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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聚

苯醚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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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3 日，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

关）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聚苯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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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产品是否对国内聚苯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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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调查机关作出初步裁定如下：

一、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 立案。

2020 年 6 月 23 日，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称申请人）代表国内聚苯醚产业，正式向调查机关提起对原

产于美国的进口聚苯醚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材料，认为本案申请符合《反倾销

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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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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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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3 日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

的进口聚苯醚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倾销调查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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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机关就收到国内聚苯醚产业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一事通

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

2020 年 8 月 3 日，调查机关发布立案公告，并向美国驻

华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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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的美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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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

台”（https://etrb.mofcom.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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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及“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公开了本案申请人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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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的公开版本，并将电子版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二）初裁前调查。

1. 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时间内，国外生产商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沙伯基础创新塑料香港有限公司、沙

伯基础创新塑料（上海）有限公司、沙伯基础创新塑料国际

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

司，国内企业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登记参

加调查。

2. 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2020 年 9 月 3 日，调查机关发布《关于发放聚苯醚反倾

销案相关调查问卷的通知》，向各利害关系方发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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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答卷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准确、

完整的答卷。同日，调查机关将相关问卷电子版登载在商务

部网站和“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上，任何利害关系方

可在商务部网站和上查阅、下载和填写本案调查问卷。

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南

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申请延期递交相关反

倾销调查问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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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规定期限内，调查机关收到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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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沙伯基础创新塑料香港有限公司、

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上海）有限公司、沙伯基础创新塑料国

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

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答卷，收到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

司、东莞市川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芮城县兴蓝强高分子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瑞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市青湖弹

性体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创永佳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南恒屹

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圳瑞亚达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希卡姆复

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伟强新材料有限公司、青岛海尔

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邯郸市峰峰鑫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提交的《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

2021 年 1 月 21 日，调查机关发布通知，向沙特基础工

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发放了《聚苯醚反倾销案补充问

卷》。在规定时间内，调查机关收到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

美国有限公司提交的《聚苯醚反倾销案补充问卷》答卷。

3. 听取利害关系方意见。

（1）听取利害关系方意见陈述。

应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申请，调查机关

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和 2021 年 7 月 15 日分别听取了该公

司对本案的意见陈述。

（2）接收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2020 年 12 月 24 日，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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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交《关于进口聚苯醚反倾销案的无损害抗辩意见书》。

2021 年 3 月 25 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调查机关提交了

《美国政府对原产于美国的聚苯醚反倾销调查的评论意

见》。

2021 年 6 月 28 日，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向调查

机关提交了《聚苯醚反倾销案申请人关于美国利害关系方无

损害抗辩意见的评论意见》。

4. 初裁前实地核查。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调查机关进行了

初裁前国内产业实地核查。2021 年 4 月 26 日，调查机关对

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进行了初裁前实地核查。2021 年

6 月 28 日，调查机关发布通知，对广东瑞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创永佳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了书面核查。相关核查材料

已上传至“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

5. 关于对美国倾销幅度计算中存在影响价格可比性

的非市场状况的调查。

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提出了对美国聚苯醚的非市场状况

进行调查的申请。为调查相关情况，2020 年 9 月 7 日，调查

机关发布通知，向各利害关系方发放了《聚苯醚反倾销案美

国非市场状况调查问卷》，同日调查机关将问卷电子版登载

在“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上，并通知相关利害关系方

和美国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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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时间内，调查机关收到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

国有限公司提交的《聚苯醚反倾销案美国非市场状况调查问

卷》答卷。调查机关对有关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决定在初

裁中对此暂不做出认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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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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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传至“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

平台”。各利害关系方可以查找、阅览、摘抄、复印有关公

开信息。

（三）延期公告。

2021 年 7 月 23 日，调查机关发布延期公告，决定将本

案的调查期限延长 6 个月，即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3 日。

二、被调查产品

调查范围：原产于美国的进口聚苯醚。

被调查产品名称：聚苯醚。

英 文 名 称 ： Polyphenylene ether ， 又 称

Polyphenylene Oxide，简称 PPE 或 PPO。

产品描述：聚苯醚是分子链中带有 2,6-二甲基-1,4-苯

醚基（分子式为 ）的高性能热塑性树脂及其组合物，

无论是否经过改性及或是否混合、添加聚苯乙烯、氢化苯乙

烯-丁二烯嵌段共聚物、尼龙等填充物和助剂，具有质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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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高温、耐腐蚀、尺寸稳定性好、低吸水性、介电损耗率低、

无卤阻燃等优良性能。

主要用途：聚苯醚可用于注塑、挤塑、合金等，产品广

泛应用在光伏、汽车、通信、电子电器、水处理、医疗器械

等领域。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39072090。

该税则号项下聚苯醚以外的其他产品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

内。

三、倾销和倾销幅度

（一）正常价值、出口价格、调整项目的认定。

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

（SABIC Innovative Plastics US LLC）

1. 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该公司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的型

号划分情况。公司答卷主张将被调查产品划分为 9 个型号，

在调查期内该公司实际自美国向中国市场出口其中 8个型号

产品。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暂采用以上型号划分方法。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该公司在美国国内的销售情况。经

