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美国、欧盟、俄罗
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
期终复审裁定

2021 年 4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
查机关）发布 2021 年第 8 号公告，决定自 2021 年 4 月 22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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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美国、欧盟、
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
可能性以及对中国大陆锦纶 6 切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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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4月21日，商务部发布2010年第15号公告，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6切片
征收反倾销税，反倾销税税率分别为美国29.3%-96.5%、欧
盟8.0%-23.9%、俄罗斯5.9%-23.9%、台湾地区4.0%-23.9%，
实施期限为自2010年4月22日起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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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1日，商务部发布2016年第4号公告，决定自
2016年4月22日起对原产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
的进口锦纶6切片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2017年3月15日，商务部发布2017年第14号公告，决定
由古比雪夫氮公众股份有限公司继承古比雪夫氮开放式股
份公司所适用的5.9%的反倾销税税率及其他权利义务。
2017年7月20日，商务部发布2017年第34号公告，决定
将朗盛德国有限公司和朗盛比利时有限公司的反倾销税税
率由23.9%调整为8.2%。
2018年6月8日，商务部发布2018年第47号公告，决定由
艾德凡斯树脂和化学品责任有限公司继承霍尼韦尔树脂和
化学品责任有限公司所适用的36.2%的反倾销税税率及其他
权利义务。
2020年7月6日，商务部发布2020年第24号公告，决定由
帝斯曼工程材料公司继承帝斯曼工程塑料公司所适用的
8.2%的反倾销税税率及其他权利义务。
二、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2021 年 1 月 28 日，调查机关收到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
限公司、长乐力恒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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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方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岳化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长乐恒申合纤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浙江华建尼龙有限公
司等 11 家中国大陆申请企业（以下称申请人）以及杭州聚
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等 2 家支
持企业代表中国大陆锦纶 6 切片产业提交的反倾销措施期终
复审申请书。申请书主张，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
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的倾销可能
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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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盟、俄罗斯
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实施的反倾销措施,该期终复
审申请不包括英国。
调查机关对申请人以及支持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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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21 日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本次复审调查
的倾销调查期为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产
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2．立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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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4 日，调查机关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欧
盟驻华代表团、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并通过常驻世界贸易组
织代表团通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常驻世界
贸易组织代表团，已正式收到中国大陆锦纶 6 切片产业提交
的期终复审调查申请。2021 年 4 月 21 日，调查机关发布对
原产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所
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的立案公告，向美国驻
华大使馆、欧盟驻华代表团、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并通过常
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向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
区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正式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
的公开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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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企业。
3．公开信息。
在立案公告中，调查机关告知利害关系方，可以在商务
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
开信息查阅室查阅本次反倾销调查相关信息的公开版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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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情况说明的公开版本，并
将电子版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二）登记参加调查。
美国驻华大使馆、欧盟驻华代表团、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中国大陆生产者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长乐力恒锦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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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海阳锦纶新材
料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福建中锦新材料有限
公司、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方圆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岳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乐恒申合纤科
技有限公司、浙江华建尼龙有限公司、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进口商朗盛化学（中
国）有限公司登记参加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
（三）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
2021 年 5 月 19 日，调查机关发放了本案反倾销外国（地
区）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反倾销中国大陆生产者调查
问卷和反倾销中国大陆进口商调查问卷。调查机关将发放问
卷的通知和问卷电子版登载在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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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调查机关还通过“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
