下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倾

销立案调查。 

调查机关对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和倾销幅度、被调

查产品是否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及损害程度以及倾销与损

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反倾销条

例》的规定，调查机关作出最终裁定如下： 

一、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2017 年 8 月 14 日，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盘

锦和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统称申请人）代表国内卤化丁

基橡胶产业，正式向调查机关提起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

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材料，认为申请人符合《反倾销条



 

2 
 

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七条有关中国国内产业提出

反倾销调查申请的规定。同时，申请书中包含了《反倾销条

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

容及有关的证据。  

根据上述审查结果及《反倾销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

调查机关于 2017年 8月 30日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

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倾

销调查期为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以下称

倾销调查期）。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以下称损害调查期）。 

2.立案通知。 

在决定立案调查前，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调查机关就收到中国卤化丁基橡胶产业反倾销调查申请书

一事通知了美国驻华使馆、欧盟驻华代表团和新加坡驻华使

馆。 

2017 年 8 月 30 日，调查机关发布立案公告，并向美国

驻华使馆、欧盟驻华代表团和新加坡驻华使馆正式提供了立

案公告和申请书的公开文本。同日，调查机关将本案立案情

况通知了本案申请人及申请书中列明的外国企业。 

3.公开信息。 

在立案公告中，调查机关告知利害关系方，可以通过商

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查阅本次反倾销调查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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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非保密版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通过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

室公开了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的公开文本。 

（二）初裁前调查。 

1.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时间内，埃克森美孚公司、埃克森美孚化工有限

公司、埃克森美孚亚太私人有限公司，阿朗新科比利时有限

公司、阿朗新科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中国国内进口商米其

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其林（中国）公司）

以及国内生产企业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信汇公司)和盘锦和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锦和

运公司)以及欧盟驻华代表团按立案公告要求向调查机关登

记参加调查。  

2.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2017 年 9 月 29 日，调查机关发布《关于发放卤化丁基

橡胶反倾销案相关调查问卷的通知》，向国外出口商/生产商

发放了《国外出口商/生产商调查问卷》，向国内生产商发放

了《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向国内进口商发放了《国内进

口商调查问卷》。 

调查机关要求答卷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准确、完整的

答卷。在规定时间内，国外应诉公司均向调查机关申请延期

递交答卷并陈述了相关理由。经审查，调查机关同意给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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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延期。至答卷递交截止日，调查机关共收到 5 份国外生产

商及其关联贸易商提交的调查问卷答卷及 2 家国内生产商提

交的调查问卷答卷，1 家国内进口商提交的调查问卷答卷。 

2018 年 2 月 12 日，调查机关向埃克森美孚公司等发放

了《关于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案补充问卷的函》。在规定的

时间内，上述公司向调查机关申请延期递交补充答卷并陈述

了相关理由。经审查，调查机关同意给予适当延期。至答卷

递交截止日，调查机关收到上述公司递交的补充问卷答卷。 

3.听取利害关系方意见。 

（1）听证会。 

在规定时间内，埃克森美孚公司等提出召开反倾销调查

案产业损害公开听证会的申请。经审查，2018 年 2 月 27 日

调查机关向相关利害方回复了《关于请求召开卤化丁基橡胶

反倾销产业损害公开听证会的复函》。2018 年 4 月 9 日，调

查机关发布了《关于召开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案听证会的通

知》，向利害关系方通知了听证会的相关事项。 

（2）接收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2017 年 9 月 18 日，埃克森美孚公司等提交了《对原产

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立案调查的评

论意见》。 

2017 年 10 月 12 日，申请人提交了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

案国内产业意见陈述会上的发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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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9 日，埃克森美孚公司等提交了《对原产

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损

害抗辩意见》。 

2017 年 12 月 21 日，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对卤化丁基橡胶

反倾销立案调查的评论意见。 

2018 年 1 月 16 日，申请人提交了对埃克森美孚公司等

以及欧盟委员会相关意见的评论意见。 

2018 年 1 月 23 日，阿朗新科比利时公司等提交了《关

于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调查无损害抗辩意见书》。 

2018 年 3 月 21 日，申请人提交了对阿朗新科比利时公

司等无损害抗辩意见书的评论意见。 

2018 年 3 月 21 日，申请人提交了对埃克森美孚公司等

在调查问卷答卷中原材料异丁烯价格的评论。 

4.初裁前实地核查。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2018 年 2 月 27

日，调查机关发布《关于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案国内企业实

地核查的通知》。2018 年 3 月 5 日至 8 日，调查机关对浙江

信汇公司进行初裁前实地核查，收集有关证据。核查结束后，

2018 年 3 月 19 日，被核查企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实地核查

补充修改材料及相关证据。 

5.公开信息。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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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过程中收到和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及案件调查参

考时间表及时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各利害

关系方可以查找、阅览、摘抄、复印有关公开信息。 

（三）初裁决定及公告。 

2018 年 4 月 19 日，调查机关发布 2018 年第 39 号公告，

公布了本案的初裁决定，初步认定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

坡的进口卤化丁橡胶存在倾销，中国卤化丁基橡胶产业受到

实质损害，并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公告决

定自 2018 年 4 月 20 日起，对被调查产品实施临时反倾销措

施。 

公告当日，调查机关通知了美国驻华使馆、欧盟驻华代

表团以及新加坡驻华使馆和本案已知的涉案企业，并将公告

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供各利害关系方和公众查阅。 

（四）初裁后调查。 

1. 初裁后信息披露。 

2018 年 4 月 19 日，调查机关依据《反倾销调查信息披

露暂行规则》规定，向答卷企业披露并说明了初裁决定中计

算公司倾销幅度时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和理由，并给予其提出

评论意见的机会。 

2. 接收利害关系方书面评论意见。 

2018 年 5 月 2 日，调查机关分别收到应诉企业对初裁决

定的书面评论意见。 

2018 年 5 月 8 日，调查机关收到欧盟委员会对初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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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面评论意见。 

2018 年 6 月 12 日，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提交了《关

于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案对医药胶塞行业的影响说明》。 

3. 听证会。 

2018 年 4 月 24 日，调查机关发布了《关于召开卤化丁

基橡胶反倾销案听证会的进一步通知》，向利害关系方进一

步通知了听证会的具体程序和听证内容。2018 年 5 月 3 日，

调查机关召开听证会，就本案产业损害相关事项听取了各利

害关系方的意见。本案申请人、应诉企业和美国驻华使馆、

欧盟驻华代表团、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等涉案国（地区）代

表及有关协会、下游经销商和最终用户等参加了听证会。会

后在规定时间内，部分利害关系方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发言的

书面材料。 

4.实地核查。 

为进一步核实应诉企业及关联公司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调查机关组成反倾销调查实地核查小组，

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至 19 日分别对埃克森美孚化工有限公

司和阿朗新科比利时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5 月 22 日至

26 日对埃克森美孚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5 月 29 日至 6 月 1

日对阿朗新科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和埃克森美孚亚太区私

人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6 月 19 日至 22 日对应诉企业

的国内关联贸易商进行了实地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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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期间，核查小组询问了被核查公司的财务人员、销

售人员和管理人员，分别对上述各公司的整体情况、被调查

产品对中国出口销售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对部分公司被调查

产品同类产品在各自国家的销售情况以及生产被调查产品

及同类产品的成本及相关费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对公司提交

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了调查。 

依据《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暂行规则》和《反倾销调查

实地核查暂行规则》规定，调查机关向被核查公司披露了实

地核查的基本事实。在规定的时间内，各被核查公司提交了

对核查基本事实披露的书面评论意见。 

对上述调查中收集到的材料和信息以及有关评论意见，

调查机关在最终裁定中依法予以了考虑。 

5.终裁前信息披露。 

本案终裁前，调查机关依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五条

规定，向美国驻华使馆、欧盟驻华代表团、新加坡驻华使馆

和已知的涉案企业披露并说明了本次反倾销调查终裁决定

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并给予上述利害关系方提出评论意见的

机会。在规定的时间内，相关公司提交了对终裁披露的评论

意见。调查机关在终裁中予以了考虑。 

6.公开信息。 

根据《反倾销条例》的规定，调查机关将初裁后调查过

程中收到和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及时送交商务部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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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各利害关系方可以查找、阅览、摘抄、

复印有关公开信息。 

二、被调查产品 

调查范围：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

橡胶。 

被调查产品名称：卤化丁基橡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税则》中的名称为卤代丁基橡胶）。 

英文名称：Halogenated Butyl Rubber （Chlorobutyl 

Rubber，Bromobutyl Rubber） 

主分子结构式： 

 

 

    X 为 Br 或 Cl 

物理化学特性：卤化丁基橡胶是丁基橡胶与卤化剂反应

的产物，是普通丁基橡胶的改良品。卤化反应包括氯化和溴

化，因此，卤化丁基橡胶可分为氯化丁基橡胶与溴化丁基橡

胶两类。卤化丁基橡胶产品形式为白色到浅琥珀色的胶块。

卤化丁基橡胶具有硫化速度快、与其他不饱和橡胶的相容性

好、自粘性和互粘性高等特点。 

主要用途：卤化丁基橡胶主要用于无内胎的气密层、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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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内胎、耐热软管和输送带、药用瓶塞、防震垫、粘合剂和

密封材料等。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40023910

和 40023990 项下。 

三、倾销和倾销幅度 

（一）正常价值、出口价格、调整项目的认定。 

美国公司 

埃克森美孚公司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1．正常价值。 

公司在答卷中主张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区分为若干

型号。初裁时，调查机关暂接受公司关于型号划分的主张。

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异议。经实地核查和进一

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维持初裁时的认定。 

初裁后，调查机关进一步审查了公司在美国国内销售情

况。经实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认定在倾销调查期

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数量占同期向中国出口销售被

调查产品数量的比例超过了 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

础的数量要求。 

对于分型号计算国内销售数量占比不足 5%的被调查产

品，调查机关在初裁中使用结构正常价值的方法计算该型号

的正常价值。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异议。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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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维持初裁时的