审查，倾销调查期内，公司同类产品全部及分型号的国内销

售数量占同期向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对应数量的比例均超

过 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经审查，倾

销调查期内，公司向关联客户和非关联客户销售同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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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5个型号产品关联销售价格与非关联销售价格存在显

著差异，调查机关对该 5 个型号产品暂依据排除关联交易后

同类产品的美国国内销售作为确定其正常价值的基础，对于

其他 3个型号产品暂依据公司全部美国国内销售作为确定正

常价值的基础。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该公司提交的生产成本及销售、管

理和财务费用数据。关于生产成本，调查机关经审查后初步

认为公司相关主张能够反映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的情况，

决定在初裁中暂予以接受。关于销售、管理和财务费用，调

查机关在初裁中暂决定接受公司主张的分摊方法和数据。

调查机关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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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调查期内，公司所有型号产品在

美国国内低于成本销售的数量占全部内销数量的比例均未

超过 20%。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调查机关暂

决定，在部分产品已排除关联交易的基础上，依据公司各型

号产品美国全部国内销售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

2. 出口价格。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公司在调查期内向中国出口被调

查产品的情况。倾销调查期内，公司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出

口，一是销售被调查产品给上海关联加工厂，由其进行深加

工后销售给其他关联和非关联客户；二是销售给上海关联贸

易商，再由上海关联贸易商转售给其他中国非关联客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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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销售给中国香港地区的关联贸易商，再由香港关联贸易商

转售给中国非关联客户；四是销售给中国香港地区的关联贸

易商，由其转售给位于中国广东省的关联贸易商，再由广东

关联贸易商转售给中国非关联客户。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对于上述第二、第

三、第四种销售渠道，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决定以关联贸易

商最终向中国非关联客户转售的价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

基础。对于第一种渠道，由于关联上海加工厂对被调查产品

进行了加工，未按进口时的状态转售，产品形态已发生改变，

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以后第二、第三、第四种渠道中关联贸

易商与中国非关联客户之间同类产品的加权平均销售价格

为基础推定出口价格。

3. 价格调整。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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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价值部分。

关于正常价值的调整项目，经初步审查，调查机关决定

在初裁中暂接受公司提出的提前付款折扣、其它折扣、回扣、

退款及赔偿、内陆运费(从工厂到仓库)、内陆运费(从工厂/

仓库到客户)、售前仓储费、内陆保险费和信用费用等调整主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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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口价格部分。

关于出口价格的调整项目，经初步审查，调查机关决定

在初裁中暂接受公司提出的售前仓储费、国际运输费用、国

际运费保险费、港口装卸费、信用费用、内陆运费、进口报

关费用、进口海关关税、仓储费用、内陆运输保险费和其他

需要调整的项目等调整主张。对于通过相关关联贸易商转售

的交易，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决定对相关关联贸易商的间接

费用和利润进行了补充调整。

4. 关于到岸价格（CIF价格）。

经初步审查，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暂接受该公司到岸

价格数据。

其他美国公司

2020 年 8 月 3 日，调查机关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聚苯醚

发起反倾销调查。当日，调查机关通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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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的登记参加调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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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信息，认为沙特

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个别型号产品的成本及交

易数据能较合理地反映其他美国公司对中国出口被调查产

品的情况，且已被调查机关初步核实。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

中根据该信息确定其他美国公司的倾销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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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计算，各公司初步裁定的倾销幅度分别为：

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 18.3%

（SABIC Innovative Plastics US LLC）

其他美国公司 48.6%

（All others)

四、国内同类产品、国内产业

（一）国内同类产品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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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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醚与被调查产品的物理和化

学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

户群体等因素进行了调查：

1.物理和化学特性。

国内生产的聚苯醚与被调查产品均为分子链中带有

2,6-二甲基-1,4-苯醚基（分子式为 ）的高性能热塑性

树脂及其组合物，二者均具有质轻、耐高温、耐腐蚀、尺寸

稳定性好、低吸水性、介电损耗率低、无卤阻燃等优良性能。

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国内生产的聚苯醚与被调查产品的物理

和化学特性基本相同。

2.产品用途。

国内生产的聚苯醚与被调查产品具有相同的用途，都可

用于注塑、挤塑、合金等，产品广泛应用在光伏、汽车、通

信、电子电器、水处理、医疗器械等领域。相同规格的产品

质量基本相当，可以相互替代。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国内生

产的聚苯醚与被调查产品的用途基本相同。

3.原材料和生产工艺。

聚苯醚的主要生产工艺主要由企业自主开发，不同企业

的生产装置、工艺处理会存在差异。但是，无论是被调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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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还是国内产业生产的产品，其生产工艺原理基本相同，

