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胺
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期终复审裁定

2018 年 6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
发布 2018 年第 48 号公告，决定自 2018 年 6 月 28 日起对原产于
欧盟的进口甲苯胺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调查机关对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胺
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中国甲苯胺产业造成的损害
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
）第四十八
条，作出复审裁定如下：
一、 原反倾销措施
2013 年 6 月 27 日，商务部发布 2013 年第 44 号公告，决定对
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胺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为自
2013 年 6 月 28 日起 5 年。
二、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2018 年 3 月 26 日，商务部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山东
彩客东奥化学有限公司和湖北可赛化工有限公司代表国内甲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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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提交的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书。申请人主张，如果终止
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胺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
生，对中国甲苯胺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请求商
务部裁定维持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胺实施的反倾销措施。
调查机关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的主张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
了审查，认为申请人和申请书符合《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审查结果，调查机关于2018年6月27日发布公告，决定对
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胺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本次复审的倾销调查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产业
损害调查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2．立案通知。
2018 年 6 月 27 日，调查机关发布立案公告，向欧盟驻华代表
团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非保密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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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外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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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密版本，并将电子版登载在商
务部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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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期限内，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淮河化工有限
公司、山东彩客东奥化学有限公司和湖北可赛化工有限公司登记
参加本次调查。
（三）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
2018 年 7 月 24 日，调查机关向本案有关利害关系方发放了《国
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和《国
内进口商调查问卷》。同日，调查机关将上述调查问卷电子版本
在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和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公布。
调查机关同时将上述调查问卷送至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
室，供利害关系方查阅和复制。
在规定时限内，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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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延期。在规定
的答卷递交截止期内，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淮河化工有
限公司、山东彩客东奥化学有限公司和湖北可赛化工有限公司向
调查机关提交了调查问卷答卷。
2019 年 1 月 31 日，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
补充答卷。
（四）接收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2018 年 11 月 12 日，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
了《就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胺期终复审案件朗盛德国有限责任
公司请求中国商务部终止本案反倾销措施的意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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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28 日，国内某下游企业（企业名称申请保密）
向调查机关提交书面材料，表达了国内甲苯胺供应变化对下游影
响的担忧。
2019 年 4 月 2 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了《甲苯胺反倾销
期终复审案申请人对朗盛等相关利害关系方抗辩意见的评论意
见》
。
（五）实地核查。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2019 年 1 月 8 日-11
日，调查机关赴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和湖北可赛化工有限公司
进行了实地核查，并收集了相关证据材料。
（六）公开信息。
根据《反倾销条例》的规定，调查机关将调查过程中收到和
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及时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
室,供各利害关系方查找、阅览、摘抄、复印。
（七）信息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
《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暂行规则》和《产