认定。 

初裁后，调查机关进一步审查了公司被调查产品和同类

产品的生产成本和费用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 

关于生产成本，公司使用自产的原材料生产被调查产品

和同类产品，答卷填报的自产主要原材料（异丁烯和异戊二

烯）的成本数据为企业内部结转价格，对此，申请人在初裁

前提交评论认为该公司内部结转自产异丁烯的价格并不是

美国国内市场的真实交易价格，导致其生产成本不能反映该

公司在市场环境中的真实成本，因此不应采用公司内部结转

的异丁烯价格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依据，并提交公开渠道获

得的美国国内异丁烯市场交易价格。经审查，调查机关初裁

时暂决定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美国国内异丁烯市场交易价格

数据和公司补充答卷中填报的对外销售异戊二烯的市场交

易价格数据调整生产成本。 

初裁后，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调查机关应接受本公司

提供的原材料成本数据；即使不接受公司成本也不应采纳申

请人提供的数据，并提交了公司所主张的异丁烯市场价格。 

对于公司提交的市场价格，申请人提交评论认为：第一，

海关数据并不是单独的异丁烯价格，还包含了其他产品的价

格，且数量较少，不具有市场代表性；第二，北美市场的出

口价格与国内市场价格的统计口径不同，客观上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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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能准确替代。 

在实地核查中，调查机关还发现公司内部转移价格定价

机制不能反映实际市场情况。 

调查机关经调查发现，第一，公司答卷中填报的异丁烯

的成本数据确实为其企业内部结转价格，其内部转移价格定

价机制不能反映实际市场情况，且该价格与美国国内异丁烯

的市场销售价格存在显著差异，不能合理反映正常市场交易

情况，因此其成本数据也不能合理反映产品的真实生产成本。

第二，公司在答卷附表中填报的成本数据前后不勾稽，严重

妨碍调查机关对成本数据的调查与核实。第三，公司在初裁

评论中提交的价格数据不准确且不具有市场代表性，不能合

理反映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经进一步审查，调查机关认为

申请人提交的美国国内异丁烯市场交易价格数据能够较为

合理反映正常市场交易情况。 

关于补充答卷中公司主动提交的表 6-3 中有关维修费的

调整，调查机关初裁时认为公司关于“十年一次的大修”的

主张证据不充分，并决定在初裁中暂不予考虑。初裁后，没

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异议。调查机关在实地核查中还发现，

公司关于大修的介绍与补充答卷中的主张并不一致，因此调

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维持初裁时的认定。 

经实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维持

初裁时关于生产成本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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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据此对该公司同类产品在美国国内是否低于

成本销售进行了测试。经审查，公司被调查产品国内同类产

品低于成本销售比例超过 20%。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四条

的规定，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决定对其中某些型号以排除低

于成本销售的国内销售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对于其余

全部低于成本销售的型号以该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合理

费用、利润为基础确定正常价值。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

就此提出异议。经实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

终裁中维持初裁时的认定。 

2．出口价格。 

初裁后，调查机关进一步审查了该公司向中国出口销售

被调查产品的情况。 

公司在倾销调查期内通过两种方式向中国出口被调查

产品：一是通过美国境外关联贸易商向中国非关联客户销售；

二是通过中国关联贸易商向中国非关联客户销售。初裁中，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对于第一

种销售方式，采用美国境外关联贸易商与中国非关联客户之

间的销售价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对于第二种销售方

式，采用中国关联贸易商与中国非关联贸易商之间的销售价

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

提出异议，经实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

中维持初裁时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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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价格调整。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为公平合理比较，

调查机关对公司影响价格可比性的调整项目逐一进行了审

查。 

（1）正常价值部分。 

初裁中，调查机关暂决定接受公司主张的售前仓储费、

内陆运费（工厂/仓库至客户）、出厂装卸费和信用费用等调

整项目。经实地核查，调查机关发现公司关于内陆运费的介

绍与补充答卷中主动提交的修改分摊主张并不一致，因此决

定根据原始答卷中的分摊标准予以调整。 

（2）出口价格部分。 

初裁中，调查机关决定暂接受内陆运费（工厂到分销仓

库）、出厂装卸费、国际运输费用、信用费用和其他折扣等

调整项目的主张。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异议。

实地核查前，公司补充提交关于关联贸易商售前仓储费、内

陆运费、出厂装卸费、国际运输费和保险费的修订。 

关于通过美国境外关联贸易商转售的交易，调查机关在

实地核查中发现该关联贸易商在实际交易中收取固定比例

的佣金以承担亚太地区市场开发和产品销售的职能，公司在

原始答卷、补充答卷和核查前均未向调查机关报告关于该佣

金的信息和数据。经进一步审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调

整该关联贸易商的直接费用和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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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国内关联贸易商的调整项目，初裁中接受公司

的调整主张。初裁后公司提交评论认为只应调整销售、管理

及财务费用和利润。经实地核查和进一步审查，调查机关发

现销售、管理及财务费用和利润中并未包含其他折扣和进口

关税，因此决定在终裁中调整其他折扣、三项费用及利润和

进口关税。 

4．关于到岸价格（CIF 价格）。 

初裁后，公司针对某一型号产品的 CIF 价格提交评论。

经实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接受公司

关于该型号产品 CIF 价格的主张，并维持初裁时对其他型号

产品 CIF 价格的认定。 

其他美国公司 

2017 年 8 月 30 日，调查机关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

加坡进口卤化丁基橡胶发起反倾销调查。当日，调查机关通

知了涉案国驻华使馆，并将立案公告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任何利害关系方均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本案立案公告。立

案后，调查机关给予各利害关系方 20 天的登记应诉期，给

予所有利害关系方合理的时间获知立案有关情况。立案后，

调查机关将调查问卷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

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并下载本案调查问卷。 

调查机关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已知的利害关系方，也

尽最大能力向所有已知利害关系方提醒不配合调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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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调查机关已尽通知义务但没有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

的公司，调查机关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在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的基础上裁定其倾

销幅度。调查机关比较分析在调查中可获得的信息，认为埃

克森美孚公司的信息可以较为准确、合理地反映美国对中国

出口被调查产品情况，且已被调查机关初步核实。在初裁中，

调查机关决定暂根据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倾销幅度确定其他

美国公司的倾销幅度。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异

议。经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维持初裁时的认

定。 

欧盟公司 

埃克森美孚化工有限公司 

（Exxon Mobil Chemical Limited） 

1．正常价值。 

公司在答卷中主张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区分为若干

型号。初裁时，调查机关暂接受公司关于型号划分的主张。

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异议。经实地核查和进一

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维持初裁时的认定。 

初裁后，调查机关进一步审查了公司在欧盟内销售情况。

经实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认定在倾销调查期内，

该公司同类产品欧盟内销售数量占同期向中国出口销售被

调查产品数量的比例超过了 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



 

17 
 

础的数量要求。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异议。经

实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维持初裁时

的认定。 

初裁后，调查机关进一步审查了公司被调查产品和同类

产品的生产成本和费用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 

关于生产成本，公司在原始答卷中主张全部使用自产的

原材料生产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并在答卷附表中只填报

了自产原材料的企业内部结转价格。公司在补充答卷中主张

调查期内未对外销售异丁烯和异戊二烯。对此，申请人提交

评论认为该公司内部结转异丁烯价格并不是欧盟内的市场

的真实交易价格，导致其生产成本不能反映公司在市场环境

中的真实成本，因此不应采用公司内部结转的异丁烯价格作

为确定正常价值的依据，并提交公开渠道获得的欧盟内异丁

烯市场交易价格。经审查，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决定根据申

请人提供的欧盟内异丁烯市场交易价格数据调整生产成本。 

初裁后，公司提交评论意见主张调查机关应接受本公司

提供的原材料成本数据；即使不接受公司成本也不应采纳申

请人提供的数据，并提交了公司所主张的异丁烯市场价格。 

对于公司提交的市场价格，申请人提交评论认为：第一，

海关数据并不是单独的异丁烯价格，还包含了其他产品的价

格，且数量较少，不具有市场代表性；第二，欧洲市场的出

口价格与欧盟内市场价格的统计口径不同，客观上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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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能准确替代。 

在实地核查中，调查机关还发现公司内部转移价格定价

机制不能反映实际市场情况，且公司在原始答卷和补充答卷

中均漏报了调查期内从外部采购主要原材料的情况和数据。 

调查机关经调查发现，第一，公司答卷中填报的异丁烯

的成本数据确实为其企业内部结转价格，其内部转移价格定

价机制不能反映实际市场情况，且该价格与欧盟内异丁烯的

市场销售价格存在显著差异，不能合理反映正常市场交易情

况，因此其成本数据也不能合理反映产品的真实生产成本。

第二，公司在答卷中漏报调查期内从外部采购主要原材料的

情况和数据，且附表中填报的成本数据前后不勾稽，严重妨

碍调查机关对成本数据的调查与核实。第三，公司在初裁评

论中提交的价格数据不准确且不具有市场代表性，不能合理

反映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经进一步审查，调查机关认为申

请人提交的欧盟内异丁烯市场交易价格数据能够较为合理

反映正常市场交易情况。经实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

关决定在终裁中维持初裁时关于生产成本的认定。 

调查机关据此对该公司同类产品在欧盟内是否低于成

本销售进行了测试。经审查，公司被调查产品国内同类产品

低于成本销售比例超过 20%。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四条的

规定，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决定对某些型号以排除低于成本

销售的国内销售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对于其余全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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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本销售的型号，以该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

