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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间甲酚产业申请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间

甲酚进行反倾销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间甲酚产业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之 

【附件】 

反倾销调查申请人： 

安徽海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全权代理人：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证据目录和清单 

附件一： 申请人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 律师指派书和律师执业证明 

附件三： 关于中国间甲酚生产情况的说明 

附件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2016－2018 年版 

附件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间甲酚进出口数据统计 

附件六： 间甲酚市场调查报告 

附件七： 世界银行集团关于贸易环节费用报告 

附件八： 汇率表 

附件九： 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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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2016－2018 年版 

















间甲酚进口统计数据（税则号：29071211） 

单位：吨，美元，美元/吨 

期间 国别（地区） 进口数量 进口金额 进口价格 

2016 年 

中国总进口 5,962.169 16,304,921 2,734.73 

美国 2,785.510 7,026,154 2,522.39 

欧盟 2,318.636 7,101,932 3,062.98 

日本 857.976 2,175,590 2,535.72 

三国（地区）合计/平均 5,962.122 16,303,676 2,734.54 

2017 年 

中国总进口 4,878.721 11,355,831 2,327.62 

美国 2,862.608 6,080,077 2,123.96 

欧盟 1,483.285 4,061,524 2,738.20 

日本 532.675 1,194,161 2,241.82 

三国（地区）合计/平均 4,878.568 11,335,762 2,323.58 

2018 年 

中国总进口 6,641.001 18,605,824 2,801.66 

美国 4,305.857 11,031,686 2,562.02 

欧盟 1,841.123 6,400,887 3,476.62 

日本 429.852 966,225 2,247.81 

三国（地区）合计/平均 6,576.832 18,398,798 2,797.52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信息中心。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间甲酚出口统计数据 

单位：吨，美元，美元/吨 

期间 出口数量 出口金额 出口价格 

2016 年 85.330 461,733 5,411.14 

2017 年 105.419 588,961 5,586.86 

2018 年 54.037 550,247 10,182.78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信息中心。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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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密概要 

  本附件为申请人从第三方机构有偿获得的间甲酚市场信息调研报

告。鉴于申请人对于该报告的全文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且为避免对

该第三方机构的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申请人申请对该证据材料

（包括第三方机构的介绍）进行保密处理，不予全文对外披露，但申

请人提供如下非保密性概要： 

一、间甲酚产品及生产企业情况 

    间甲酚（化学分子式为 C7H8O），又名间甲基苯酚。间甲酚在常温

下通常为无色或淡黄色液体，有苯酚气味，微溶于水，可溶于乙醇、

乙醚、氢氧化钠等溶剂，可燃。

间甲酚是重要的精细化工产品，可用于生产维生素 E、杀螟松、

倍硫磷、二氯苯醚菊脂、抗氧剂 CA、染料 DPA、树脂增塑剂、压敏燃

料等显影剂、百里香酚、薄荷醇等，广泛运用于医药、农药、抗氧

剂、染料、香料、杀菌剂、防霉剂等领域。 

据了解，全球生产间甲酚的企业相对集中，美国为 Sasol 

Chemicals (USA) LLC（美国沙索化学有限公司）、欧盟为 LANXESS 

AG(朗盛股份公司)、日本主要为 Mitsui Chemicals, Inc.（三井化

学株式会社），中国主要为安徽海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营海源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安徽时联特种溶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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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国家（地区）市场间甲酚的销售价格 

 

欧盟、美国、日本市场间甲酚的销售价格 

美元/吨 

  期  间 欧盟 美国 日本 

2018年 1季度 4,600 4,900 3,250 

2018年 2季度 4,900 5,100 3,300 

2018年 3季度 5,200 5,200 3,400 

2018年 4季度 5,400 5,500 3,600 

注：以上价格为间甲酚的出厂价（不含税）。 

三、运费和保险费情况 

根据对进出口市场的调查了解，欧盟、美国以及日本向中国出口

间甲酚主要通过海上运输，以集装箱的方式运输。2018 年，欧盟、

美国以及日本对中国出口间甲酚的平均海运费分别为 100 美元/吨、

90 美元/吨和 45 美元/吨。 

根据中国国际海运网提供的数据，欧盟、美国以及日本向中国出

口间甲酚的海运保险费率（一切险）分别为 0.45%、0.45%和 0.25%。

根据惯例，保险费＝CIF 价格* 110%*保险费率。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披露的贸易环节费用报

告，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出口境内环节费用（包括准备文件、清关费

用、装卸费、内陆运输费等）合计分别为 1596 美元、864 美元和 618

美元，参照世界银行集团关于贸易环节每柜装载 15 吨货物计算，每

吨申请调查产品的境内环节费用分别约为 106.40 美元、57.60 美元

和 41.20 美元。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申请人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获得了以下期间的美元兑人民币的历史平均汇率，如下：

年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

2016年 6.5527 6.5311 6.5064 6.4762 6.5315 6.5874 6.6774 6.6474 6.6715 6.7442 6.8375 6.9182 6.6401