（https:// etrb.mofcom.gov.cn）向申请人和登记参加调
查的各利害关系方发放了调查问卷，并告知美国驻华大使
馆、欧盟驻华代表团、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以及通过常驻世
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告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
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
在规定期限内，中国大陆生产者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
公司、长乐力恒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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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岳化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长乐恒申合纤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建尼龙有限公司、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
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调查问卷答卷。
（四）接收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2021 年 5 月 17 日，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及俄罗斯联
邦工业和贸易部提交了《俄罗斯联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原产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反
倾销措施发起期终复审调查的评论意见》。
2021 年 8 月 20 日，申请人提交了《锦纶 6 切片反倾销
措施期终复审案申请人对俄罗斯政府立案评论意见的评论
意见》。
2022 年 1 月 21 日，申请人提交了《锦纶 6 切片反倾销
措施期终复审案的补充材料》。
（五）信息核实。
2022 年 2 月 24 日，调查机关发布通知，要求浙江恒逸
锦纶有限公司和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提交有
关材料。2022 年 3 月 1 日，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和福建永
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锦纶 6 切片反倾销期终复审案
核查材料》，调查机关据此对两家公司所提交的答卷进行了
书面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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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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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在“贸易救
济调查信息化平台”（https:// etrb.mofcom.gov.cn），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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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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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28 日，调查机关向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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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6 日，
俄罗斯政府提交了评论意见，调查机关对此依法予以了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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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务部 2010 年第 15 号公告中的产品范围一致。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2021 年 4 月 21 日，调查机关发起本次期终复审调查。
当日，调查机关通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欧盟驻华代表团和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并通过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通知了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
团，以及申请书中列明的生产商、出口商。调查机关将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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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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
的生产商、出口商既未登记参加调查，也未提交调查问卷答
卷。申请人在申请书和立案后的补充材料中提交了关于美
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产业的相关数据及
证据材料。
调查机关已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利害关系方，也尽最
大能力向所有利害关系方提醒了不配合调查的后果，但美
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生产商、出口商仍未配合调
查，未提供调查所需的必要信息，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依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
获得的最佳信息对被调查产品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
性作出裁决。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通
过比对海关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了核实。申请人提供了美
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产能、
产量、需求量、出口量等数据，且附有关涉案生产商财务报
告、独立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市场调查报告等证据材料。
8

在复审调查期间，除俄罗斯政府对申请书的正常价值确定方
法提出评论意见外，其他利害关系方未对申请人提交的数据
提出不同意见。调查机关对有关评论意见以及所收到的信息
进行了考虑和分析，认定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为可获得的最佳
信息，并依据该最佳信息进行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的
分析。
（一）美国。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0 年第 15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美国的
进口锦纶 6 切片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29.3%-96.5%。调查
机关在 2016 年第 4 号公告中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锦
纶 6 切片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措施实施期间，没有对原产
于美国的进口锦纶 6 切片进行期间复审或新出口商复审。
本案中，美国生产商、出口商未配合调查，没有提交调
查问卷答卷，只有申请人立案后进一步补充提供了倾销幅度
情况的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调查机关依据申请人立案后提
交的信息，在调整了销售条件等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
认定本次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存
在倾销。
2.美国锦纶 6 切片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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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纶 6 切片产能保持稳定，均为 94.4 万吨。同期，美国锦
纶 6 切片产量分别为 65.5 万吨、62.3 万吨、63.7 万吨、59.9
万吨和 61.4 万吨，总体呈下降趋势。在此期间，美国锦纶 6
切片存在大量闲置产能（产能-产量），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分别为 28.9 万吨、32.1 万吨、
30.7 万吨、34.5 万吨和 33.0 万吨，闲置产能占其总产能的
比例由 2016 年的 31%上升至 2020 年的 35%。这表明，美国
拥有大量的锦纶 6 切片生产能力，并且闲置产能总体呈上升
趋势。
（2）美国市场需求情况。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美国
国内市场锦纶 6 切片需求量分别为 58.4 万吨、58.9 万吨、
60.0 万吨、60.4 万吨和 61.9 万吨，呈上升趋势。同期，美