利润为基础确定正常价值。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

出异议。经实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

维持初裁时的认定。 

2．出口价格。 

初裁后，调查机关进一步审查了该公司向中国出口销售

被调查产品的情况。 

公司在倾销调查期内通过三种方式向中国出口被调查

产品：一是通过欧盟外关联贸易商向中国非关联客户销售；

二是通过中国关联贸易商向中国非关联客户销售；三是通过

欧盟内关联贸易商向中国非关联客户销售。初裁中，根据《反

倾销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调查机关暂决定对于第一种销售

方式，采用欧盟外关联贸易商与中国非关联客户之间的销售

价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对于第二种销售方式，采用

中国关联贸易商与中国非关联贸易商之间的销售价格作为

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对于第三种销售方式，采用欧盟内关

联贸易商与中国非关联客户之间的销售价格作为确定出口

价格的基础。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异议，经实

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维持初裁时的

认定。 

3．价格调整。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为公平合理比较，



 

20 
 

调查机关对公司影响价格可比性的调整项目逐一进行了审

查。 

（1）正常价值部分。 

初裁中，调查机关暂决定接受公司主张的售前仓储费、

内陆运费（工厂/仓库至客户）、出厂装卸费和信用费用等调

整项目。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异议。实地核查

前，公司补充提交关于其他折扣和内陆运费的修订。经进一

步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上述修订主张 

（2）出口价格部分。 

初裁中，调查机关决定暂接受内陆运费（工厂到分销仓

库）、出厂装卸费、国际运输费用、信用费用和其他折扣等

调整项目的主张。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异议。

实地核查前，公司补充提交关于关联贸易商售前仓储费、内

陆运费、出厂装卸费、国际运输费和保险费的修订。 

关于通过欧盟外关联贸易商转售的交易，调查机关在实

地核查中发现该关联贸易商在实际交易中收取固定比例的

佣金以承担亚太地区市场开发和产品销售的职能，公司在原

始答卷、补充答卷和核查前均未向调查机关报告关于该佣金

的信息和数据。经进一步审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调整

该关联贸易商的直接费用和佣金。 

关于中国国内关联贸易商的调整项目，初裁中接受公司

的调整主张。初裁后公司提交评论认为只应调整三项费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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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经实地核查和进一步审查，调查机关发现三项费用和

利润中并未包含其他折扣和进口关税，因此决定在终裁中调

整其他折扣、三项费用及利润和进口关税。 

4．关于到岸价格（CIF 价格）。 

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接受该公司报告的到岸价格数据。

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异议，经实地核查和进一

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维持初裁时的相关认定。 

阿朗新科比利时有限公司 

（ARLANXEO Belgium NV） 

1．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阿朗新科比利时有限公司（以下称比利

时公司）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的型号划分。该公司在答卷

中报告了型号区分的依据和划分的型号，初裁中，调查机关

暂在公司划分型号的基础上，根据 BB 和 CB 两种型号分别

确定欧盟内销售相应型号正常价值。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

方提出评论意见，经进一步调查，在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

维持初裁裁定。 

调查机关审查了比利时公司欧盟内销售情况。调查期内

该公司欧盟内销售不分型号占同期向中国出口不分型号销

售数量比例大于 5%，分型号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数量占同

期向中国出口分型号销售数量的比例也大于 5%。初裁中，

调查机关暂认定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数量要求。初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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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利害关系方提出评论意见，经进一步调查，在终裁中，

调查机关决定维持初裁裁定。 

根据比利时公司的报告，调查期内，该公司通过以下三

种渠道在欧盟内销售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一是经由关联贸

易公司销售给欧盟非关联客户，比利时公司直接发货给欧盟

非关联客户；二是经由关联贸易公司销售给欧盟非关联分销

商，再由非关联分销商销售给欧盟非关联客户，比利时公司

直接发货给欧盟非关联客户；三是经由关联贸易公司销售给

欧盟非关联分销商，比利时公司发货给分销商，由分销商发

货给欧盟的非关联客户。对于上述销售方式，初裁中调查机

关暂以公司关联贸易商销售给非关联客户和非关联分销商

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基础。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提出评

论意见，经进一步调查，在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维持初裁

裁定。 

调查机关审查了比利时公司的生产成本及销售费用、管

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数据。 

根据比利时公司与关联贸易商签署的“卤化丁基橡胶生

产协议”，关联贸易商提供原材料委托比利时公司生产被调

查产品，因此，比利时公司生产被调查产品生产成本应包括

关联贸易商提供的原材料成本和合理的委托加工费。经初步

调查，该公司在填报表 6-3 时，并没有填报委托加工费用。 

比利时公司在《关于阿朗新科比利时答卷有关问题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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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回复》中称：就内部而言，根据委托加工协议，关联贸易

商向比利时公司支付委托加工费，这一部分费用由（1）经

营成本（即除材料成本外的各项成本费用要素）和（2）经

营成本（除能耗成本外）基础上的利润。关于经营成本，公

司称在表 6-4 中填报了该公司发生的委托加工生产成本明细，

在表 6-5、6-6、6-7 和 6-8 中，填报了委托加工费用明细（如

营销保管费用等）；关于经营成本基础上的利润，公司称，

从公司的角度，该利润并不能作为公司成本费用的一部分，

而应该包括在整个销售净利润中，该委托加工利润最终反映

在公司表 6-5 净利润中。 

比利时公司和关联贸易商均为独立法人，尽管比利时公

司在填报答卷时是按涉及委托加工的关联公司信息合并填

报的，但这不改变比利时公司和关联贸易商是两家独立法人

资格的事实，比利时公司和关联贸易商之间的交易包括委托

加工贸易应该按照独立企业之间往来原则来处理，公司仅在

答卷中填报相关费用并不能说明公司就不需要收取合理加

工利润（加工费用）；同时，公司所称的（加工）利润不能

成为公司生产被调查产品生产成本的一部分主张不能成立，

委托加工产品成本是由委托加工材料成本和委托加工利润

组成，缺少委托加工利润的委托加工成本是不完整的。公司

所称的委托加工利润最终反映在公司表 6-5 净利润中，与被

调查产品同类产品委托加工成本组成无关，委托加工成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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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构成问题，而公司净利润是经营成果问题。初裁时，基

于上述理由，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以公司填报的表 6-5 中被

调查产品生产部门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作为委托加工费用利

润率，重新计算公司委托加工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的生产成

本。 

初裁中，调查机关暂认定公司答卷报告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和财务费用数据能够合理反映公司被调查产品同类产

品的生产销售情况，暂接受了公司报告的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和财务费用数据。调查机关根据重新调整后生产成本和公

司填报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对公司被调查产品

同类产品在欧盟内销售是否低于成本销售进行了测试。初步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期内该公司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其中一

个产品型号在欧盟内低于成本销售的数量占其欧盟内全部

销售数量的比例超过 20%，因此，在初裁中，调查机关认定

该部分交易属于非正常贸易过程中的交易，根据《反倾销条

例》第四条的规定，调查机关暂以排除低于成本销售后的正

常贸易过程中的欧盟内销售交易作为确定该型号正常价值

的基础；对调查期内该公司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在欧盟内低

于成本销售的数量占其欧盟内全部销售数量的比例不超过

20%的另一个型号产品，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暂以该公司

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该类型号的所有欧盟内销售交易作为

确定该型正常价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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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裁后，公司在提交的评论意见中主张，比利时公司和

委托加工的关联公司应被视为一个单一经济体。公司认为，

比利时公司履行的是单一经济体的生产部门职能，而委托加

工的关联公司履行的是单一经济体的采购和销售职能，这两

家公司都不能离开彼此而单独运营。如果认为比利时公司为

委托加工关联公司提供生产服务而取得利润，无异于对公司

部门之间内部转移追加一个利润。而关于同一个经济实体内

部转移成本无需增加利润。因此，比利时公司是以合并的方

式填报了与委托加工的关联公司实际发生的所有成本和费

用（包括期间费用），同时排除了公司部门之间的内部转移，

调查机关不应在比利时公司填报的生产成本中再包含委托

加工利润，如果调查机关坚持将比利时公司与委托加工的关

联公司视为单独的运营公司，委托加工的利润率也应该使用

比利时与委托加工的关联公司协议所确定的委托加工费率。

同时认为公司填报的表 4-2 调查期加权平均成本已经包含了

在委托加工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管理、销售和一般费用（期间

费用），调查机关在加权平均成本基础上增加利润，对期间

费用金额进行了双重计算。 

调查机关考虑了公司初裁后的评论意见，经进一步调查，

调查机关认为：（1）比利时公司与委托加工的关联公司是相

互独立的法律实体。（2）作为跨国集团公司法律实体各自承

担相互支持的职能不是视为单一经济体的依据。（3）独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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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实体之间的交易应按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和交易原则

处理，这与跨国集团全球性业务运作与管理并不冲突。（4）

委托加工的被调查产品成本无论从委托方还是从受托方角

度来看，均由提供的委托加工材料和委托加工利润构成。这

里的委托加工利润也不是比利时公司与委托加工的关联公

司之间协议的委托加工费，而是受托加工企业自身应有的合

理利润。因此，公司仅仅在表 6-5 中合并报告了委托加工过

程中的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还不够，还应该计算比利时公

司应得的利润，调查机关在初裁时并没有双重计算。（5）经

进一步调查，公司在表 6-5 中计算分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的销售收入比例有误，同时将与生产经营无关的其

他收益与费用计入财务费用中。因此，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

中剔除与生产经营无关的其他收益与费用，按正确的销售收

入比例对公司被调查产品与国内销售相关的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和财务费用重新分摊计算。（6）鉴于公司被调查产品成