均是以苯酚和甲醇为原料合成2，6-二甲基苯酚，后者经过

氧化、偶合、缩聚制得的聚苯醚纯树脂产品。聚苯醚纯树脂

（又称聚苯醚原粉）通常通过混合、添加聚苯乙烯、氢化苯

乙烯-丁二烯嵌段共聚物、尼龙等填充物和助剂而得到的聚

苯醚改性产品。

4.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

国内生产的聚苯醚和被调查产品销售渠道基本相同，均

通过直接销售、代理销售等方式在中国市场进行销售。被调

查产品主要通过国外生产商或其在中国的关联公司直接销

售或代理销售，国内生产的聚苯醚由国内生产企业直接销售

或通过经销商销售。二者销售市场区域也基本相同，主要包

括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二者存在相同的客户群体，主

要下游用户既购买和使用被调查产品，也同时购买和使用申

请人生产的聚苯醚产品。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国内生产的聚

苯醚与被调查产品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基本相同。

基于上述事实，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国内生产的聚苯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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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基本相同，具有相似性和

替代性，国内生产的聚苯醚与被调查产品属于同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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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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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对本案国内产业进行了审查和认定。在本案中，包

括申请人及支持企业共 12 家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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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及支

持企业 2017 年至 2019 年的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

例分别为 49.71%，51.48%和 5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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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机关初步认定，申请人及支持企业可以代表国内产业，

其数据可以作为损害和因果关系分析的基础。

五、产业损害及损害程度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条，调查机关对本案国内产业

损害进行了调查。

（一）倾销进口产品数量。

调查机关对倾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和相对于中国生

产或消费的数量是否大幅增加进行了初步调查。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7 年至 2019 年，倾销进口

产品进口数量分别为 17,271 吨、19,614 吨和 21,848 吨。其

中，倾销进口产品进口数量 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13.57%，

2019 年比 2018 年增长 11.39%，2017 至 2019 年累计增长

26.50%。因此，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认定，损害调查期内倾

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大幅增加。

根据申请书数据，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聚苯醚表观

消费量分别为 110,100 吨、128,800 吨和 143,900 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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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 2017 年增长 16.98%，2019 年比 2018 年增长 11.72%，

2017 至 2019 年累计增长 30.70%。2017 年至 2019 年，倾销

进口产品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分别为 15.69%、15.23%和

15.18%。损害调查期内，国内聚苯醚表观消费量累计增长了

30.70%，而倾销进口产品由于绝对进口数量持续大幅增加，

其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比例始终保持在 15%以上。

综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

品的进口数量大幅增加。

（二）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调查机关就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的

影响进行了初步调查。本案调查过程中，只有沙特基础工业

创新塑料美国公司作为国外出口商提交了答卷，本裁定中的

部分数据来源于该公司的答卷信息，为避免泄露公司商业秘

密，调查机关决定对部分数据指标予以保密处理。调查机关

对上述需保密的数据采用区间方式进行处理，其真实数据可

能位于调查机关所公布区间中的任一水平。

1.倾销进口价格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关于倾销进口价格，申请人提出本案中绝大部分被调查

产品属于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公司通过中国关联贸

易商对中国出口，中国海关统计的被调查产品进口 CIF 价格

包含大量国外生产商与中国境内关联贸易商之间的关联交

易价格。因此，应采用国外生产商在中国境内的关联贸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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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市场上对非关联下游用户的转售价格与国内同类产

品价格进行比较。

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在评论意

见中主张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应依据海关统计聚苯醚进口 CIF

价格。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价格上涨，被调查产品价格趋

势和国内产业损害之间没有关联。

为了确定倾销产品的进口价格，调查机关对沙特基础工

业创新塑料美国公司对中国出口数量的代表性和销售渠道

进行了审查。首先，关于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对中国出口数量的代表性。调查机关对公

司填报的 2017 年至 2019 年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和中国海关统

计数据进行了比对，公司报告的 2017 年至 2019 年倾销进口

产品数量占海关统计数量比例达到 80%以上，具有足够的代

表性，可以代表倾销进口产品的价格情况。

其次，调查机关对公司的出口销售渠道进行了审查。根

据公司答卷信息，2017 年至 2019 年，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

料美国有限公司向中国出口聚苯醚产品时，全部销售至其在

中国的关联公司，出口价格为关联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价

格。倾销产品进口后，其中一部分由其关联公司转售给中国

客户，还有另一部分由其国内关联公司进一步生产加工成聚

苯醚改性粉后向中国客户销售。这些关联公司承担对中国客

户销售倾销进口产品的主要职能，包括转售前加工、联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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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商谈价格、确定交易条件等。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

国有限公司通过关联公司向客户销售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进行竞争，其关联公司对客户的非关联转售价

格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属于直接竞争价格，具有可

比性。

综上，考虑到关联关系可能对价格比较结果产生影响及

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直接竞争关系，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

决定在确定倾销进口价格时不采用中国海关统计的进口价

格，采用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公司在答卷中报告的中

国关联公司对非关联客户的转售价格为基础来确定倾销产

品价格。

在进行价格比较时，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和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价格应属于同一贸易环节。为此，调查机关对倾销进口

产品转售价格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进行了审查，并对倾

销进口产品的转售价格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对于倾销进口产

品由其关联公司转售给中国客户的这部分销售，为了与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出厂价在同一贸易环节进行比较，调查机关暂

决定在非关联转售价格的基础上通过扣减在中国境内发生

的进口环节费用及关联公司的间接费用及合理利润，来确定

这部分倾销进口产品进口价格。对于倾销进口产品由其国内

关联公司进一步生产加工后向中国客户的销售，为了使其与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出厂价具有可比性且在同一贸易环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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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调查机关暂决定以加工后产品的非关联转售价格