业损害调查信息查阅与信息披露规定》，2019 年 5 月 15 日，调查
机关向本案利害关系方披露了本案裁定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并给
予其提出评论意见的机会。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相关利害关系方
提出评论意见。
三、复审产品范围
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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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务部 2013 年第 44 号公告中公布的产品范围一致，
具体如下：
被调查产品中文名称：甲苯胺
英文名称：Toluidine
分子式： C7H9N
物理化学特征：外观通常为无色或淡黄色油状液体或无色片
状结晶，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稀酸。甲苯胺有邻甲苯胺
(o-Toluidine)、间甲苯胺(m-Toluidine)、对甲苯胺(p-Toluidine)三种
异构体。
主要用途：甲苯胺通常用作染料、医药、农药的中间体，还
可用于彩色显影剂，在分析化学中除作溶剂外也用作矿物折射指
数的浸渍液。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税则号：29214300。
该税则号项下甲苯胺以外的其他产品不在本次被调查产品范围之
内。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倾销调查情况。
1.原审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3 年第 44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
甲苯胺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19.6%- 36.9%。
2.复审调查期内的倾销调查情况。
申请人主张，在本次倾销调查期内，由于欧盟向中国出口甲
苯胺的数量几乎为零，故申请人无法测算其倾销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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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复审调查中，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
调查问卷答卷，主张其在本次倾销调查期内未对中国出口被调查
产品。其他欧盟生产商、出口商未配合调查，没有提交调查问卷
答卷。
调查机关同时调查核对了中国海关数据。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本次期终复审倾销调查期内，没有欧盟公司对中国出口被调查产
品。综合考虑各利害关系方提交证据及中国海关数据，调查机关
认定，倾销调查期内，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未对中国出口甲苯胺，
原产于欧盟的甲苯胺没有对中国出口。
（二）被调查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申请人主张，在存在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欧盟甲苯胺逐渐
退出中国市场，而中国是全球甲苯胺最大消费市场，对欧盟厂商
具有极大吸引力，其很可能继续或再度以倾销方式抢占中国市场。
对此，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在评论意见中主张，欧盟甲苯
胺不存在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其现有产能和产量完全被欧盟内
市场以及中国以外的第三国出口市场消化。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依据独立第三方出具的报告提供了 2013 年
-2017 年欧盟甲苯胺的产能、产量、闲置产能，以及闲置产能占总
产能的比例。
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在评论意见中主张，欧盟地区只有该
公司和另一家公司生产甲苯胺，只有该公司对外销售甲苯胺。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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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其内部会计系统提供了其总结的欧盟甲
苯胺的产能、产量、开工率、闲置产能、需求量及出口能力等数
据信息。
对此，申请人在评论意见中认为，原审调查中的信息显示，
欧盟甲苯胺厂商除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外，还包括巴斯夫德国
公司，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欧盟甲苯胺产能等信息依据
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公司自身的内部会计系统，非独立第三方提供
的证据，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请求调查机关对其不
予采信。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根据原审调查和本次复审调查中朗
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信息，欧盟存在至少两家甲苯胺生产
商。由于本次调查中，除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外的其他欧盟生
产商、出口商未提交答卷，调查机关无法确认除朗盛德国有限责
任公司外的其他欧盟生产商的产能、产量、开工率等信息。朗盛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仅根据其内部会计系统估算了欧盟甲苯胺产业
情况，而申请人依据独立第三方出具的报告提供了欧盟甲苯胺产
业情况，后者较前者更具公信力，因此，调查机关决定以申请人
提供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
数据显示，2013 年-2017 年，欧盟甲苯胺的产能为 80000 吨；
同期产量分别为 57000 吨、56000 吨、57000 吨、55000 吨和 56000
吨；闲置产能（产能减产量）分别为 23000 吨、24000 吨、23000
吨、25000 吨和 24000 吨，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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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28.8%、31.3%和 30.0%。由此可见，作为全球主要的甲苯
胺生产国（地区），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欧盟甲苯胺产能稳定，
产量基本持平，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始终较高，接近 30%。
2.市场需求情况。
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依据独立第三方出具的报告提供了 2013 年
-2017 年欧盟地区内对甲苯胺的需求量。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在
答卷和评论意见中分别提供了欧盟地区内对甲苯胺的需求量信息。
经调查，调查机关发现，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在答卷和评论意
见中提供的欧盟内需求量并不一致，且未说明不一致的原因。鉴
于申请人提交的数据是依据独立第三方出具的报告，因此，调查
机关决定以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
数据显示，2013 年-2017 年，欧盟市场对甲苯胺的需求量分别
为 22000 吨、22000 吨、21000 吨、20000 吨和 20000 吨，同期欧
盟甲苯胺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减欧盟内需求量）分别为 58000