本费用利润率更能反映被调查产品欧盟内销售应有利润情

况，在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采用比利时公司调查期被调查

产品欧盟内成本费用利润率作为委托加工费用利润率，重新

计算公司委托加工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 

终裁中，调查机关根据重新计算调整后生产成本和剔除

与生产经营无关的其他收益与费用，按正确的销售收入比例

计算分摊的被调查产品欧盟内销售相关的销售费用、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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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财务费用，对公司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在欧盟内销售是

否低于成本销售进行了测试。调查机关发现被调查产品同类

产品其中一个产品型号在欧盟内低于成本销售的数量占其

欧盟内全部销售数量的比例超过 20%，因此，调查机关认定

该部分交易属于非正常贸易过程中的交易，根据《反倾销条

例》第四条的规定，调查机关予以排除，并采用该型号剩余

部分欧盟内销售交易作为确定该型号正常价值的基础；对调

查期内该公司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在欧盟内低于成本销售

的数量占其欧盟内全部销售数量的比例不超过 20%的另一

个型号产品，调查机关决定以该公司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该

类型号的所有欧盟内销售交易作为确定该型正常价值的基

础。 

2.出口价格。 

调查机关对比利时公司的出口价格进行了审查。调查期

内，该公司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向中国出口销售被调查产品：

一是经由关联贸易公司销售给中国非关联客户，比利时公司

直接发货给中国非关联客户；二是经由关联贸易公司销售给

中国非关联分销商，再由非关联分销商销售给中国非关联客

户，比利时公司直接发货给中国非关联客户；三是经由关联

贸易公司销售给中国非关联分销商，比利时公司发货给分销

商，由中国非关联分销商发货给中国非关联客户。四是部分

被调查产品先保存在新加坡 FBS 中转区，以便需要时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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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至中国非关联客户。 

初裁中，对于上述销售方式，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

条的规定，调查机关暂以公司关联贸易商销售给非关联客户

和非关联分销商的价格作为出口价格基础。初裁后，没有利

害关系方提出评论意见，经进一步调查，在终裁中，调查机

关决定维持初裁裁定。 

3.调整项目。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为公平合理比较，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影响价格可比性的调整项目逐一进行了

审查。 

（1）关于正常价值。 

初裁中，调查机关暂接受了公司主张的其他折扣、回扣、

内陆运费（工厂至分销仓库）、内陆运输费（工厂/仓库至客

户）、包装费用、信用费用等相关费用等调整项目。初裁后，

没有利害关系方提出评论意见，经进一步调查，在终裁中，

调查机关决定维持初裁裁定，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对正常价

值进行了调整。 

（2）关于出口价格。 

初裁中，调查机关暂接受了公司主张的回扣、退款及赔

款、内陆运费（工厂至分销仓库）、售前仓储费用、内陆运

输费（工厂/仓库至出口港）、国际运费、国际运输保险费、

港口装卸等相关费用、包装费用、信用费用、佣金等相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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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项目。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提出评论意见，经进一步

调查，在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维持初裁裁定，在计算倾销

幅度时，对出口价格进行了调整。 

（3）关于到岸价格（CIF 价格）。 

初裁中，调查机关暂接受了公司报告的到岸价格数据。

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提出评论意见，经进一步调查，在

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维持初裁裁定。 

其他欧盟公司 

2017 年 8 月 30 日，调查机关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

加坡进口卤化丁基橡胶发起反倾销调查。当日，调查机关通

知了涉案国驻华使馆，并将立案公告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任何利害关系方均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本案立案公告。立

案后，调查机关给予各利害关系方 20 天的登记应诉期，给

予所有利害关系方合理的时间获知立案有关情况。立案后，

调查机关将调查问卷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

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并下载本案调查问卷。 

调查机关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已知的利害关系方，也

尽最大能力向所有已知利害关系方提醒不配合调查的后果。

对于调查机关已尽通知义务但没有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

的公司，调查机关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在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的基础上裁定其倾

销幅度。调查机关比较分析在调查中可获得的信息，认为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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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森美孚化工有限公司的信息可以较为准确、合理地反映欧

盟对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情况，且已被调查机关初步核实。

在初裁中，调查机关决定暂根据埃克森美孚化工有限公司的

倾销幅度确定其他欧盟公司的倾销幅度。初裁后，没有利害

关系方就此提出异议。经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

中维持初裁时的认定。 

新加坡公司 

阿朗新科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ARLANXEO SINGAPORE PTE. LTD.） 

1.正常价值。 

根据阿朗新科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称新加坡公司）

答卷，调查期内新加坡公司没有在新加坡国内市场销售被调

查产品同类产品。初裁中，调查机关根据《反倾销条例》第

四条的规定暂依据该公司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作为正

常价值。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正常价值确定方法提出

评论意见，经进一步调查，在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维持初

裁正常价值确定方法的裁定。 

关于该公司生产成本，公司在答卷中基于主要原材料供

应商违约和废料等原因主张调整生产成本。初裁中，调查机

关暂接受了公司调整后的生产成本作为结构正常价值的生

产成本。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提出评论意见，经进一步

调查，在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维持初裁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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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初裁中，调查机

关暂采用公司报告的表 6-3 中出口至第三国市场发生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数额作为结构正常价值的合理费

用。初裁后，公司在提交的评论意见中同意使用新加坡出口

至第三国市场的期间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的数额作为计算的起点，但主张调查机关应该剔除仅发生在

出口销售环节的费用（如国际运费、佣金）。经进一步调查，

调查机关认为：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三项费用中，

国内销售和出口环节发生的销售费用项目确实不尽相同，出

口环节发生的国际运费等费用，国内销售就不会发生，但国

内销售发生的有些销售费用与出口销售费用项目相同但具

体的费率也不尽相同，从出口销售费用中扣除相关项目应综

合考虑上述因素。因此，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按新加坡公

司对中国出口销售的佣金、国际运输费用和国际保险费用占

对中国出口销售价格调整总金额比例扣除相应的费用。 

关于利润率，鉴于公司报告的表 6-5 利润率均为负值，

初裁中，调查机关暂以阿朗新科比利时有限公司欧盟内销售

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成本费用利润率作为结构该公司正常

价值的合理利润率。初裁后，公司在提交的评论意见中主张，

调查机关应根据新加坡国内市场相关数据确定合理利润率，

或依据新加坡出口其他国家销售利润率或者根据比利时公

司在调整生产成本后实际数据计算得出一个合理利润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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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认为（1）由于公司没有在新加坡国

内销售被调查产品，同时调查机关也无法获取公司或其他出

口商或生产者在新加坡销售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的利润，因

此在初裁中采用阿朗新科比利时有限公司欧盟内销售被调

查产品同类产品成本费用利润率；（2）阿朗新科比利时有限

公司与新加坡公司都是阿朗新科集团下属公司，同属于生产

被调查产品的生产商，阿朗新科比利时有限公司利润率与新

加坡公司利润率具有相关性和可比性。 

终裁时，经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发现阿朗新科比利时

有限公司在表 6-5 中计算分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

用的销售收入比例有误，同时将与生产经营无关的其他收益

与费用计入财务费用中。因此，调查机关决定在终裁中剔除

与生产经营无关的其他收益与费用，按正确的销售收入比例

对阿朗新科比利时有限公司被调查产品欧盟内销售相关的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重新分摊计算，相应地重新

计算了阿朗新科比利时有限公司欧盟内销售成本费用利润

率。在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采用重新计算的比利时公司调

查期被调查产品欧盟内销售成本费用利润率作为结构该公

司正常价值的合理利润率。 

2.出口价格。 

调查机关对新加坡公司出口价格进行了审查。调查期内，

该公司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向中国出口销售被调查产品：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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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销售给中国非关联客户；二是销售给位于中国、中国香

港、新加坡和韩国非关联分销商，再由非关联分销商销售给

中国非关联客户，公司直接发货给中国的非关联客户；三是

销售给位于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非关联分销商，

再由非关联分销商销售给中国非关联客户，公司发货给中国

的非关联分销商，由非关联分销商发货给中国的非关联客户。 

在初裁中，对于上述销售方式，根据《反倾销条例》第

五条的规定，调查机关暂以公司销售给非关联客户和非关联

分销商的价格作为出口价格基础。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

提出评论意见，经进一步调查，在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维

持初裁裁定。 

3.调整项目。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为公平合理比较，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影响价格可比性的调整项目逐一进行了

审查。 

（1）关于出口价格。 

初裁中，调查机关暂接受了公司主张的回扣、退款及赔

偿、内陆运费（工厂至分销仓库）、售前仓储费用、内陆运

输费（工厂/仓库至出口港）、出厂装卸等相关费用、国际运

费、国际运输保险费、港口装卸等相关费用、包装费用、信

用费用、佣金等相关调整项目。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提

出评论意见，经进一步调查，在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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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裁裁定，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对正常价值进行了调整。 

（2）关于到岸价格（CIF 价格）。 

初裁中，调查机关暂接受了公司报告的到岸价格数据。

初裁后，没有利害关系方提出评论意见，经进一步调查，在

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维持初裁裁定。 

其他新加坡公司 

2017 年 8 月 30 日，调查机关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

加坡进口卤化丁基橡胶发起反倾销调查。当日，调查机关通

知了涉案国驻华使馆，并将立案公告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任何利害关系方均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本案立案公告。立

案后，调查机关给予各利害关系方 20 天的登记应诉期，给

予所有利害关系方合理的时间获知立案有关情况。立案后，

调查机关将调查问卷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

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并下载本案调查问卷。 

调查机关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已知的利害关系方，也

尽最大能力向所有已知利害关系方提醒不配合调查的后果。

对于调查机关已尽通知义务但没有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

的公司，调查机关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在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的基础上裁定其倾