为基础，扣减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费用及合理利润，来

确定这部分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价格。

调查机关进一步考虑了关税、汇率、进口报关费用。汇

率采用季度平均汇率及年度平均汇率，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

公布的当年各月度平均汇率算术平均得出。进口报关费用采

用进口商填报的实际发生的进口报关费用。调整后的价格与

国内同类产品出厂价格基本处于相同贸易水平，二者具有可

比性。

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在提交的评论意

见中主张其在华关联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不属于被调查产品，

调查机关不应在国内产业损害调查和分析时将其纳入考量

范围。

美国政府在提交的评论意见中称，商务部不应该使用沙

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的中国关联企业给独立

客户的价格来分析被调查进口产品的价格影响，因为这些价

格来自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不属于被调查产品进口销售价

格。

国内产业在其相关评论意见中认为应诉公司与在华关

联企业存在被调查产品的关联交易，且大部分原粉通过在华

关联企业制成改性树脂然后在市场上销售，并与国内产业进

行竞争。因此，损害调查和分析应包括其在华关联企业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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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的销售。

调查机关对上述主张进行了审查。在损害分析中，调查

机关需要考察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造成的影响。根据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和国

内产业提供的信息，本案调查期内，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

美国有限公司通过其中国境内的关联企业向中国市场销售

倾销进口产品。其中一部分聚苯醚原粉并没有直接向中国客

户销售，而是由位于中国境内的关联企业加工成改性粉后进

入中国市场向非关联客户销售。如果调查机关在损害分析中

不纳入加工后的聚苯醚改性粉的价格信息及其影响，那么倾

销进口产品的价格信息将是不完整的。实际上，这部分倾销

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影响是通过其加工成为聚

苯醚改性粉并在中国市场竞争销售体现的。因此，调查机关

决定在初裁中以加工后的聚苯醚改性粉的非关联销售价格

为基础来确定这部分倾销进口产品价格。为了保证倾销进口

产品价格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具有可比性且在同一贸

易水平进行比较，调查机关通过扣减加工过程中发生的成

本、费用和合理利润，确定了这部分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价

格。

按照上述方法计算，调查期内，调整后的倾销进口产品

加权平均价格位于 22,000 元/吨到 32,000 元/吨之间，其中，

2018 年比 2017 年上升 4.65%；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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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期末比调查期初下降 5.53%。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

价格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

为使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与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具有

可比性，调查机关决定采用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非关联出厂价

作为其价格，不含增值税、内陆运输费用等其他税费。调查

机关在对《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汇总的基础上，得出

国内产业聚苯醚的加权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 23,544.17 元/

吨、27,638.39 元/吨及 21,932.23 元/吨，其中，2018 年比

2017 年上升 17.39%；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20.65%。调查

期末比调查期初下降 6.85%。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价格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

上述数据显示，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同

类产品价格变化趋势基本相同。2017 至 2018 年二者价格呈

现上升趋势，2018 年至 2019 年倾销进口产品和国内同类产

品的价格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和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价格总体都呈下降趋势。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始终高

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2.倾销进口产品进口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影响。

调查机关对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情况、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价格变化以及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考虑。

经审查，国内产业生产的聚苯醚与倾销进口产品在物化

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客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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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者评价方面基本相同，具有相似性和替代性，属于同

类产品。国内聚苯醚消费市场是一个竞争开放的市场，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与倾销进口产品在质量和性能上都能够满足

下游客户的使用要求，二者可以相互替代，倾销进口产品与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根据国内产业

答卷和出口商答卷，倾销进口产品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下

游用户存在交叉与重叠，同一下游用户既采购倾销进口产

品，也同时采购国内同类产品。在此情况下，价格是影响产

品销售的重要因素。

根据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

该公司由沙特基础工业公司通过收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

工程塑料部门成立。上世纪 60 年代首先实现聚苯醚的商业

化生产，并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聚苯醚的原粉及改性粉生

产及销售网络。2000 年，公司开始在中国成立关联公司从事

聚苯醚产品的进口、加工及销售，较早在中国国内市场开始

推广其聚苯醚产品。公司在中国市场建立了完善的销售渠道

和服务网络，成为中国市场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聚苯醚生产

销售企业。调查期内，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

通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多家关联公司向中国市场销售各种

型号的聚苯醚产品。根据国内产业答卷，与沙特基础工业创

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相比，国内企业 2007 年建成投产，2017

年后产能、产量才逐渐增加，国内产业的起步与发展晚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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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公司。多家聚苯醚下游企业在向调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

中指出，自美国进口的聚苯醚拥有比国内同类产品更强的市

场认可度。根据上述事实，调查机关认定相比国内同类产品

而言，自美国进口的聚苯醚产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

优势地位。

如前所述，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数量从2017年的17,271

吨增长到 2019 年的 21,848 吨，累计增长 26.50%。损害调查

期内，倾销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份额始终维持在 15%以上。

考虑到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及在中国同类产品市场

上的数量，调查机关初步认为，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的价格足以产生影响。

经审查，根据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答

卷，损害调查期内，由于市场需求增长，2017 年至 2018 年

上半年倾销进口产品价格上涨，2017 年至 2018 年倾销进口

价格从25,000-28,000元/吨上涨至26,000-28,000/吨，2018

年比 2017 年上涨了 4.65%。2018 年下半年至 2019 年，市场

需求仍继续增长，而倾销进口价格却持续降低。其中，2018

年至 2019 年，倾销进口价格累计降幅为 9.73%，2019 年比

2017 年价格下降了 5.53%。相应地，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2018年至 2019年由 27,638.39元/吨降至 21,932.23元/吨，

