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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版□      

          公开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贸易救济调查局 

Trade Remedy and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Commer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反倾销案 

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 

 

请于本问卷发出之日起 37 日之内将答卷回复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长安街 2 号   1007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进口调查四处 

  

 

电话：(86)－10－65198474  65198194   

传真：(86)－10－65198172 

 

 

答卷提交截止日期：2020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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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人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地址：                

答卷送达时间：     年  月 日（收到答卷时由调查机关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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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收到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怡达化工有限公司和

珠海怡达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称申请人）代表国内相关乙二醇和

丙二醇的单烷基醚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

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进行反倾销

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商

务部决定自 2020 年 8 月 31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相关乙二醇

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产业损害调查期：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被调查产品 

 

名称：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 

 

英文名称：Certain monoalkyl ethers of ethylene glycoland 

propylene glycol 或 Certain glycol ehters。 

 

产品描述：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为无色透明液体，

有微弱的醚味，能与水、醇、酮、醚、酯、芳烃、脂肪烃等混溶，

并能溶解多类型高聚物。相关乙二醇的单烷基醚是指由环氧乙烷

和醇合成的，分子链中带有乙烷氧基（分子式为 C2H4O）的醇醚，

又称为乙二醇醚或 E-系列醇醚，但其中不包含乙二醇或二甘醇的

单丁醚。相关丙二醇的单烷基醚是指由环氧丙烷和醇合成的，分

子链中带有丙烷氧基（分子式为 C3H6O）的醇醚，又称为丙二醇

醚或 P-系列醇醚，但其中不包含丙二醇甲醚。 

 

主要用途：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主要用作溶剂、

分散剂和稀释剂，也用作燃料抗冻剂、萃取剂，也是重要的有机

合成原料，广泛应用在光刻胶、覆铜板、电子化学品、汽车制动

液、飞机燃料防冰剂、涂层材料、印刷油墨、纺织印染、医药农

药、日用化学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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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9094400 和

29094990。税则号 29094990 项下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

以外的其他产品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 

 

产品型号划分：调查机关根据被调查产品特点及申请人主张

等，将被调查产品分为以下两个型号： 

 

型号代码 描述 

E E-系列醇醚或乙二醇醚，指由环氧乙烷和醇合成

的，分子链中带有乙烷氧基（分子式为 C2H4O）

的醇醚，但其中不包含乙二醇或二甘醇的单丁

醚。 

P P-系列醇醚或丙二醇醚，指由环氧丙烷和醇合成

的，分子链中带有丙烷氧基（分子式为 C3H6O）

的醇醚，但其中不包含丙二醇甲醚。 

 

以下除特别说明，本问卷要求分型号填写的问题或表格均应

以上述型号分类为准。如你公司有上述型号以外的其它相关乙二

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产品，请及时与调查机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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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是否在调查期间内进口过被调查产品？ 

   （  ）否（请在以下申明书中签字，并立即把这一页答卷及申明书寄回

商务部） 

   （  ）是（仔细阅读说明，在以下申明书中签字，完成所有的问卷，把

全部答卷寄回商务部） 

 

你公司是否支持本次反倾销调查？ 

   （  ）否 

   （  ）是 

   （  ）无立场 

请简述理由。       

                                                                   

 

你公司是否发现被调查产品从其他税则号项下进口至中国？ 

   （  ）否 

   （  ）是 

请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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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明 书 

 

本公司申明，这份答卷所提供的信息是完整、准确和有依据的，本公

司知道所提供的信息将由商务部进行查证核实，并同意商务部及其授权工

作人员在本次反倾销调查和裁决中使用。 

 

如果不同意上述内容，请在下面说明。 

     

 

 

 

 

 

特此申明。 

                                      （公司盖章） 

 

 

 

被授权的联系人签名           所在部门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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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说明及相关定义 

 
一、问卷说明 

本问卷是商务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

为裁定国内产业在调查期内是否遭受损害及倾销进口产品与损害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制订的。本问卷调查的信息将用于该案