销幅度。在初裁中，调查机关决定暂根据本案中最高幅度确

定其他新加坡公司的倾销幅度。初裁后，有关利害关系方对

此提交评论。经实地核查和进一步调查，调查机关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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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可获得的信息，认为阿朗新科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的信息已被调查机关核实，决定采用该公司部分出口交易的

数据作为可获得的事实确定新加坡其他公司的倾销幅度。 

（二）价格比较。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在考虑了

影响价格的各种可比性因素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合理的方

式，将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调整至出厂水平进行比较。在计

算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

口价格进行了比较，得出倾销幅度。 

（三）倾销幅度。 

美国公司: 

1. 埃克森美孚公司                          75.5%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2. 其他美国公司                            75.5% 

（All Others） 

欧盟公司： 

1. 埃克森美孚化工有限公司                  71.9% 

（ExxonMobil Chemical Limited） 

2. 阿朗新科比利时有限公司                  27.4% 

（ARLANXEO Belgium NV） 

3. 其他欧盟公司                            71.9% 

（All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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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公司： 

1. 阿朗新科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23.1% 

（ARLANXEO SINGAPORE PTE. LTD.） 

2. 其他新加坡公司                          45.2% 

（All Others） 

四、国内同类产品、国内产业 

（一）国内同类产品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同类产品是与倾销

进口产品相同的产品，或与倾销进口产品特性最相似的产品。 

调查机关对国内生产的卤化丁基橡胶与被调查产品的

物理化学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产品的

可替代性、销售渠道、客户群体和消费者评价等因素进行了

调查： 

1.物理和化学特性。 

国内生产的卤化丁基橡胶与被调查产品都是丁基橡胶

与卤化剂反应的产物，两者主分子式结构式相同，外观基本

相同，为白色或类白色到浅琥珀色的胶块。国内同类产品和

被调查产品均包括溴化丁基橡胶和氯化丁基橡胶。 

2.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流程。 

国内生产的卤化丁基橡胶与被调查产品使用的原材料

和生产原理相同，均是以异丁烯和异戊二烯为原料生成丁基

橡胶，再与卤化剂（溴素或液氯）反应生成卤化丁基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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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用途、客户群体、销售渠道和消费者评价。 

现有证据显示，国内生产的卤化丁基橡胶与被调查产品

用途基本相同，主要用于轮胎行业的无内胎的气密层、耐热

内胎、耐热软管和输送带、药用瓶塞、防震垫、粘合剂和密

封材料等。客户群体主要为轮胎行业，少量为医用胶塞行业，

另外还供减震密封材料等其他制品生产商使用。 

国内生产的卤化丁基橡胶与被调查产品销售渠道基本

相同，主要通过直销、分销或代理等方式在中国市场进行销

售。二者存在相同的客户群体，部分国内用户既购买、使用

被调查产品，也购买、使用国内生产的产品。证据表明，国

内下游客户认可国内同类产品。二者在国内市场上存在竞争。 

应诉公司及欧盟委员会主张： 

第一，被调查产品门尼粘度值和卤素含量不相同，产品

特性存在差异；第二，被调查产品与中国产品相比产品质量

更稳定、更好；第三，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具有实质

性价格差异，针对不同类别的市场,在某些应用领域两者没有

竞争；第四，被调查产品具有品牌效应和稳定可靠的客户服

务保障。此外，阿朗新科比利时公司等和欧盟委员会还提出

米其林（中国）公司未使用国内同类产品以支持其主张。 

申请人主张，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申请人产品质量低下，

被调查产品与国内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更没有证据

证明卤化丁基橡胶市场的分类特别是被调查产品与国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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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购买群体不同。浙江信汇公司作为最大的卤化丁基橡胶

生产企业，与清华大学共同转化的成果“微反应器在溴化丁基

橡胶生产中的应用”，在全球首次实现了微反应器规模化生产

溴化丁基橡胶，技术全球领先，掌握了（卤化）丁基橡胶生

产核心技术，获得 14 项相关专利，整体技术水平与被调查

国家（地区）相当。国内同类产品与被调查产品中的具体牌

号均有对应关系。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同等比较的

条件下，价差大幅缩小，申请人主张国内同类产品与被调查

产品价差大幅缩小证明其进入市场后逐渐为国内消费者认

知和接受。 

申请人提供了技术进步、质量认证及环保相关证明材料

以及被调查产品某些牌号的规格指标和申请企业医用胶塞

评审认证及销售情况等证据材料以证明其主张。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应诉企业和欧盟委员会各自的

主张以及相关证据材料。调查机关认为： 

第一，国产卤化丁基橡胶和被调查产品均是普通丁基橡

胶与溴或氯等卤化剂反应的产物，证据显示, 被调查产品之

间、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以及国内同类产品之间

在门尼粘度、卤素含量、挥发分、抗氧剂和稳定剂等方面均

存在细微差异，这些细微的差异体现在物理化学指标上，下

游用户交叉采购表明不能仅依据个别指标的差异就认定产

品存在某种优异的特性或产品存在差异。应诉企业及欧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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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主张的技术规范差异导致产品存在实质性差异的观点

与事实不符。 

第二，应诉企业以及欧盟委员会均未对其主张的被调查

产品在质量、稳定性等方面优于中国国内同类产品提供充分

的证据。调查发现，中国尚未对卤化丁基橡胶产品制定国家

标准，下游企业根据各自的质量控制体系采购符合其要求的

上游产品。证据表明，申请人的产品通过了全球最大的 30

家轮胎客户中多数客户认证并形成稳定供应,下游客户普遍

对申请人的产品满意，国内同类产品同样适用于医用胶塞和

其他制品，因此，被调查产品质量比同类产品更稳定或更好

的主张并无事实依据。 

第三，经调查机关审查，国内同类产品在进入市场初期

与被调查产品具有较大价差，但价差在逐渐缩小。虽然国内

同类产品与被调查产品存在一定的价格差异，但考虑到被调

查产品的品牌溢价等因素，两者之间价差不影响同类产品的

认定。在下游客户特别是跨国轮胎公司之间以及大型医用胶

塞企业存在大量重叠和交叉的情况下，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

品不存在针对不同类别市场或不同应用领域竞争的情况。 

第四，调查机关认可被调查产品具有品牌优势和良好的

客户服务保障，但是在下游用户大量交叉的情况下，特别是

国内同类产品已稳定供应多家跨国轮胎企业，这显示品牌和

服务不是决定同类产品认定关键因素，也不能否定国内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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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对被调查产品的替代性。 

此外，调查机关注意到米其林（中国）公司未使用国内

同类产品的事实。国内同类产品已稳定供应多家跨国轮胎企

业，米其林（中国）公司尚未使用国内同类产品并不能否定

国内同类产品的质量,也无法得出两者并非同类产品的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在初裁中认定，国内生产的卤化丁基橡

胶与被调查产品在物理和化学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产

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消费者评价等方面基本相同，

具有相似性和替代性，国内生产的卤化丁基橡胶与被调查产

品属于同类产品。 

初裁后，应诉企业及欧盟委员会再次提出被调查产品与

国内同类产品相比更稳定，两者之间较大的价差表明不存在

直接竞争的观点，未提供新的证据以支持其主张。由于初裁

中已对同类产品认定予以充分论证。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

维持初裁决定。 

（二）国内产业的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关于国内产业认定的规定，

调查机关对本案国内产业进行了审查和认定。本案中，申请

人浙江信汇公司和盘锦和运公司共 2 家国内卤化丁基橡胶生

产企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调查机

关经调查核实，申请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3 月的产量占同期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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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占国内产业的主要部分，符合《反倾销条例》第十一

条关于国内产业认定的规定。 

因此，调查机关最终认定，申请人可以代表国内产业，

其数据可以作为损害和因果关系分析的基础。本裁决所依据

的国内产业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上述国内生产者。 

五、产业损害及损害程度 

（一）累积评估。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调查机关考虑了就

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对国内产业

造成的影响进行累积评估的适当性。 

1.倾销幅度不属于微量。 

倾销调查期内，来自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被调查

产品均存在倾销，倾销幅度均在 2%以上，不属于微量的倾

销幅度，足以对国内产业造成不利影响。 

2.进口数量不属于可忽略不计。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损害调查期内，来自美国、欧

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数量占中国总进口数量的

比例均超过 3%，不属于可忽略不计的范围。 

3.被调查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 

调查显示，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被调查产品的

物理特性、技术指标、产品用途、原材料、生产工艺等方面

基本相同；美国、欧盟和新加坡企业均通过直销、分销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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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被调查产品，占有中国国内市场相应

的市场份额；各生产商或销售商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定价策略。

被调查产品拥有相同的客户群体，主要客户群体为轮胎和胶

塞行业，国内下游用户可以自由采购和使用美国、欧盟和新

加坡的被调查产品。应诉企业提出，三国（地区）被调查产

品对中国出口量变化趋势存在差异，来自新加坡的卤化丁基

橡胶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来自新加坡的被调查产品与

来自其他国家的被调查产品竞争条件不同，应当分别对美国

和欧盟进口与新加坡进口进行分析。 

申请人主张，美国、欧盟、新加坡三国（地区）向中国

出口的卤化丁基橡胶属于同类产品，其物理与化学特性相同、

主要用途相同、主要产品牌号相对应、生产工艺（包括主要

原料）基本相同、产品相互替代。虽然三国（地区）被调查

产品出口量变化趋势存在差异，但对中国的出口量及所占中

国市场份额均较大并且接近，占据所有对中国出口国的前三

位，销售渠道相同、客户群体基本相同，综上因素，三国（地

区）向中国出口的卤化丁基橡胶在中国市场上具有直接的竞

争关系。 

初裁后，调查机关听取了申请人和应诉企业等各方在听

证会上的发言并审查了会后提供的书面发言材料。对于应诉

企业提出的关税不同导致不同竞争条件的观点，调查机关认

为，关税差异不影响对被调查产品的累积评估。调查机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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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自三国（地区）进口量变化趋