吨、58000 吨、59000 吨、60000 吨和 60000 吨，占总产能的比例
分别为 72.5%、72.5%、73.8%、75%和 75%。这表明，欧盟市场
对甲苯胺的需求相对有限，对欧盟甲苯胺产能的消化能力明显不足，
超过三分之二的产能必须依赖出口。
3.出口情况。
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 年-2017 年，欧盟甲苯胺的
出口量分别为 39300 吨、37329 吨、39904 吨、38866 吨和 39973
吨。同期，出口量占欧盟甲苯胺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68.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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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70.7%和 71.4%。这表明，2013 年以来，欧盟甲苯胺的出
口数量保持稳定，近 70%的甲苯胺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口仍
是欧盟甲苯胺的重要销售方式。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欧盟甲苯胺存在较大
的产能和闲置产能，欧盟内市场对甲苯胺产能的消化能力不足，
对外出口是其主要销售模式，欧盟甲苯胺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强。
（三）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情况。
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提供了中国海关统计的税则号 29214300 自
欧盟进口数据。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在评论意见中主张，中国
海关税则号 29214300 项下除被调查产品甲苯胺外，还存在其他非
被调查产品，申请人提供的进口数据不能完全反映中国自欧盟进
口甲苯胺的准确数量，该进口数量有可能大于实际进口数量。
经审查，调查机关发现，本案被调查产品为原产于欧盟的进口
甲苯胺，包括邻甲苯胺、间甲苯胺和对甲苯胺三种异构体。其中，
间甲苯胺和对甲苯胺在中国海关的税则号归为 2921430001，邻甲
苯胺在中国海关的税则号归为 2921430020。中国海关税则号
29214300 项下还包括其他 10 类产品，均不属于被调查产品。调查
机关调查核实了中国海关税则号 2921430001 和 2921430020 项下
自欧盟进口情况。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除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未自欧盟进
口甲苯胺外，2013 年、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自欧盟进口甲苯
胺的数量分别为 2398 吨、1217 吨和 202 吨，占当年中国进口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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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总数量的比例分别为 97.4%、90.5%和 46.7%。这表明，在存在
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虽然有所下降，甚至
在部分年度没有进口，但是在中国进口的甲苯胺中，被调查产品
所占比例始终较大，2013 年和 2014 年超过 90%，2016 年仍接近
50%，整个损害调查期内占比超过 80%。
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主张，中国是全球甲苯胺最大的消费市场，
2013 年-2017 年，
中国甲苯胺的需求量分别为 80000 吨、
83800 吨、
84100 吨、81900 吨和 83000 吨，总体呈增长趋势，对欧盟甲苯胺
厂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其无法放弃的目标市场。对此，朗盛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在评论意见中主张，申请人主张的需求量在部
分年度内未将出口量考虑在内，不具有参考价值。
调 查 机 关 调 查 核 实 了 中 国 海 关 税 则 号 2921430001 和
2921430020 项下中国对外出口甲苯胺情况，并据此重新计算了中
国甲苯胺市场的需求量。数据显示，2013 年-2017 年，中国甲苯胺
市场需求量分别为 78220 吨、83451 吨和 83524 吨、81721 吨和
81617 吨，分别占全球总需求量的 53.7%、56.4%、56.6%、56.8%
和 56.1%，始终为全球第一大甲苯胺消费市场。
申请人主张，中国市场较其他国家（地区）市场更具吸引力，
更易成为欧盟低价倾销的目标市场。
对此，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在评论意见中主张，其已与中
国以外的美国、印度和日本等第三国市场建立了稳定上升的合作
关系，2013 年以来其对中国减少的出口量已被第三国消化，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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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剩余甲苯胺对中国出口。由于欧盟甲苯胺的内耗（包括自用
和内销）和出口结构已在 2013 年以后基本调整完毕，即使停止反
倾销措施，欧盟也不会对中国市场大幅度增加进口。
对此，申请人在评论意见中主张，2013 年以来，欧盟对第一
大出口市场美国的甲苯胺出口数量基本稳定，没有大的变化，预
计未来美国难以消化更多的欧盟甲苯胺过剩产能和出口量；韩国
和印度为欧盟甲苯胺第二、三大出口市场，自 2015 年以来，中国
国内甲苯胺市场价格明显高于韩国、印度国内甲苯胺市场价格，
中国市场较韩国、印度市场的价格更具吸引力，如果终止反倾销
措施，欧盟对韩国、印度出口甲苯胺数量很可能转移到中国市场；
欧盟甲苯胺对外出口市场分散，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朗盛公司
可能向市场容量和价格更具吸引力的中国市场出口更多甲苯胺，
以减少其人力、财力和物流等方面的成本和负担。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调查机关注意到了 2013 年-2017 年，
欧盟对外出口甲苯胺市场极其分散，其中美国、韩国、印度、日
本为其前四大出口市场，对美国出口数量基本稳定，对韩国、印
度出口小幅上升，对日本出口数量先升后降，对中国出口则大幅
减少。如前所述，欧盟地区存在包括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在内
的至少两家甲苯胺生产商，虽然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就其除中
国以外的主要第三国市场的市场容量和商业关系进行了说明，但
由于其提供的信息不完整，调查机关不能得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
施，使得市场商业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欧盟不会再度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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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出口甲苯胺的结论。此外，如前所述，欧盟甲苯胺闲置产能
占总产能的比例始终较高，接近 30%，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闲
置产能极有可能转化为实际的出口能力。而中国一直是甲苯胺的
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对欧盟甲苯胺生产商而言，中国市场有很
强的吸引力，是其重要的目标市场。在中国甲苯胺市场上，进口
产品之间、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价格因素
是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存在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欧盟甲苯