件的调查与裁决。如无特殊说明，请提供调查期内的相关信息。 

任何参加调查的利害关系方，应当如实回答本调查问卷并接

受相关核查，不得作虚假陈述。若拒绝提供资料，或不如实反映

情况，或不能在商务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的形式或方式填写本

问卷和提供有关材料，或提供的资料不完整、有错误，导致有关

信息不能使用，或提供的资料无法查证核实，或有其他严重妨碍

调查的行为，商务部可以在已有或其他可获得资料基础上作出产

业损害裁定。依照上述方法作出的裁定可能对你公司不利。 

商务部将充分考虑利害关系方对其提交的特定信息进行保密

处理的合法权利，同时商务部依法保护利害关系方了解相关信息

的权利。任何本质上具有机密性质的信息（如由于信息的披露将

导致其他竞争者实质性获利或对信息提供者或来源者造成严重不

利影响）或利害关系方要求作为保密信息的信息，如利害关系方

提出正当理由,商务部将对相关信息保密。此类信息未经提供方特

别允许不得披露。利害关系方在提供保密信息时应书面说明申请

保密的理由，并同时提供此类信息的非保密概要。 

对答卷中申请保密处理的信息，公开版本应当逐项说明保密

理由，并提供保密信息的非保密概要，该概要将公开并供其他利

害关系方查阅。非保密概要应当足够详细，保证其他利害关系方

能够合理理解保密信息的实质内容。 

在特殊情形下，并在征得商务部同意后，利害关系方才可以

不提交特定保密信息的非保密概要，但仍须提交一份合理、充分

的书面说明，逐项说明保密信息无法摘要的原因。 

提供非保密概要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对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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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注明数据区间，对文字信息进行摘要和概括等。 

商务部将对利害关系方提供的非保密概要进行审查，各利害

关系方可对非保密概要内容进行评论。对未能合理反映保密信息

实质内容或缺乏无法摘要的合理、充分原因的，商务部将告知该

利害关系方限期补正一次。 

如果商务部认为利害关系方的保密申请缺乏正当理由，且利

害关系方不愿公开信息或授权以概要的形式公开信息，则商务部

在裁决时可以不采用此类信息。 

依以上原则，本调查问卷答卷应同时提交保密版本和公开版

本。保密版本应为含包括保密信息在内的所有信息的完整答卷;

公开版本应为包括公开信息和保密信息的非保密概要的答卷。公

开版本和保密版本应分别在答卷首页上注明。公开版本答卷中未

申请保密处理的部分应与保密版本答卷对应部分完全一致。 

公开版本和保密版本应使用两个信封邮寄，将保密版本置于

里面的信封，信封须封口并注明“内容——仅由收件人开启”字样；

外套的信封也须封口，但不得标有保密字样。  

答卷时，如果某些项目不能完全说明，可另单独附纸说明，

作为回答本问卷的组成部分。附纸说明的内容应清楚列明与问卷

相对应的具体部分和条款。 

答卷必须使用规范汉字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完成，无

法译成中文的特殊文字除外。书面答卷保密版本和公开版本应当

各一式两份，同时请分别提供 PDF 版本和 WPS 版本制作的光盘

或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可接受的其他电脑载体。所有数据表格

应分别提供 PDF 版本和 WPS 表格。签字页需以扫描的方式提供

PDF 版本。另外，原始文件不是可编辑文档的，如：发票、提单

等交易证明文件，只提交 PDF 格式文件即可。光盘中的内容应当

与答卷中的格式保持一致，并提供 2 份光盘。 

请在本调查问卷答卷提交截止当日 17：00（北京时间）以前

将答卷寄至或直接送至本问卷首页所列的地址，同时应通过“贸

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https://etrb.mofcom.gov.cn）分别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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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版本和 WPS 版本的电子版答卷。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以

收齐书面答卷和“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提交的电子版答卷

的日期为答卷提交日期。 

商务部有权通过发放补充问卷或其他方式进一步搜集与本次

调查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请你公司完整保留回答本问卷的工作底稿和有关文件，以备