势虽有差异，但各国（地区）进口的倾销幅度都不属于微量，

且数量都不属于可忽略不计，变化趋势差异不能否定其相互

竞争关系。被调查产品之间具有相似性和可替代性，共同在

中国国内市场开展竞争共同对中国国内产业产生影响，鉴此，

调查机关认定，来自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被调查产品之间

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存在直接竞争，对进口自三国（地区）的

被调查产品进行累积评估是适当的。 

4.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 

调查显示，被调查产品与国内生产的卤化丁基橡胶在物

理化学特性、原材料、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销售渠道

等方面基本相同，属于同类产品。国内卤化丁基橡胶消费市

场是一个竞争开放的市场，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国

内市场相互竞争，价格是影响产品销售的重要因素。被调查

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渠道相同或类似，均通过直销、

分销等方式在国内市场进行销售；二者的客户群体相同且存

在交叉，国内下游用户选择采购、替代使用被调查产品以及

国内同类产品；各种来源产品的销售，没有明显的时间和地

域偏好。据此，调查机关认定，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

之间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调查机关根据上述证据认定，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

坡的进口被调查产品之间、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



 

44 
 

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对上述三国（地区）出口的被调查产

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进行累积评估是适当的。 

（二）倾销进口产品数量。 

调查机关对倾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或相对于中国国

内生产或消费的数量是否大幅增加进行了调查。 

1.倾销进口产品数量。 

调查显示，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损害调查期内来自

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 2014 年为

138323.06 吨；2015 年为 138331.86 吨，比 2014 年增长 0.01%；

2016 年为 146283.15 吨，比 2015 年增长 5.75%；2017 年 1-3

月进口数量为 34604.73 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11.10%。损害

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呈增长趋势。 

2.倾销进口产品所占国内市场份额。 

损害调查期内，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3 月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分别为

57.07%、62.75%、54.13%和 43.21%。2015 年比 2014 年上升

了 5.68 个百分点、2016 年比 2015 年下降了 8.62 个百分点，

2017 年 1-3 月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7.3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

内，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呈先升后降趋势。 

应诉企业及欧盟委员会认为，2014 年至 2016 年，被调

查产品的绝对进口数量非常稳定，增长不明显，且增长都来

自新加坡，欧盟地区被调查产品出口下降；2016 年第 2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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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7 年第 1 季度进口呈下降趋势。初裁后，应诉企业及

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听证会发言材料和评论意见中再次重申

其上述主张。 

申请人认为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没有大幅增加的观点

缺乏事实依据。损害调查期内，三国（地区）对中国出口 2016

年比 2014 年增长了 5.75%，2017 年 1-3 月比 2016 年同期继

续大幅增长 11.10%。对于 2016 年第 2 季度至 2017 年第 1 季

度中国进口下降的观点，申请人称以季度进口数量变化说明

趋势的分析方法不尽合理，被调查产品是一种大宗商品，在

中国受季节性、工厂检修、节假日等因素影响，一年中各个

季度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分布并不均匀，不具可比性。 

调查机关认为，对倾销进口产品数量的分析是基于倾销

产品总体的评估。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调查机关最终认

定，损害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绝对进口数量呈上升趋势，

相对进口数量呈先升后降趋势。 

（三）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调查机关就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进行了调查。 

1.倾销进口价格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进行价格比较时，为确保两者具有可比性，应在同一贸

易水平上对倾销进口价格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进行比

较。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倾销进口产品国内进口清关价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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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出厂价格基本属于同一贸易水平，二者均

不包含增值税、内陆运输费用、保险费用和次级销售渠道费

用等。 

调查机关在中国海关价格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损害调

查期内汇率、关税和国内进口商的清关费用，对被调查产品

进口价格进行了调整，将调整后的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作为

倾销进口价格。其中，汇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当年各

月度平均汇率算术平均得出。关于进口清关费用，本案提交

答卷的国内进口商只有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该公

司提交了清关费用。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以该公司提交的清

关费用作为计算国内进口商的进口港清关费用的依据。 

按上述方法调整后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3 月倾销进口价格分别为 26691.45 元/吨、21236.67 元/

吨、16852.04 元/吨和 18200.15 元/吨。2015 年比 2014 年下

降 20.44%，2016 年比 2015 年下降 20.65%，2017 年 1-3 月

比上年同期上升 6.75%，损害调查期内累计下降 31.81%。 

调查机关在对《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汇总的基础

上，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出厂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价格。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3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21000-23000 元 /吨、

15000-17000 元/吨、13000-15000 元/吨、16000-18000 元/吨。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2015 年比 2014 年下降 27.4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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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 2015 年下降 9.10%；2017 年 1-3 月同比上升 21.16%，

损害调查期内累计下降 21.28%。 

损害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与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价格变化趋势相同，均呈现先降后升、总体下降趋势，二

者价格呈联动态势。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始终高于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价格，但被调查产品价格累计降幅大于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价格累计降幅，下降趋势更加明显。2014 年两者价差约

为 18%-22%，损害调查期末的 2017 年 1-3 月，两者价差约

为 7%-9%。 

2.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影响。 

调查机关对进口被调查产品及其进口情况、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价格的变化以及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被调查产品与国内生产的卤化丁基橡胶在物

化特性、原材料、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

体等方面基本相同，属于同类产品，二者具有相似性和替代

性。国内卤化丁基橡胶市场是一个竞争开放的市场，被调查

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国内市场相互竞争，国内同类产品与

进口被调查产品在质量和性能上均能满足下游客户的使用

要求，两者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下游用户存在交叉与重叠，

下游客户采购产品时，产品价格是重要的参考因素。 

证据显示，倾销进口产品的生产商为跨国制造商，在全

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工厂，是有数十年同类产品生产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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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经验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拥有品牌优势，在中国市场具

有良好的服务网络，在中国国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地位。

2014 年至 2016 年倾销进口产品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分别为

57.07%、62.75%和 54.13%，倾销进口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

超过 50%。倾销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并居于市场主导地位。与国外生产商相比，本案申请人是该

行业的新进入者，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调查显示，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 2014年为 138323.06 吨；

2015 年为 138331.86 吨，比 2014 年增长 0.01%；2016 年为

146283.15 吨，比 2015 年增长 5.75%；2017 年 1-3 月进口数

量为 34604.73 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11.10%。由此可见，倾

销进口产品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损害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

倾销进口价格分别为 26691.45 元 /吨、21236.67 元 /吨、

16852.04 元/吨和 18200.15 元/吨。同期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

格分别为21000-23000元/吨、15000-17000元/吨、13000-15000

元/吨和 16000-18000 元/吨。具体来看，2015 年被调查产品

价格较 2014 年下降 20.44%，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下降 27.41%，

2016 年被调查产品价格较 2015 年下降 20.65%，国内同类产

品价格下降 9.10%。 

调查机关认为，考虑到下游用户使用习惯和对进口产品

的认可度等因素，下游用户选购产品时，进口被调查产品具

有竞争优势，对于国内同类产品，下游用户期望其价格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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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进口产品。由于倾销进口产品不断降低国内市场销售的

价格，国内下游用户的议价压力对国内产业经营造成巨大压

力，国内产业被迫不断降低销售价格。证据表明，倾销被调

查产品持续降价，继而引发下游用户将价格谈判压力传导至

国内产业，迫使国内产业跟随被调查产品下调价格。2014 年

至 2016 年，应诉企业持续降低销售价格，倾销进口产品数

量不断增长，在倾销进口数量上升和价格下降的共同影响下，

国内产业被迫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在国内总需求上

升带动下，虽然国内产业销售数量增长，但税前利润、投资

收益率等指标不断恶化。2017 年 1-3 月受国内轮胎市场对卤

化丁基橡胶需求出现突然上涨影响，国内卤化丁基橡胶产品

价格出现上涨，但 1 个季度的短期价格上涨，不改变损害调

查期内整体价格下降的趋势。数据表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价格上升 21.16%，同期倾销进口产品价格上涨 6.75%，倾销

进口产品实际仍采用相对降低价格的策略进一步打压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调查机关还审查了申请人提供的定价相关证明文件，证

据显示，国内产业密切关注被调查产品的价格数据，并以此

作为调整价格的重要参考，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同期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价格跟随市场不断调低价格，倾销进口产品在国

内市场的售价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售价影响较大。 

因此，调查机关在初裁中认定，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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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产生了大幅压低作用。 

初裁后，应诉企业及欧盟委员会在评论意见中提出，被

调查产品价格持续高于国内同类产品，两者没有竞争关系，

进口被调查产品未大幅增加，国内产业初期主动采取低价策

略扩张，主张进口被调查产品没有压低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 

调查机关认为，进口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的价差、

竞争关系和进口数量情况前文已述。在一个需求量不断扩张

的市场中，国内产业没有长期、持续、主动低价竞争的动机，

国内产业市场份额的扩大说明其产品被下游用户广泛认可，

本可以获取合理利润，但在倾销打压下难以为继。应诉企业

主张的国内产业低价策略没有证据支持。被调查产品没有压

低或抑制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终裁中，调

查机关决定维持初裁裁定。 

（四）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调查机关

对以下影响国内产业状况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

（数据见附表），证据显示： 

1. 表观消费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卤化丁基橡胶表观消费量 2014 年

为 242369.69 吨；2015 年为 220446.31 吨，比 2014 年下降

9.05%；2016 年为 270233.97 吨，比 2015 年增长 22.58%，比

2014 年增长 11.50%；2017 年 1-3 月为 80091.14 吨，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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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长 56.95%。 