下降了 20.65%，2019 年比 2017 年下降了 6.85%。综上，在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变化趋势与倾销进口



23

产品价格变化趋势相同，即在调查期初有所上升，而从 2018

年至调查期末呈持续下降趋势，调查期内呈总体下降趋势，

倾销进口价格始终高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调查机关注意到，损害调查期内，2018 年至 2019 年倾

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均持续降价，为此，调

查机关进一步收集了 2018 年至 2019 年倾销进口产品和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价格的季度数据。调查机关重点对 2018 年 4

个季度及与倾销调查期重合的 2019 年 4 个季度一共 8 个季

度的价格影响进行了分析。

2018 年第 1 季度至 2019 年第 4 季度，倾销进口产品销

售价格位于 20,000 元/吨至 32,000 元/吨之间。其中，2018

年第 2 季度比上季度上升 2.62%；2018 年第 3 季度比上季度

下降 4.70%；2018 年第 4 季度比上季度下降 1.58%；2019 年

第 1 季度比上季度下降 4.95%；2019 年第 2 季度比上季度下

降 1.60%；2019 年第 3 季度比上季度下降 2.07 %；2019 年

第 4 季度比上季度下降 0.51 %。2019 年第 4 季度比 2018 年

第 1 季度倾销进口价格累计下降了 12.30%。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2018 年第 1 季度为 26,202.90

元/吨；2018 年第 2 季度为 27,644.18 元/吨，比上季度上升

5.50%；2018 年第 3 季度为 28,410.50 元/吨，比上季度上

升 2.,77%；2018 年第 4 季度为 27,863.37 元/吨，比上季度

下降 1.93%；2019 年第 1 季度为 24,673.57 元/吨，比上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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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降 11.45%；2019 年第 2 季度为 23,538.36 元/吨，比上

季度下降 4.60%；2019 年第 3 季度为 21,070.33 元/吨，比

上季度下降 10.49%；2019 年第 4 季度为 19,882.34 元/吨，

比上季度下降 5.64%。2019 年第 4 季度比 2018 年第 1 季度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累计下降了 24.12%。

根据上述价格数据可知，2018 年第 3 季度至 2019 年第

4 季度，倾销进口产品价格总体大幅下降，2019 年第 4 季度

相比 2018 年第 1 季度累计下降 12.30%；在倾销进口产品的

影响下，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在 2018 年第 4 季度至 2019

年第 4 季度也出现持续下降，2019 年第 4 季度相比 2018 年

第 1 季度累计下降 24.12%。倾销进口产品和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价格变化趋势一致。

调查机关还注意到，2017 年至 2018 年第 2 季度，受到

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的影响，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呈现上涨趋

势，与此同时，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也呈上涨趋势。2018

年第 3 季度，国内市场需求仍持续增长，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价格仍在上涨，而倾销进口产品开始在中国市场降低销售价

格，进口价格与上季度相比下降 4.70%。由于倾销进口产品

在国内市场具有主导地位，其在国内市场的降价行为，导致

在国内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国内产业不得不跟随其

后降低价格。因此，2018 年第 3 季度相比上季度，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价格涨幅已明显放缓，并自 2018 年第 4 季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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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出现下降。2019 年第 1 季度至 2019

年第 4 季度，倾销进口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同期，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价格跟随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呈持续下降趋势。

上述各季度的价格变动情况表明，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在

国内市场上影响着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定价。由于倾销进口产

品在市场居主导地位，如倾销进口产品降低价格，即便在国

内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为维持产品的销售，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也不得不跟随其后降低价格。

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进口数量持续增加，价格呈现

总体下降趋势，2019 年调查期末相比 2017 年调查期初价格

累计下降 5.53%。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也呈现下降趋势，

2019 年比 2017 年下降了 6.85%，二者价格变动趋势相同。

倾销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地位，其价格

影响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定价。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连续

大幅降价行为限制了国内聚苯醚市场价格的上涨空间，倾销

进口产品首先大幅降价的压力，通过下游客户议价转变为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降价的压力。国内产业为减少和避免产能闲

置损失，减轻库存压力，实现一定水平的开工率和销售量，

始终以低于倾销进口产品的价格进行销售，并被迫跟随倾销

进口不断降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上述事实表明，倾销

进口产品价格大幅压低了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

美国政府和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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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主张，在 2017 年至 2019 年的损害调查期内，被调查

产品的市场份额始终维持在 15%左右，且仍在逐年降低，因

此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国内聚苯醚市场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国内产业在其相关评论意见中主张，调查期内，美国被

调查产品进口绝对数量呈持续大幅增长趋势。美国始终是中

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其市场份额相比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