胺对中国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但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消化
其过剩产能，欧盟甲苯胺可能再度以倾销方式对中国出口。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2013 年-2017 年，欧盟甲苯胺产能和产
量稳定，欧盟内市场需求相对有限，欧盟甲苯胺对国际市场依赖
性较强，而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甲苯胺消费市场，对欧盟生产商、
出口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且价格因素是生产竞争的主要手段之
一。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欧盟甲苯胺对中国出口呈下降
趋势。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欧盟甲苯胺很可能依赖其较大的闲
置产能，再度以倾销定价方式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四）调查结论。
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
苯胺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国内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
（一）国内同类产品认定。
调查机关在 2013 年第 44 号公告中曾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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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甲苯胺与中国国内生产的甲苯胺是同类产品。在本次复审调查
中，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也未有证据显示，原产
于欧盟的进口甲苯胺与中国国内生产的甲苯胺在物理特征和化学
性能、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发生了
显著变化。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调查机
关认定，中国国内生产的甲苯胺与被调查产品是同类产品。
（二）国内产业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国内产业是指中国国
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全部总
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本案中，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彩客东奥化学有限公
司和湖北可赛化工有限公司提交了中国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经
调查，上述公司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比例超过 50%。根据《反倾
销条例》第十一条，调查机关认定上述三家公司构成了本次反倾
销期终复审调查的中国国内甲苯胺产业，其数据可以代表中国国
内产业情况。调查过程中，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
六、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国内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八条，调查机关对损害调查期内
中国国内甲苯胺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由于相
关数据来自国内产业的答卷，为避免泄露企业的商业秘密，调查
机关采取区间数据的形式披露国内产业部分经济因素和指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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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数据详见附表。
1.表观消费量。
2013 年-2017 年，中国甲苯胺的表观消费量分别为 78220 吨、
83451 吨、83524 吨、81721 吨和 81617 吨。损害调查期内，中国
甲苯胺表观消费量呈现先升后降态势，累计增长了 4.3%，总体呈
上升趋势。
2.产能。
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为 52000-86000 吨。2014
年较 2013 年增长 4.2%，2015 年较 2014 年增长 13.5%，2016 年较
2015 年增长 20.2%，2017 年产能与 2016 年相同。损害调查期内，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呈增长趋势。
3.产量。
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为 43000-77000 吨。2014
年较 2013 年增长 5.2%，
2015 年较 2014 年增长 14.1%，
2016 年较 2015
年下降 12.4%，2017 年较 2016 年下降 1.3%。损害调查期内，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累计增长 3.7%，总体呈现小幅增长。
4.中国市场销量。
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量为 33000-67000 吨。2014
年较 2013 年增长 3.9%，2015 年较 2014 年增长 11.4%，2016 年较
2015 年下降 11.5%，2017 年较 2016 年下降 0.3%。损害调查期内，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量累计增长 2.1%，总体呈现小幅增长，与产
量增长趋势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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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场份额。
2013 年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占中国甲苯胺市场的份额为
70%-80%。2014 年较 2013 年下降 2.6 个百分点，2015 年较 2014
年增长 11.1 个百分点，2016 年较 2015 年下降 7.5 个百分点，2017
年较 2016 年下降 2.3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占中国甲苯胺市场的份额累计下降 1.3 个百分点，总体呈下降趋
势。
6.销售收入。
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收入为 61000-94000
万元。2014 年较 2013 年增加 2.3%，
2015 年较 2014 年下降 15.0%，
2016 年较 2015 年下降 5.7%，2017 年较 2016 年增长 6.1%。损害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收入累计下降 13.0%，总
体呈现下降趋势。
7.销售价格。
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加权平均销售价格为 9600 元/吨
-15800 元/吨。2014 年较 2013 年下降 1.5%，2015 年较 2014 年下
降 23.7%，2016 年较 2015 年增长 6.6%，2017 年较 2016 年增长
6.4%。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加权平均销售价格累
计下降 14.8%，总体呈下降趋势。
8.税前利润。
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为 3900 万元-7800 万