2. 产能。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 2014 年为 5.2-6.1

万吨；2015 年为 6.7-7.7 万吨，比 2014 年增长 27.27%；2016

年为 9.5-11.0 万吨，比 2015 年增长 42.86%；2017 年 1-3 月

为 2.4-2.8 万吨，与上年同期持平。 

3. 产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 2014 年为 2.5-2.8

万吨；2015 年为 3.8-4.4 万吨，比 2014 年增长 56.08%；2016

年为 5.9-6.8 万吨，比 2015 年增长 52.82%；2017 年 1-3 月为

1.5-1.7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36.80%。 

4. 国内销售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 2014 年为

1.2-1.4万吨；2015年为 3.6-4.2万吨，比 2014年增长 210.61%；

2016 年为 6.0-7.0 万吨，比 2015 年增长 64.06%；2017 年 1-3

月为 1.4-1.6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31.54%。 

5. 市场份额。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

2014 年为 9.02%-10.44%；2015 年为 14.27%-16.52%，比 2014

年增加 5.53 个百分点；2016 年为 18.96%-21.96%，比 2015

年增加 4.94 个百分点；2017 年 1-3 月为 17.69%-20.48%，比

上年同期增加 0.4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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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销售价格。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 2014 年为

21000-23000 元/吨；2015 年为 15000-17000 元/吨，比 2014

年下降 27.41%；2016 年为 13000-15000 元/吨，比 2015 年下

降 9.10%；2017 年 1-3 月为 16000-18000 元/吨，比上年同期

上涨 21.16%。损害调查期内国内同类产品销售价格累计下降

21.28%。 

7. 销售收入。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 2014 年为

2.5-2.9亿元；2015年为 5.6-6.5亿元，比 2014年增长 125.46%；

2016 年为 8.4-9.7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49.14%；2017 年 1-3

月为 2.3-2.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9.37%。 

8. 税前利润。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 2014 年亏

损 1200-1400 万元；2015 年亏损 14000-17000 万元，比 2014

年增亏 1142.92%；2016 年亏损 17000-19000 万元，比 2015

年增亏 16.62%；2017 年 1-3 月盈利 53-61 万元。 

9. 投资收益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 2014 年

为-0.82%至-0.95%；2015 年为-8.14%至-9.43%，比 2014 年下

降 7.71 百分点；2016 年为-6.38%至-7.39%，比 2015 年上升

1.84 个百分点；2017 年 1-3 月为 0.019%至 0.022%，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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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加 1.87 个百分点。 

10. 开工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不断上升， 

2014 年为 44.73%-51.79%；2015 年为 54.84%-63.50%，比 2014

年上升 10.66 个百分点；2016 年为 58.67%-67.94%，比 2015

年上升 4.03 个百分点；2017 年 1-3 月为 58.85%-68.15%，比

上年同期上升 16.67 个百分点。 

11. 就业人数。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就业人数 2014 年为 427-495

人；2015 年为 477-552 人，比 2014 年增加 11.56%；2016 年

为 533-617 人，比 2015 年增加 11.75%；2017 年 1-3 月为

551-638 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2.47%。 

12. 劳动生产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劳动生产率 2014 年为 55-63

吨/年/人；2015 年为 76-89 吨/年/人，比 2014 年上升 39.91%；

2016 年为 105-121 吨/年/人，比 2015 年上升 36.75%；2017

年 1-3 月为 25-29 吨/年/人，比上年同期上升 33.50%。 

13. 人均工资。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就业人员人均工资 2014 年为

5.9-6.9 万元/年/人；2015 年为 6.9-8.0 万元/年/人，比 2014 年

上升 16.86%；2016 年为 8.5-9.8 万元/年/人，比 2015 年上升

22.43%；2017 年 1-3 月为 3.2-3.7 万元/年/人，比上年同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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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54.66%。 

14. 期末库存。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 2014 年为

10000-12000 吨；2015 年为 5100-6000 吨，比 2014 年下降

49.70%；2016 年为 3900-4500 吨，比 2015 年下降 24.24%；

2017 年 1-3 月为 5500-6300 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13.13%。 

15.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4 年现金净流出为 12 亿元至 14 亿元；2015 年现金净流

出为 4.8 亿元至 5.6 亿元，较 2014 年下降 58.72%；2016 年

现金净流入为 8.4 亿元至 9.8 亿元，较 2015 年有所改善；2017

年 1-3 月现金净流入为 0.87 亿元至 1 亿元，比上年同期有所

改善。 

16. 投融资能力。 

损害调查期内，调查显示，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融资能

力受到被调查产品进口的不利影响，申请人投资扩建计划被

推延或搁置，银行贷款规模被压缩。 

调查机关对倾销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也进行了审查，证

据显示倾销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不属于微量倾销，足以对国

内市场价格造成不利影响。 

证据显示，国内产业在损害调查期内呈现以下状况：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卤化丁基橡胶表观消费量呈先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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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总体保持增长趋势，2014 年到 2016 年累计增长 11.50%，

2017 年 1-3 月同比增长 56.95%。受表观消费量增长带动，国

内产业扩大产能、产量也相应增加，2014 年至 2016 年国内

产业产能、产量分别累计增长 81.82%、138.53%，2017 年 1

季度产能保持稳定，产量同比增长 36.80%。由于国内市场需

求增长推动，同时国内同类产品质量得到下游产业充分认可，

国内产业销量持续快速增长，2014 年至 2016 年销售量累计

增长 409.59%， 2017 年 1 季度销量同比增长 31.54%；国内

产业库存下降，国内产业就业人数增加，劳动生产率有所提

高；国内产业人均工资呈现增长趋势，现金流量净额在调查

期后期出现好转。国内产业开工率总体保持增长，2014 年至

2016 年开工率累计增加 14.68 个百分点，2017 年 1-3 月比上

年同期增加 16.67 个百分点，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产能无法

有效释放；国内产业市场份额逐步扩大，国内产业市场份额

累计增长 10.47 个百分点，但国内同类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

仍远小于被调查产品占国内市场的份额。 

由于受到进口被调查产品价格压低影响，国内销售价格

总体保持下降趋势，2014年至 2017年 1-3月累计下降 21.28%。

2017 年 1 季度，受国内市场需求短暂快速增长拉动，国内销

售价格出现相应上升，但这不改变整个调查期内销售价格下

跌的趋势。国内销售收入在销售量增长的拉动下，由 2014

年的 2.5-2.9 亿元，增加至 2016 年的 8.4-9.7 亿元，但由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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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持续走低，国内销量和销售收入的增长并没有转化为企业

应有的利润，国内产业税前利润持续恶化，由 2014 年亏损

1200-1400 万元，增亏至 2016 年的 17000-19000 万元。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投资收益率始终为负，由 2014 年为-0.82%

至-0.95%，扩大至 2016 年为-6.38%至-7.39%。国内产业税前

利润不断下降，投资收益率持续为负数。2017 年 1-3 月，由

于暂时需求上涨推动国内销售价格上涨，国内产业国内销售

收入、投资收益率等短暂好转，这也表明产品价格对企业经

营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企业持续亏损，前期投资无法收回成

本，造成银行缩减贷款规模，国内产业被迫搁置预定投资计

划，投资和融资活动均受到不利影响。 

应诉企业及欧盟委员会在评论意见中称，第一，国内产

业没有遭受损害，进口数量不支持存在损害，也不存在损害

威胁；第二，国内产业多项指标向好，虽然部分指标呈消极

趋势，但并非被调查产品所引发，国内产业继续扩大产能表

明其健康发展。第三，国内产业的负利润率与国外生产商竞

争无关。初裁后，应诉企业及欧盟委员会在听证会书面材料

和初裁评论意见中再次重申上述主张，并认为轮胎行业认证

周期长阻碍了国内产业市场份额更快扩张。 

调查机关认为，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影响的审查应

包括对影响产业状况的所有有关经济因素和指标的评估，这

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均未必能够给予决定性的指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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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是否受到实质损害不能仅考察国内产业部分经济

指标，而应当综合考虑整个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各项经济指标

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国内需求呈增长趋势下，国内产业扩

大生产规模，产能、产量、销量及市场份额等部分指标出现

一定增长，但亏损严重。轮胎行业认证周期长可能会影响到

国内产业市场份额，但不是造成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的主

要因素。国内产业受到损害主要是因为进口被调查产品大量

低价倾销，压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国内产业没有受到损害

或与国外生产商无关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调查机关认定，损害调查期内，国内卤化丁基橡胶产业

受到了实质损害。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维持初裁裁定。 

六、因果关系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四条，调查机关审查了原产

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倾销进口与国内

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审查了除倾

销进口之外已知的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 

（一）倾销进口产品造成了国内产业的实质损害。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数量

持续增长，2015 年同比增长 0.01%，2016 年同比增长 5.75%；

2017 年 1-3 月，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快速上升，比上年同期增

长 11.10%，被调查产品数量增长趋势明显。 

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一直占国内市场较高份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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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至 2016 年均超过 50%，在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被

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产生了明显的压低作用，

被调查产品价格的下跌导致国内同类产品价格除在损害调

查期末出现一定上涨外，同类产品价格一直持续下跌。 

损害调查期内，在市场需求总体增长的情况下，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的产能、产量、销量有所增长，由于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价格受到压低，国内产业不得不低价销售，导致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持续下降，损害调查期大部分时间内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亏损持续增加，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国

内产业难以收回投资，投资和融资活动受到不利影响，国内

产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倾销进口数量增长以及价格压低

直接造成国内产业的损害，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应诉企业及欧盟委员会主张，国内产业遭受困难不能归