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应诉公司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

绝对的话语权，进口价格是市场的标杆。即使其进口相对数

量没有增长，也不能得出“被调查产品不会对国内产业造成

损害”的结论。

调查机关对上述主张进行了审查。首先，调查期内，倾

销进口产品的进口绝对数量持续增长，2017 年至 2019 年累

计增长 26.50%。由于中国国内聚苯醚市场需求也在持续增

长，2017 年至 2019 年累计增长 30.70%，因此倾销进口产品

进口绝对数量增长的同时市场份额并未增长。但这并不影响

调查机关对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大幅增加的认定。其

次，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聚苯

醚生产商，在全球最早实现聚苯醚商业化生产。相比国内产

业，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较早进入中国市场

并建立了完善的聚苯醚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在中国市场上

具有很强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国内改性粉生产企业和下

游企业提供的证据表明，倾销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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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这些企业在采购产品时都会参考倾销进口产品价

格，其价格在国内市场影响着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定价。因

此，调查机关在初裁裁定中初步认定，倾销进口产品进口数

量大幅增加，其价格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产生影响。

综上，调查机关在初裁中初步认定，损害调查期内，倾

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了大幅压低。

（三）损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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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内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数据见附

表），证据显示：

1. 需求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聚苯醚需求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聚苯醚需求量分别为 110，100 吨、

128，800 吨和 143,900 吨。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16.98%，

2019 年比 2018 年增长 11.72%。

2. 产能。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总体呈增长趋

势。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分别为 36,100

吨、67,900 吨和 69,400 吨。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88.09%，

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增长 2.21%。

3. 产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呈现先升后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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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分别为 21,471

吨、38,757 吨和 35,608 吨。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80.51%，

2019 年至 2018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下降 8.12%。

4. 国内销售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量总体呈现

先升后降趋势。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

销售量分别为 16,126 吨、27,292 吨和 26,600 吨。2018 年

比 2017 年增长 69.25%，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国内销售量下降 2.54%。

5. 市场份额。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总体呈现先

升后降趋势。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市

场份额分别为 14.65%、21.19%和 18.49%。2018 年比 2017 年

增长 6.54%，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市场

份额下降 2.70%。

6. 销售价格。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呈现先升后

降趋势，2018年 3季度至调查期末持续下降。2017年至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分别为 23，544.17 元、

27，638.39元和21，932.23元。2018年比2017年增长17.39%，

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下降了

20.65%。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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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下降 6.85%。

7. 销售收入。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呈现先升后

降趋势，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大幅

下降。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收入

分别为 388,229,440 元、748,674,650 元和 593,006,406 元。

2018 年比 2017 年上升 92.84%，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收入下降了 20.79%。

8. 税前利润。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先增后降，

最终在损害调查期末大幅减少。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分别为46,803,946元、147,975,006元、

3,021,065元。2018年比2017年税前利润增加216.16%，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的盈利大幅减少，2018 年至 2019 年国

内产业的税前利润下降了 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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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先升后

降趋势，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大

幅下降。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

分别为 6.20%、13.78%、0.22%。2018 年比 2017 年上升 7.58%，

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下降

13.56%。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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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下降 5.98%。

10. 开工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持续下降。

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分别为 59.48%、

57.08%和 51.31%。2018 年比 2017 年下降 2.40%，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下降 5.77%。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累计下降 8.17%。

11. 就业人数。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总体呈先增

后降趋势。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

分别为578人、607人和574人。2018年比2017年增长5.08%，

2019 年比 2018 年减少 5.44%。

12. 劳动生产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先升后

降，2018 年至 2018 年呈下降趋势。2017 年至 2019 年，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37.19 吨/年/人、64.52

吨/年/人和 62.13 吨/年/人。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73.49%，

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3.71%。

13. 人均工资。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人均工资整体呈先增

后降趋势。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人均工资

分别为 55,438 元/年/人、71,253 元/年/人和 70,707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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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28.53%，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0.77%。

14. 期末库存。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呈持续增加

趋势。2017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分别

为 451 吨、2,534 吨和 3,141 吨。2018 年比 2017 年增加

461.53%，2019 年比 2018 年增加 23.97%。2017 年至 2019 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增长 5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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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查期末变为净流出。2017 年至 2018 年，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量分别为 56,729,404 元、

29,449,701 元；2019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量变为净流出，2019 年现金净流出量为 18,678,629 元。

16、投融资能力。

损害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融资

能力受到倾销进口产品进口的不利影响。

调查机关对进口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也进行了审查，

证据显示进口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为 18.3%，不属于微量

倾销，足以对国内市场价格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证据显示，调查期内国内聚苯醚表观消费量在 2017

年至 2019 年一直呈增长趋势。在国内市场需求的拉动下，



32

2017 年至 2018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产量和销售量、

市场份额呈增长趋势，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工资增长。2017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旺盛的国内需求带动聚苯醚价格上涨，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就业人数、税前利润、投资收

益率都随之提高。同时调查机关也注意到，受到 2018 年下

半年聚苯醚市场价格下降的影响，国内产业相关生产经营指

标开始受到一定的影响，导致产能无法有效释放，开工率下

降了 2.40%，期末库存上涨了 462%，现金流减少 48.09%。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表观消费量继续上升，但由于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价格由此前的上涨转为持续下降，国内产业经济指