商务部实地核查。 

你公司与答卷有关的情况及证据若发生变化，应及时通知商

务部并补充提交相关材料，否则商务部将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二、本问卷相关定义 

1．被调查产品：指本案中调查机关所确定的受本次反倾销调

查的进口产品。 

2．同类产品：指国外（地区外）生产商生产的与被调查产品

相同的产品，或如不存在相同产品时，则为在特性上最为相似的

产品。 

3．中国同类产品：中国生产的与被调查产品相同的产品，或

如不存在相同产品时，则为在特性上最为相似的产品。 

4．关联方：在以下情况下，两者应被视为关联方：（a）一方

直接或间接控制另一方；（b）两方直接或间接被一第三方控制；

（c）两方直接或间接控制一第三方，且有理由认为两方因为存在

这种共同控制关系而导致其行为不同于无任何关系的其它人。如

一方在法律上或经营上处于限制或指导另一方的地位，前者即应

被视为控制后者。 

    5．答卷截止日期：指应当送达商务部的日期。 

6．调查期：指产业损害调查数据采集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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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司基本情况 

你公司回答本部分内容的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职务    电话      

说明：本部分的问题如无特殊说明，请填写调查期期末时间段（2019 年 1

月至 12 月）情况。 

 

1、说明你公司注册资本、经济性质、行业类别、减免税类别等情况，并提

供你公司关联公司结构图。 

                                                                 

                                                                 

 

2、你公司是否是上市公司？ 

否（  ） 

是（  ）——填写以下内容： 

 

证券交易所名称：                   股票名称及交易代码： 

                                                                

 

3、请填写你公司的所有者或 10 个最大的股东以及投资比例的有关资料(不

足 10 个按实数填)。 

 

序

号 
投资人名称 

投资

比例 

投资

方式 
地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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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查期内你公司的所有者或股东是否有变化？ 

无（  ） 

    有（  ）——请说明变动情况。 

                                                               

                                                               

                                                               

 

５、在调查期内，你公司有无中国或国外（地区外）的关联方从原产地为

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被调查产品或从被调查国家（地区）向中国出口

被调查产品？ 

    无（  ） 

有（  ）——填写以下内容： 

 

公司名称 地址 何种关联关系 

   

   

   

 

 ６、请指明你公司的进口业务的性质，可选择多个答案。 

  （  ）通过代理商进口 

  （  ）是外贸代理制下的进口代理商 

  （  ）直接进口 

如果你公司是进口代理商，请在下面列出中国委托人（公司名称、地

址、电话号码以及联系人）。 

 

序号 公司名称 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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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你公司进口的被调查产品是否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地区）被采取过

或正在被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或非关税措施？ 

否（   ） 

是（   ）——填写以下内容： 

 

时间 国家（地区）名称 措施类型 措施结果 

    

    

    

    

注：贸易救济措施类型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 

 

（2）你公司进口的被调查产品是否正在其他国家（地区）接受贸易

救济调查？ 

否（   ） 

是（   ）——填写以下内容： 

时间 国家（地区）名称 措施类型 措施结果 

    

    

    

    

注：贸易救济调查类型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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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被调查产品贸易和相关信息 

你公司回答本部分内容的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职务    电话      

 

8、进口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可替代的相同或相似产品，请提供产品说明书

或宣传手册。 

                                                                      

                                                                 

 

9、请说明你公司进口被调查产品的贸易方式。 

  （ ） 一般贸易 

  （ ） 加工贸易——如果是，请填写下表，并提供委托公司名称。 

  （ ） 易货贸易 

  （ ） 其他贸易 

                                  单位：吨、美元 

年  份 
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 

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合计 

进口金额 

2016 年   

……   

2019 年   

                                                                

                                                                

                                                                

 

10、在调查期内，你公司是否发生过与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有关的运营和组

织结构方面的变化？ 

    无（  ） 

    有（  ）——请提供上述变化的时间、原因和状况。 

                                                                         