咎于被调查产品的进口，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进口价格与

国内产业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与应诉企业的竞争无关。 

调查机关认为，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应综合考虑被调查产

品进口数量、市场份额以及价格等因素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应诉企业及欧盟委员会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调查机关在初裁中认定，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卤化丁基

橡胶产业受到的实质损害存在因果关系。 

初裁后，欧盟委员会主张被调查产品与同类产品大幅定

价差异反映出它们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竞争，价格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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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是由其他因素所致。 

调查机关认为，如前文所述，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终

裁中，调查机关决定维持初裁决定。 

（二）其他已知因素分析。 

调查机关对除倾销进口产品以外的，可能使国内产业受

到实质损害的其他已知因素进行了审查。 

经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外国与国内生产者的限制贸

易的做法及它们之间的竞争、消费模式和替代产品的影响、

技术发展、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状况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与

国内卤化丁基橡胶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应诉公司与欧盟委员会提出第三国进口且价格更接近申

请人的价格、原油价格下跌、产品质量以及投资期非正常成

本、过度投资以及产能过剩等因素造成国内产业的损害状况。 

初裁后，应诉公司与欧盟委员会在听证会书面意见和初裁评

论意见中再次重申了上述主张。 

1.第三国进口的影响。 

调查机关审查了第三国进口的数量和价格情况，调查发

现，与被调查产品相比，第三国进口量相对较少、所占中国

市场份额较小且呈下降趋势；第三国产品与中国国内同类产

品的价差和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价差相似。调查机关

也审查了俄罗斯等单个国家的进口情况，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显示，2014 年至 2016 年进口自俄罗斯的产品占中国总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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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比例分别为 9.20%、8.61%和 9.45%，其占中国市场份额

较小，虽然价格略低于其他进口产品，但没有证据证实第三

国对中国市场存在倾销，不会对正常贸易产生影响。 

因此，调查机关在初裁中认定，虽然在中国市场存在部

分第三国进口产品，但该进口产品无法否定被调查产品进口

与国内产业遭受实质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终裁中，调查机

关决定维持初裁决定。 

2.关于原油价格的影响。 

调查机关对原油价格暴跌是否导致国内产业受到损害进

行了审查。首先，原油价格走势与卤化丁基橡胶价格走势并

不完全一致。2017 年 1-3 月相比 2015 年度，布伦特原油价

格上涨了 1.04 美元/桶，涨幅为 1.94%，但同期被调查产品价

格下降了 70.45 美元/吨，降幅达 21.91%。其次，原油价格变

动趋势与卤化丁基橡胶价格变动有一定联系，但并非决定被

调查产品价格的唯一因素,市场供求关系是决定卤化丁基橡

胶产品价格变动的根本因素。最后，原油作为生成异丁烯的

重要原材料，其价格的下降应使下游卤化丁基橡胶的利润空

间更大，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因此，调查机关初裁认定，原油价格波动不能否定被调

查产品进口与国内产业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终裁中，调查

机关决定维持初裁决定。 

3.申请人的产品质量、投资期非正常成本、过度投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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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因素。 

（1）产品质量。 

调查机关审查了应诉公司和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申请

人产品质量导致损害的主张。关于同类产品的质量，前文已

有论述，其与被调查产品不存在实质差异。该因素导致国内

产业受到实质损害的主张不成立。 

（2）投资期非正常成本。 

调查机关审查了应诉公司及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投资期

非正常成本导致国内产业损害的主张。经调查，申请人各项

成本费用均按中国现行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摊销和处

理，且经过审计，不存在所谓的“非正常成本”。 应诉公司及

欧盟委员会并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系主观推测，

上述因素既不存在，更非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因素。 

（3）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 

应诉公司及欧盟委员会主张申请人在调查期内过度投

资及产能增加导致市场供大于求，从而导致了产业损害，调

查机关对此进行了审查。经调查，上述主张所依据的数据并

非实际情况，申请人在调查期内新增产能为 4-6 万吨之间，

而非其主张的增加 13 万吨。申请人适当增加产能、产量是

顺应国内市场需求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目前国内产业的产能

远低于表观消费量，产能过剩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也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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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投资，更不存在过度投资导致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因

此，调查机关认为，上述主张并不成立。 

对于上述因素的分析，终裁中，调查机关决定维持初裁

决定。 

（三）有关利害关系方对损害及公共利益的评论意见。 

应诉公司和欧盟委员会提出，国内市场卤化丁基橡胶存

在供应缺口，采取反倾销措施将增加下游行业的成本，最终

影响消费者，不符合中国公共利益。 

申请人主张卤化丁基橡胶产业是国内一个重要的产业，

采取反倾销措施不会造成市场供应短缺，采取反倾销措施旨

在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国内产业的恢复和发展，

符合下游企业的长远利益。 

听证会上，中国医药包装协会提出当前医用胶塞行业主

要使用应诉企业产品，包装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药品成本增

加，医用胶塞实行注册制，短期内难以使用国产胶塞。该协

会未就成本上涨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支持。 

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在其提供的评论意见中提出，医

药胶塞成本的上涨对药品本身的成本及就医成本影响极小，

医药胶塞下游企业完全可以消化因卤化丁基橡胶价格变动

增加的成本，国产卤化丁基橡胶完全满足胶塞行业的注册要

求和使用条件，第三国进口可以满足国内需求，并提供了相

应的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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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认为，采取反倾销措施可能会对国内下游相关

产业造成一定影响，但卤化丁基橡胶占其主要下游产业轮胎

的成本比重很小，影响不大。卤化丁基橡胶虽然是医用胶塞

的重要原材料，但其占医药产品本身的成本并不高，对就医

成本的影响更小，国产卤化丁基橡胶与进口被调查产品没有

实质性差别。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反倾销措施，将有助于维护

公平贸易环境，稳定国内市场秩序，随着国内产业产能充分

释放，国内同类产品以及进口产品，能够满足下游需求，不

会给下游和消费者增加额外负担。 

七、最终调查结论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调查机关最终裁定，原产于美国、

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存在倾销，国内卤化丁基

橡胶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 

 

附表：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案数据表 

 

 

 

 

 

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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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6 年 1-3 月 2017 年 1-3 月 

全国总产量（吨） 39,000 43,000 65,000 11,000 26,000 

变化率 
 

10.26% 51.16% 
 

136.36% 

全国总进口量（吨） 204,697.22 180,236.81 211,085.52 41,301.04 54,827.35 

变化率 
 

-11.95% 17.12% 
 

32.75% 

国内表观消费量（吨） 242,369.69 220,446.31 270,233.97 51,028.89 80,091.14 

变化率 
 

-9.05% 22.58% 
 

56.95% 

被调查产品进口量（吨） 138,323.06 138,331.86 146,283.15 31,146.93 34,604.73 

变化率 
 

0.01% 5.75% 
 

11.10% 

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 57.07% 62.75% 54.13% 61.04% 43.21% 

变化率（百分点） 
 

5.68 -8.62 
 

-17.83 

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元/吨） 26,691.45 21,236.67 16,852.04 17,049.11 18,200.15 

变化率 
 

-20.44% -20.65% 
 

6.75% 

产能（万吨） 5.2-6.1 6.7-7.7 9.5-11.0 2.4-2.8 2.4-2.8 

变化率 
 

27.27% 42.86% 
 

0.00% 

产量（万吨） 2.5-2.8 3.8-4.4 5.9-6.8 1.1-1.2 1.5-1.7 

变化率 
 

56.08% 52.82% 
 

36.80% 

开工率 44.73%-51.79% 54.84%-63.50% 58.67%-67.94% 43.03%-49.82% 58.85%-68.15% 

变化率（百分点） 
 

10.66 4.03 
 

16.67 

国内销售量（万吨） 1.2-1.4 3.6-4.2 6.0-7.0 1.1-1.2 1.4-1.6 

变化率 
 

210.61% 64.06% 
 

31.54% 

国内市场份额 9.02%-10.44% 14.27%-16.52% 18.96%-21.96% 17.32%-20.05% 17.69%-20.48% 

变化率（百分点） 
 

5.53 4.94 
 

0.40 

国内销售收入（亿元） 2.5-2.9 5.6-6.5 8.4-9.7 1.5-1.7 2.3-2.7 

变化率 
 

125.46% 49.14% 
 

59.37% 

国内销售价格（万元/吨） 21000-23000 15000-17000 13000-15000 14000-16000 16000-18000 

变化率 
 

-27.41% -9.10% 
 

21.16% 

税前利润（万元） 

（ -1200 ） -

（-1400） 

（ -14000 ） -

（-17000） 

（ -17000 ） -

（-19000） 

（ -4600 ） -

（-5300） 
53-61 

变化率 
 

-1142.92% -16.62% 
  

投资收益率 

（ -0.82% ） -

（-0.95%） 

（ -8.14% ） -

（-9.43%） 

（ -6.38% ） -

（-7.39%） 

（ -1.75% ） -

（-2.02%） 
0.019%-0.022% 

变化率（百分点） 
 

-7.71 1.84 
  

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12）-（-14） （-4.8）-（-5.6） 8.4-9.8 

（ -2.7 ） -

（-3.1） 
0.87-1.0 

变化率 
 

58.72% 
   

期末库存（吨） 10000-12000 5100-6000 3900-4500 4800-5600 5500-6300 

变化率 
 

-49.70% -24.24% 
 

13.13% 

就业人数（人） 427-495 477-552 533-617 537-622 551-638 

变化率 
 

11.56% 11.75% 
 

2.47% 

人均工资（万元/年/人） 5.9-6.9 6.9-8.0 8.5-9.8 2.9-3.3 3.2-3.7 

变化率 
 

16.86% 22.43% 
 

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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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吨/年/人） 55-63 76-89 105-121 19-22 25-29 

变化率 
 

39.91% 36.75% 
 

3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