标全面恶化。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销售量、市场份额、

销售价格、销售收入下降；产量减少 8.12%，销量减少 2.54%，

市场份额下降 2.70%，销售价格下降 20.65%、销售收入减少

20.79%。税前利润大幅下滑，比上年减少 97.96%。投资收益

率下降 13.56%。现金流减少 163%，变为现金净流出。就业

人数减少 5.44%，人均工资下降 0.77%，期末库存持续增加

23.97%，劳动生产率下降 3.71%，开工率进一步下滑 5.77%，

跌至调查期内最低水平。国内产业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国

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

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在评论中主张，申

请书中提供的 12 项经济指标中有 7 项指标呈现积极向好的

趋势，1 项指标表现中性，这些都与申请人的实质损害或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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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威胁主张相反，显示了国内产业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

美国政府在评论中提出，2017 年至 2018 年，国内产业

的经营状况指标普遍向好。2019 年这些指标均出现下降，申

请书并未说明导致国内产业经营指标恶化的原因。

申请人在相关评论意见中主张，根据立案后国内 12 家

生产企业提交的答卷数据，国内产业遭受的损害状况与申请

书的相关主张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在需求呈持续增长趋

势且国内供不足需的有利市场环境下，随着被调查产品的进

口量增价跌，国内产业正在遭受实质损害。

调查机关对上述主张进行了审查。如前所述，2017 年至

2018 年，在需求量呈持续增长的市场环境下，国内产业经营

状况尚好。但在此期间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数量增长及价格

下降仍然对国内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销量增长也受到了抑制，导致期末库存大幅增长，开

工率、现金流则已经开始下滑。2019 年，受倾销进口产品持

续降价的影响，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国内产业

经济指标出现全面恶化。2019 年与 2018 年相比，除了期末

库存、开工率和现金流 3个经济指标继续受到不利影响之外，

还有 10 个经济指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而且，2019

年，开工率、销售价格、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现金流、

就业人数均为调查期内最低水平，期末库存为调查期内最高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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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上述事实，调查机关初步认定，调查期内国内

聚苯醚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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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美国的聚苯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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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影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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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

数量持续增长，2017 年至 2019 年分别为 17,271 吨、19,614

吨和 21,848 吨。其中，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13.57%，2019

年较 2018年增长 11.39%，2017至 2019年累计增长26.50%。

如前所述，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聚苯醚消费

市场是一个竞争开放的市场，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之间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价格是影响销售的重要因素。

调查期内的 2017 年至 2018 年，由于国内市场需求增长，

国内产业产能虽有扩大但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倾销进口产品

价格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都在上升。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价格与倾销进口产品价格趋势一致，但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

格始终低于倾销进口产品价格。2017 年至 2019 年，倾销进

口产品数量持续增加。在国内聚苯醚市场需求持续增加的情

况下，自 2018 年第 3 季度起，倾销进口产品开始降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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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倾销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地位，其价

格是国内下游客户采购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重要参考因素。

国内产业为保持销售量，减少和避免产能闲置损失，减轻库

存压力，实现一定水平的开工率，被迫降低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价格。于是，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跟随倾销进口产品价

格下降，并一直持续到调查期最后一个季度。调查期内，倾

销进口产品价格始终高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倾销进口

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产生了压低作用。

倾销进口产品价格自 2018 年第 3 季度至 2019 年第 4 季

度已连续 6 个季度持续下降，2019 年第 4 季度降至调查期内

最低点，相比 2018 年第 2 季度累计降幅达 14.53%，其大幅

降价行为对国内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

格跟随倾销进口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受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

格下降的影响，2018 年至 2019 年国内产业经营状况严重恶

化，销售收入比上年下降 20.79%，税前利润大幅下滑，投资

收益率大幅降低，期末库存大幅上升，就业人数下降，开工

率跌至调查期内最低水平。国内产业由此面临巨大的经营压

力。

美国政府在评论中主张进口被调查产品和国内产业损

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主要理由为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只有

15%；根据海关统计 CIF 价格，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价格

上涨，且被调查产品价格趋势和国内产业损害之间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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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考虑到调查机关在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

格的影响部分已经分别对上述主张进行了回应，因此不再重

复。

综合考虑上述事实和证据，调查机关初步认定，调查期

内，倾销进口产品造成了国内产业实质损害，倾销进口与国

内产业受到的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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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初步审查，没有证据表明其他国家（地区）进口产品

的影响、外国与国内生产者的限制贸易的做法及它们之间的

竞争、消费模式的变化、技术发展、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出口

状况、申请人生产技术以及不可抗力、环保等因素，与国内

聚苯醚受到的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沙特基础工业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在评论中主张，第

三国进口产品的增加以及申请人的自身问题，包括申请人自

身经营管理不善导致税费大幅增加和申请人盲目扩张，可能

是造成损害的原因。

国内产业在相关评论意见中主张，首先，在中国市场上，

美国被调查产品是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其他主要进口来源国

进口相对分散，美国被调查产品的市场影响力最大，其他进

口来源不能否定美国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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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关系。其次，国内产业扩大生产规模完全是为了满足