元。2014 年较 2013 年增长 42.0%，2015 年较 2014 年下降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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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较 2015 年增长 77.3%，2017 年较 2016 年下降 10.2%。损
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波动较大，总体呈增
长趋势。
9.投资收益率。
2013 年 -2017 年 ， 国 内 产 业同 类 产 品 投 资收 益 率 分别为
10%-20%、15%-30%、10%-20%、10%-20%和 8%-15%。2014 年
较 2013 年增长 5.6 个百分点，2015 年较 2014 年下降 10.1 个百分
点，2016 年较 2015 年增长 3.3 个百分点，2017 年较 2016 年下降
5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累计下
降 6.1 个百分点，总体呈下降趋势。
10.开工率。
2013 年-2017 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分别为 52%-91%、
53%-92%、54%-93%、31%-70%和 30%-69%。2014 年较 2013 年
增长 0.7 个百分点，2015 年较 2014 年增长 0.4 个百分点，2016 年
较 2015 年下降 23.2 个百分点，2017 年较 2016 年下降 0.8 个百分
点。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累计下降 27.1 个
百分点，总体呈下降趋势。
11.就业人数。
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为 100-170 人。2014 年
较 2013 年增长 27.8%，2015 年较 2014 年增长 55.1%，2016 年与
2015 年基本持平，2017 年较 2016 年增长 28.4%。损害调查期内，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累计增长 155.7%，呈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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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劳动生产率。
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为 310 吨/年/人-640
吨/年/人。2014 年较 2013 年下降 17.7%，2015 年较 2014 年下降
26.5%，2016 年较 2015 年下降 12.8%，2017 年较 2016 年下降 23.1%。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累计下降 59.5%，
呈下降趋势。
13.人均工资。
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31000 元/
年/人-53000 元/年/人。2014 年较 2013 年增长 26.8%，2015 年较
2014 年增长 26.4%，2016 年较 2015 年下降 7.8%，2017 年较 2016
年下降 40.1%。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累计下降 11.5%，总体呈下降趋势。
14.期末库存。
2013 年，国内产业期末库存为 460 吨-790 吨。2014 年较 2013
年增长 99.3%，2015 年较 2014 年增长 32.5%，2016 年较 2015 年
下降 66.0%，2017 年较 2016 年增长 77.9%。损害调查期内，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累计增长 59.5%，总体呈增加趋势。
15.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3 年，国内产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2100 万元-4300 万
元。2014 年较 2013 年现金净流入增加 268.7%，2015 年较 2014
年现金净流入减少 20.0%，
2016 年较 2015 年现金净流入减少 81.2%，
2017 年较 2016 年现金净流入增加 217.7%。损害调查期内，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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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均呈净流入，累计增加 75.8%，但波
动幅度较大。
16.投融资能力。
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融资能力受到
被调查产品进口的影响。
调查机关对国内产业有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相关
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中国国内产业获得一定程度的
恢复和发展，产量累计增长 3.7%，国内销量累计增加 2.1%，与中
国市场需求累计增长 4.3%的涨幅基本持平，税前利润、现金流量
净额等指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是由于调查期内国内同类产品的
销售价格随同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的持续下降，损害调查期内累
计下降 14.8%，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收入同期累计下降
13.0%，投资收益率呈总体下降趋势，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仍
然不稳定。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和人均工资下降明显，期
末库存呈总体增长趋势，现金流量净额虽为净流入状态，但并不
稳定，变化幅度加大，投资收益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巨大的投资
难以得到有效回收。这些因素和指标说明国内产业的销售收入和
盈利能力仍然不稳定，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容易受到其他因
素的干扰。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甲苯胺产业仍然
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抗风险能力较弱，容易受到进口产品等相
关因素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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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可能影响。
1.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反倾销措施实施前的 2011 年和 2012
年，自欧盟进口的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分别为 9645 吨和 5738 吨，
占中国市场份额分别为 16.1%和 8.2%，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中
国曾经是欧盟甲苯胺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反倾销措施实施后，
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在中国进口的甲苯胺中，
被调查产品所占比例仍然较大，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占比 97.4%
和 90.5%，2015 年无出口，2016 年占比仍接近 50%。这表明欧盟
生产商、出口商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量出口被调查产品的行为因
为反倾销措施的存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如前所述，欧盟仍具有较大的甲苯胺闲置产能，对国际市场