                                                                         

                                                                         



                                              14 

                                                                         

11、在立案公告发布之后，你公司是否已经进口或正准备进口被调查产品？ 

    否（  ） 

是（  ）——请说明进口的数量和交货日期。 

                                                                         

                                                                         

                                                                         

 

12、如果你公司也在中国生产同类产品，请尽快与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联系领取中国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或登录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站和中

国贸易救济信息网下载问卷填报。并说明进口该产品的原因。  

                                                                 

                                                                 

                                                                 

 

13、请按进口来源列明你公司在调查期内从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被调

查产品的数量和库存状况。（根据进口来源分别列表） 

进口来源：                

 

        单位:吨、美元 

项目 2016 年 …… 2019 年 

期初库存    

进口数量    

进口金额    

中国转售数量    

中国转售金额    

自用量    

期末库存    

库存价值    

上表请根据“期末库存=期初库存+进口数量-中国转售数量-自用量”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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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 

（1）如果知道，请列出国外（地区外）生产商名称。如国外（地区外）生

产商与你公司存在关联，请说明关联关系并提供调查期内关联交易情况。 

                                                                

                                                                

                                                                

 

（2）如果你公司还从被调查国家（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进口同

类产品，请提供进口国家（地区）、生产厂商名称及数量。 

                                              单位：美元/吨、吨 

年份 国家（地区） 生产商名称 进口价格 进口数量 

2016 年     

……     

2019 年     

 

                             

（3）：你公司是否从中国国内生产企业采购同类产品？如有，请提供调查

期内从中国生产企业购买同类产品的数量和价格。 

请说明影响你公司从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被调查产品、从被调查国家

（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进口该产品或从中国国内生产者采购同

类产品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单位：吨、元、元/吨 

年

年份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采购价格 采购企业名称 

2016 年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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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中国，你公司从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的被调查产品或/和从中国

国内生产者采购的同类产品主要在哪些区域的市场销售？请提供销售流程

图。 

                                                                    

                                                                 

 

15、在中国，你公司从被调查国家（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进口

的该产品主要在哪些区域的市场销售？ 

                                                                    

                                                                 

16、你公司从中国国内生产者采购的同类产品主要在哪些区域的市场销

售？ 

                                                                  

 

17、请提供调查期内各期间从你公司购买进口被调查产品的 10 个最大客户

的名称和地址，并提供联系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请按购买量大小

顺序填写） 

      

                                       单位：吨 

 

序号 

 

客户名称 

 

联系人 

 

地址邮编电话 

2016 年  

购买量 

客户性质

（分销商或

最终用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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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序号 

 

客户名称 

 

联系人 

 

地址邮编电话 

2017 年  

购买量 

客户性质

（分销商或

最终用户） 

1      

2      

3      

4      

5      

6      

7      

8      

9      

10      

   

 

序号 

 

客户名称 

 

联系人 

 

地址邮编电话 

2018 年   

购买量 

客户性质（分

销商或最终

用户）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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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联系人 

 

地址邮编电话 

2019 年   

购买量 

客户性质（分

销商或最终

用户）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购买量包括外贸代理制下的委托进口数量和直接从你公司购买的数量。 

 

17、调查期内，在中国国内（如果知道的话，也包括中国以外）该产品的

需求如何变化？ 

                                                                

                                                                

                                                                

                                                                

 

18、说明你公司从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的被调查产品的最终用途。 

                                                                

                                                                

 

 

19、中国生产的同类产品与从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的被调查产品是否

可以替换使用？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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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请解释。 

                                                                 

                                                                 

20、中国生产的同类产品与从被调查国家（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

进口的该产品是否可以替换使用？ 

   是（ ） 

   否（ ）——请解释。 

                                                                 

                                                                 

                                                                 

 

21、从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的被调查产品和从其他国家（地区）进口

的该产品是否可以替换使用？ 

   是（ ） 

   否（ ）——请解释，区分国家（地区）。 

                                                                 

                                                                 