市场需求增长，不存在盲目扩张，也没有出现经营管理不善

的情形。在国内产业生产规模总体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的相关税费呈增长趋势也是正常现象。但是，

国内产业税前利润的减少不仅仅与税费增加有关，也与销售

收入减少有关。因此，应诉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

调查机关对上述主张进行了审查。关于第三国进口产品。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在中国市场上，倾销进口产品是最

主要的进口产品，调查期内约占总进口量的一半左右。其他

进口来源包括新加坡、欧盟、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等，

这些来源相对分散，2017 年至 2019 年单个国家（地区）的

进口数量远远小于美国进口。在中国市场上，倾销进口产品

是最主要的进口聚苯醚产品，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较其他

国家（地区）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更大。同时，没有证据表

明来自其他进口来源国家和地区的聚苯醚产品存在倾销。因

此，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其他国家（地区）同类产品的进口

不能否定倾销进口产品已经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实质损害。

关于申请人自身经营问题导致实质损害。沙特基础工业

创新塑料美国有限公司没有提供直接证据，仅主张国内产业

经营税费增加，表明国内产业经营管理不善。根据国内产业

答卷提供的数据，国内产业税费 2019 年比 2018 年增加了

3,507 万元。而同期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由于价格下降，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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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减少了 1.52 亿元，相较税费增加，销售收入减少将使

税前利润大幅减少。因此，调查机关初步认定，税费增加不

能否定倾销进口产品已经对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

关于申请人产能增长。根据国内产业答卷提供的数据，

调查期内，国内产业产能确实有大幅增长。尤其在 2017 年

至 2018 年，国内产业产能增长了 88.09%。在产能增长最快

的 2017 年至 2018 年，国内产业的经营状况总体尚好。除开

工率、期末库存、现金流开始受到一定的影响之外，其他指

标，如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等均表现相对良好。而 2018

年到 2019 年，国内产能仅增长 2.21%，但由于倾销进口产品

大幅持续降价，导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被迫降低价格，国内

产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经营指标全面恶化。因此，调查机

关初步认定，申请人产能增长不能否定倾销进口产品已经对

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

（三）其他下游评论意见。

国内聚苯醚下游企业主张，国内市场聚苯醚存在供应缺

口，采取反倾销措施将给下游增加负担，不利于下游产业发

展。

经初步审查，调查机关认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被调

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

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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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国内市场秩序以及倾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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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价格的合理回归，并非禁止其进口。目前国内聚苯醚产能

仍存在可用空间，在国内产业开工率逐步恢复的条件下，加

上正常条件下进口的聚苯醚，可以满足下游产业的需求。

七、初步调查结论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调查机关初步裁定，原产于美国的

进口聚苯醚存在倾销，国内聚苯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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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醚反倾销案数据表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全国总产量 吨 43,900 61,700 60,700

变化率 % - 40.55% -1.62%

需求量 吨 110,100 128,800 143,900

变化率 % - 16.98% 11.72%

进口量 吨 17,271 19,614 21,848

变化率 % - 13.57% 11.39%

平均进口价格
美元/

吨
3800-4200 3900-4300 3500-3900

变化率 % - -5.81% 15.74%

进口所占市场份额 % 15.69% 15.23% 15.18%

变化率 增减% - -0.46% -0.05%

产能 吨 36,100 67,900 69,400

变化率 % - 88.09% 2.21%

产量 吨 21,471 38,757 35,608

变化率 % - 80.51% -8.12%

开工率 % 59.48% 57.08% 51.31%

变化率 增减% - -2.40% -5.77%

国内销售数量 吨 16,126 27,292 26,600

变化率 % - 69.25% -2.54%

国内同类产品市场份额 % 14.65% 21.19% 18.49%

变化率 增减% - 6.54% -2.70%

国内销售收入 元 388,229,440 748,674,650 593,00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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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 % - 92.84% -20.79%

销售价格 元/吨 24,075.00 27,431.80 22,293.27

变化率 % - 13.94% -18.73%

销售价格（非关联） 元/吨 23,544.17 27,638.39 21,932.23

变化率 % - 17.39% -20.65%

税前利润 元 46,803,946 147,975,006 3,021,065

变化率 % - 216.16% -97.96%

税前利润率 % 11.84% 19.17% 0.49%

变化率 增减% - 7.33% -18.68%

投资总额 元 755,179,699 1,073,855,662 1,402,813,452

变化率 % - 42.20% 30.63%

投资收益率 % 6.20% 13.78% 0.22%

变化率 增减% - 7.58% -13.56%

现金流量净额 元 56,729,404 29,449,701 -18,678,629

变化率 % - -48.09% -163.43%

期末库存 吨 451 2,534 3,141

变化率 % - 461.53% 23.97%

就业人数 人 578 607 574

变化率 % - 5.08% -5.44%

就业总工资 元 32,028,826 43,255,294 40,587,914

变化率 % - 35.05% -6.17%

人均工资 元/人 55,438 71,253 70,707

变化率 % - 28.53% -0.77%

劳动生产率 吨/人 37.19 64.52 62.13

变化率 % - 73.49%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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