依赖性较强。2013 年-2017 年，
欧盟甲苯胺的闲置产能分别为 23000
吨、24000 吨、23000 吨、25000 吨和 24000 吨，闲置产能占总产
能的比例分别为 28.8%、30.0%、28.8%、31.3%和 30.0%，闲置产
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始终较高，接近 30%。而中国是全球甲苯胺的
最主要消费市场之一，需求量基本保持在 80000 吨左右，占全球
市场需求量比重始终稳定在 53%以上，对欧盟的生产商、出口商
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出口销售一直是欧盟甲苯胺生产商的主要
销售方式。由于反倾销措施的存在，欧盟甲苯胺在本次复审损害
调查期内减少了对中国出口，但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中国仍然
是欧盟甲苯胺的主要出口市场，为消化其过剩产能，欧盟甲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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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再度以低价方式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
被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可能大幅增加。
2.被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成的影响。
调查机关在 2013 年第 44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
被调查产品价格对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产生了削减作用。
原审调查认定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物理化学特性、
产品类别构成、产品用途、市场区域和客户群体等方面基本相同，
产品质量相当，生产技术不存在实质区别，价格之间存在相互竞
争，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二者可以相互替代，具有竞争关系。
在本次复审调查中，没有利害关系方对此提交评论意见，未有证
据显示上述条件发生了变化。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本案损害调查期内，除未向中国出
口被调查产品的 2015 年和 2017 年外，2013 年、2014 年和 2016
年，原产于欧盟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加权平均价格分别为 2006.5 美
元/吨、1957.0 美元/吨和 1430.3 美元/吨，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其中，2014 年较 2013 年下降 2.5%，2016 年较 2013 年下降 28.7%。
调查机关调查核实了同期中国同类产品销售价格数据。数据
显示，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分别为 9600 元/吨-15800
元/吨。2014 年比 2013 年下降 1.5%，
2016 年比 2013 年下降 19.9%。
调查机关认为，现有证据表明，中国甲苯胺市场属于充分竞
争的市场，价格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损害调查期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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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同期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价格也呈现下降趋势，二者变化幅度基本一致，价格关联性较
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欧盟的生产商、出口商为消化其过剩
产能，抢占中国市场份额，可能再度采用倾销手段向中国大量出
口被调查产品，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售价可能进一步降低，
并可能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
被调查产品可能仍将会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三）利害关系方评论。
1.关于其他因素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在评论意见中提出，申请人的相关经
济因素和指标的下降与被调查产品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使申请人
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再度遭受实质性损害，也是来自进口被调
查产品以外因素的影响。
对此，申请人在评论意见中指出，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混淆了
原审调查与期终复审的性质与概念，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调查机关认为，本次期终复审调查的内容是，如果终止对原
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胺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是否可能导致倾销和
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因此，调查机关审查的是如果终止针对
被调查产品的反倾销措施，倾销和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此外，关于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国内甲苯胺产业受到环
保问题以及部分申请人企业投产期调整等因素的影响，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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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认为，上述因素确实可能会对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终止反倾销措施后，被调查产
品倾销和对国内甲苯胺产业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2.关于反倾销措施影响下游产业利益。
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在评论意见中主张，甲苯胺下游产业
的利益和重要性远远大于甲苯胺制造产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
甲苯胺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国内某下游企业在评论意
见中主张，国内甲苯胺企业供应不稳定，价格大幅上涨，制约中
国除草剂产业发展。
对此，申请人在评论意见中主张，公共利益的范围并不简单
等同于上、下游利益的平衡，不应只是上、下游产值、利税、就
业人数多少和大小的简单比较，还应包括对受损企业合法利益的
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产业链安全、公平贸易环境、市场秩序等
方面的内容。与原审调查期相比，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国内甲
苯胺供应量增加，产品质量大幅提升，可以满足下游行业需求。
本案损害调查期内，国内甲苯胺价格呈下降近 15%，即使今后采
取反倾销措施，也不会因此出现价格明显上涨的情况。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不是要禁止被调
查产品进口，而是为了纠正倾销进口产品所造成的不公平贸易行
为，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关于国内下游企业主张的甲
苯胺价格上涨影响下游原材料成本的问题，经核实，虽然本案损
害调查期内个别年份受环保因素影响国内甲苯胺价格出现上涨，
22