2017年 6.8918 6.8713 6.8932 6.8845 6.8827 6.8019 6.7654 6.6736 6.5634 6.5154 6.6186 6.5942 6.7463

2018年 6.4364 6.3162 6.3220 6.2975 6.3758 6.4556 6.7034 6.8433 6.8448 6.9246 6.9351 6.8853 6.6117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本附件提供了申请人在2016年至 2018 年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数据，

包括同类产品的产能、产量、开工率、销量、自用量、销售收入、销售价格、销

售成本、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现金流量、工资及就业、期末库存、劳动生产

率等数据。同时，本附件还提供了申请人在上述期间的相关财务报表。

鉴于上述相关数据及报表涉及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对外披露将对申请人的利

益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处理。

针对本证据材料，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表提供如下非保密性概要，首期间的

指数设定为 100 ，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数据比乘以首期间的指数计算

得出。此外，上述数据也已在申请书公开文本中通过指数、图表、变化幅度以及

具体文字说明等方式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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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安徽海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经济、财务指标表 
 

1、在下列每一期间间甲酚的产能、产量和开工率数据 

                                                        单位：吨 

期间 产能 产量 开工率 

2016年 【100】 【100】 【100】 

2017年 【100】 【114】 【114】 

2018年 【100】 【111】 【111】 

   注：开工率＝产量/产能。 

 

2、在以下每一期间间甲酚的销售数量、自用量数据 

单位：吨 

期间 国内销售数量 出口销售数量 总销售数量 自用量 

2016年  【100】   【100】   【100】  - 

2017年  【122】   【1760】   【123】  - 

2018年  【138】   【0】   【138】  【100】 

注：总销售数量＝国内销售数量 + 出口销售数量。 

 

3、在以下每一期间间甲酚的销售收入净额数据（不含税） 
 

                                                         单位：元 

期间 国内销售收入 出口销售收入 总销售收入 

2016年  【100】   【100】   【100】  

2017年  【111】   【2078】   【112】  

2018年  【154】   【0】   【154】  

注：总销售收入＝国内销售收入 + 出口销售收入。 

  

4、在以下每一期间间甲酚的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 

单位：元/吨 

期间 国内加权平均销售价格 

2016年  【100】  

2017年  【91】  

2018年  【112】  

注：内销价格=内销收入/内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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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下列每一期间间甲酚的期末库存数据 

                                单位：吨 

期间 期末库存 

2016年  【100】  

2017年  【135】  

2018年  【17】  

 

 

6、在下列每一期间间甲酚的税前利润数据 

单位：元 

期间 
间甲酚 

总销售收入 

间甲酚 

总销售成本 

间甲酚应

摊税金及

附加 

间甲酚 

应摊期间费用 

间甲酚 

税前利润 

2016年  【100】   【100】   【100】   【100】   【100】  

2017年  【112】   【125】   【281】   【144】   【-11】  

2018年  【154】   【168】   【161】   【119】   【101】  

       注：（1）间甲酚税前利润=间甲酚总销售收入–间甲酚总销售成本–间甲酚应摊税金及附加-间甲酚应摊期间费用； 

（2）间甲酚应摊的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均按照间甲酚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对公司税金 

及附加、期间费用进行分摊。 

 

7、在下列每一期间间甲酚的投资收益率数据 

                                                                单位：元 

期间 间甲酚平均投资额 间甲酚税前利润 投资收益率 

2016年  【100】   【100】   【100】  

2017年  【117】   【-11】   【-9】  

2018年  【92】   【101】   【110】  

注：投资收益率＝间甲酚税前利润/间甲酚平均投资额； 

间甲酚平均投资额=平均资产总额*间甲酚生产成本/所有产品生产成本； 

平均资产总额=（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 

 

8、在下列每一期间间甲酚与活动经营有关的现金净流量数据。 

                                      单位：元 

期间 
间甲酚分摊的 

现金流入量 

间甲酚分摊的 

现金流出量 

间甲酚分摊的 

现金净流量 

2016年  【100】   【100】   【100】  

2017年  【122】   【97】   【187】  

2018年  【184】   【216】   【99】  

注：（1）现金净流量＝现金流入量－现金流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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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甲酚分摊的现金流入量根据间甲酚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摊，分摊的现金流出

量根据间甲酚生产成本占公司总生产成本的比例分摊。 

 

9、在下列每一期间与间甲酚生产运营有关的工资和就业情况 

单位：元；人；元/人 

期间 工资总额 就业人数 人均工资 

2016年  【100】   【100】   【100】  

2017年  【133】   【120】   【110】  

2018年  【123】   【142】   【86】  

注：人均工资=工资总额/就业人数。 

 

10、 在下列每一期间与间甲酚的劳动生产率情况 

单位：吨/人 

期间 劳动生产率 

2016年  【100】  

2017年  【95】  

2018年  【78】  

注：劳动生产率 = 产量 / 就业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