                                                                 

 

22、在中国生产的同类产品和从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的被调查产品在

产品特性或销售条件上是否存在着不同？ 

  是（ ）——请简单阐述。 

                                                                   

                                                                   

                                                                   

否（ ）——请说明相对于被调查产品而言，中国大陆生产的同类产

品的优势和劣势（例如：质量、可获得性、运输条件、产品规格范围、产

品性能、技术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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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中国生产的同类产品和从被调查国家（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地

区）进口的该产品在产品特性或销售条件上是否存在着不同？ 

是（ ）——请简单阐述。 

                                                                   

                                                                   

                                                                   

      否（ ）——请说明相对于进口产品而言，中国国内同类产品的优势

和劣势（例如：质量、可获得性、运输条件、产品规格范围、技术支持等），

请按来源国分别说明。 

                                                                 

                                                                 

                                                                 

                                                                 

 

24、从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的被调查产品和从其他国家（地区）进口

的该产品在产品特性或销售条件上是否存在着不同？ 

是（ ）——请简单阐述。 

                                                                   

                                                                   

                                                                   

       

否（ ）——请说明相对于从其他国家（地区）进口的该产品而言，

被调查产品的优势和劣势（例如：质量、可获得性、运输条件、产品规格

范围、技术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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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营和相关信息 

你公司回答本部分内容的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职务    电话      

如你公司年度会计报告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原则上按审定后的数据

填写，并请提供你公司的利润表，如已经过审计，请提供审计后的上述报

表。 

 

25、价格数据： 

请按年度列明你公司在调查期内从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被调查产

品的价格和数量以及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和数量，并提供相关证据。 

【请按照调查机关分类标准分产品型号分别填报】            

 

                               单位：吨、美元/吨 

 

产品

名称 

期间 
进口

数量 

进口价格 

（CIF） 
销售数量 

销售价格 

（不含税） 

 2016 年     

 ……     

 2019 年     

 

如你公司与国外（地区外）生产者/出口商存在关联关系，请分别填报从关

联国外（地区外）生产者/出口商以及非关联国外（地区外）生产者/出口商

购买被调查产品的上述情况。 

 

26、（1）请说明你公司进口产品的清关、仓储等费用，并提供相关证据。 

 

（2）请说明你公司如何决定被调查产品的销售价格（如通过交易谈判、制

定价格表等）。如果你公司制定了价格表，请在交问卷时提交一份现行的价

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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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公司是否区分客户定价，如是，分别说明销售给分销商和最终用户

的价格。 

 

27、你公司从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被调查产品的现金折扣政策是什么？

（比如，2/10  n/30 天，表明：必须 30 天内付款，如果 10 天内付款，可

优惠 2%,如在 30 天内付款客户要全额付款） 

                                                                 

                                                                 

所采用的贸易术语是                                                

 

28、请说明你公司销售时的商业折扣及现金折扣政策（年总交易量折扣等）。 

                                                                 

                                                                 

 

29、你公司销售从被调查国家（地区）进口的被调查产品，有多大比例是

以合同为基础的？如果你公司的销售是以合同为基础，请在交付问卷时提

供一份典型的合同，并据此回答下面的问题： 

 

a.合同的平均期限                                             

b.合同再谈判的频率                                           

c.合同是否只确定了数量、价格，或者两者都确定了？             

d.合同是否规定免责条款？                                      

    e.在客户订货日和你公司的交货日之间，平均的交货期限是多少？  

                                                                 

f.产品进口后发生的交货费用中，运输费用约占多少比例？         

(百分比)。 

g.你公司的销售有多大比例是在你公司的仓库或进口港的 100 公里

内？        （百分比）。500 公里之内？       （百分比）。 

h.如果你公司是代理进口，你公司收取的佣金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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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你公司认为影响中国市场进口被调查产品和中国同类产品价格变化的

因素主要有哪些？请详细说明提供相应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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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你公司回答本部分内容的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职务    电话      

 

31、你公司认为需进一步说明的其他事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