但从整个损害调查期看，国内甲苯胺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累计
下降 14.8%。此外，本案损害调查期内，国内甲苯胺产量累计增长
3.7%，与需求量增长幅度基本一致，说明国内甲苯胺供应量基本
稳定，并未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在综合考虑中国甲苯胺产业利
益、上下游产业利益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后，调查机关认为，朗盛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内某下游企业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
（四）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的
进口甲苯胺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七、复审裁定
根据调查结果，调查机关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
于欧盟的进口甲苯胺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
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附表：甲苯胺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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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甲苯胺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项

目

国内需求量（吨）

变化率
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吨）

变化率
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美元/吨）

变化率
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

变化率
产量（吨）

变化率
产能（吨）

变化率
开工率

变化率（百分点）
国内销量（吨）

变化率
出口销量（吨）

变化率
自用量（吨）

变化率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78,220

83,451

83,524

81,721

81,617

-

6.7%

0.1%

-2.2%

-0.1%

2,398

1,217

*

202

*

-

-49.2%

-

-

-

2,006.5

1,957.0

*

1,430.3

*

-

-2.5%

-

-

-

3.07%

1.46%

*

0.25%

*

-

-1.6%

-

-

-

100
(4,3000-7,7000)

105.2

119.9

105.0

103.7

-

5.2%

14.1%

-12.4%

-1.3%

100
(5,2000-8,6000)

104.2

118.3

142.3

142.3

-

4.2%

13.5%

20.2%

0.0%

52%-91%

51%-92%

50%-93%

45%-70%%

46%-69%

-

0.7

0.4

-23.2

-0.8

100
(3,3000-6,7000)

103.9

115.8

102.4

102.2

-

3.9%

11.4%

-11.5%

-0.3%

100
(200-350)

171.7

76.8

121.2

118.4

-

171.7%

-55.3%

57.9%

-2.3%

100
(800-1,800)

74.3

220.7

226.1

120.2

-

-25.7%

197.0%

2.5%

-46.9%

70%-80%

67%-77%

77%-87%

70%-80%

68%-78%

-2.6

11.1

-7.5

-2.3

100
(61,000-94,000)

102.3

87.0

82.0

87.0

-

2.3%

-15.0%

-5.7%

6.1%

100
(9,600-15,800)

98.5

75.1

80.1

85.2

-

-1.5%

-23.7%

6.6%

6.4%

100
(3,900-7,800)

142.0

98.8

175.2

157.3

-

42.0%

-30.4%

77.3%

-10.2%

10%-20%

15%-30%

10%-20%

10%-20%

8%-15%

-

5.6

-10.1

3.3

-5.0

100

368.72

295.0

55.3

175.8

变化率（百分点）
国内销售收入（万元）

变化率
国内销售价格（元/吨）

变化率
税前利润（万元）

变化率
投资收益率

变化率（百分点）
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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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4,300)

变化率
期末库存（吨）

变化率
就业人数（人）

变化率
人均工资（元/年/人）

变化率
劳动生产率（吨/年/人）

变化率

-

268.7%

-20.0%

-81.2%

217.7%

100
(460-790)

199.3

264.0

89.7

159.5

-

99.3%

32.5%

-66.0%

77.9%

100
(100-170)

127.8

198.3

199.1

255.6

-

27.8%

55.1%

0.4%

28.4%

100
(31,000-53,000)

126.8

160.2

147.7

88.5

-

26.8%

26.3%

-7.8%

-40.1%

100
(310-640)

82.3

60.5

52.7

40.5

-

-17.7%

-26.5%

-12.8%

-23.1%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