国锦纶 6 切片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国内需求量）分别为
36.0 万吨、35.5 万吨、34.4 万吨、34.0 万吨和 32.5 万吨，
占总产能的比例从 38%下降至 34%。这表明，美国国内市场
对锦纶 6 切片的需求略有增长，但仍有 30%以上的生产能力
无法通过国内市场进行消化，需依赖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
（3）美国出口情况。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美国
锦纶 6 切片的总出口量分别为 10.7 万吨、9.0 万吨、9.9 万
吨、3.5 万吨和 3.5 万吨，占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16.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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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8%和 5.7%。这表明，美国锦纶 6 切片出口市场呈
萎缩趋势，但仍有 5%以上的产量需要通过出口进行消化。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美国锦纶 6 切片
存在大量的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其国内需求虽有小幅增
长，但不能完全消化其产能，对国际市场存在一定依赖性，
每年有一定比例的锦纶 6 切片需要通过出口市场进行消化。
3.美国锦纶 6 切片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情况。
前述倾销调查表明，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原产于美
国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出口仍然存在倾销。
根据《全球聚酰胺 6 和聚酰胺 66 产品供需报告》，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美国向中国大陆
出口锦纶 6 切片的数量分别为 1.96 万吨、0.73 万吨、0.18
万吨、0.21 万吨和 0.48 万吨，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18.3%、8.1%、1.8%、6.0%和 13.7%。这表明，由于有反倾销
措施的限制，美国向中国大陆出口锦纶 6 切片的数量总体呈
下降趋势。但是，即使在实施反倾销措施，在整个调查期内
美国仍在持续对中国大陆出口锦纶 6 切片。2016 年中国大陆
市场占其出口总量的比例曾高达 18.3%。2018 年至 2020 年，
美国对中国大陆出口锦纶 6 切片数量由 1800 吨增长至 4800
吨，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也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
根据《全球聚酰胺 6 和聚酰胺 66 产品供需报告》，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中国大陆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锦纶 6 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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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需求量由 2016 年的 254.5 万吨增长至 2020 年的
355.1 万吨，大幅增长了 40%，占全球需求量的比重也由 47%
持续增长至 55%。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全球需求量由 536.4
万吨增长至 643.5 万吨，增长了 107.1 万吨，其中，中国大
陆需求增量为 100.6 万吨，除中国大陆市场外的全球需求增
量仅为 6.5 万吨。在除中国大陆外的全球其他消费市场需求
已经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对美国锦纶 6 切片生产商、出口商
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其目标市场之一。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美国拥
有大量的锦纶 6 切片生产能力，并且闲置产能总体呈上升趋
势，占总产能的比例从 31%增长至 35%。美国国内市场对锦
纶 6 切片的需求略有增长，但仍有 30%以上的生产能力无法
通过国内市场进行消化，需依赖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中国
大陆占全球需求比例超过一半且保持较快增长，对美国生产
商和出口商有很强的吸引力。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中国大
陆是美国锦纶 6 切片的重要出口市场。
在反倾销措施制约下，
美国对中国大陆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仍在持续对中国大陆
出口锦纶 6 切片产品，在调查期末出口数量再次出现反弹，
中国大陆市场是其目标市场之一。美国锦纶 6 切片调查期内
对中国大陆出口仍然存在倾销，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获
取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并消化美国闲置产能，美国生产商、出
口商很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对中国大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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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
国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
生。
（二）欧盟。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0 年第 15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欧盟的
进口锦纶 6 切片存在倾销。调查机关在 2016 年第 4 号公告
中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锦纶 6 切片继续实施反倾销措
施。经期间复审，调查机关在 2017 年第 34 号公告中决定，
将朗盛德国有限公司和朗盛比利时有限公司的反倾销税税
率调整为 8.2%。目前，欧盟生产商、出口商的倾销幅度为
8.0%-23.9%。
本案中，欧盟生产商、出口商未配合调查，没有提交调
查问卷答卷，只有申请人立案后进一步补充提供了倾销幅度
情况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调查机关依据申请人立案后提交
的信息，在调整了销售条件等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认
定本次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存在
倾销。
2.欧盟锦纶 6 切片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欧盟
锦纶 6 切片产能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122.1 万吨、13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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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134.1 万吨、134.1 万吨和 134.1 万吨。同期，欧盟锦
纶 6 切片产量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91.4 万吨、94.1 万吨、
94.5 万吨、98.5 万吨和 99.9 万吨。在此期间，欧盟锦纶 6
切片存在大量闲置产能（产能-产量），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分别为 30.7 万吨、36.9 万吨、
39.6 万吨、35.6 万吨和 34.2 万吨，闲置产能占其总产能的
比例由 25%上升至 30%，又下降至 26%。这表明，欧盟拥有大
量的锦纶 6 切片生产能力，并且闲置产能总体呈上升趋势。
（2）欧盟市场需求情况。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欧盟
市场锦纶 6 切片需求量分别为 74.5 万吨、76.7 万吨、76.2
万吨、75.9 万吨和 76.1 万吨，总体呈上升趋势。同期，欧
盟锦纶 6 切片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欧盟需求量）分别为
47.6 万吨、54.3 万吨、57.9 万吨、58.2 万吨和 58.0 万吨，
占总产能的比例从 39%上升至 43%。这表明，欧盟内市场对
锦纶 6 切片的需求略有增长，但仍有 39%以上的生产能力无
法通过欧盟内市场进行消化，需依赖欧盟以外的国际市场。
（3）欧盟出口情况。
立案后，没有利害关系方提供有关出口数据的信息材
料，仅申请人提出对申请书中提供的欧盟锦纶 6 切片出口数
据进行修正，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调查机关认定申请人立案
后提供的关于欧盟锦纶 6 切片出口数量的信息为可获得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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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信息。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欧盟
锦纶 6 切片的总出口量分别为 26.2 万吨、22.4 万吨、25.2
万吨、24.5 万吨和 23.2 万吨，总出口量占其产量的比例较
大，分别为 28.7%、23.8%、26.6%、24.9%和 23.3%。这表明，
欧盟锦纶 6 切片的出口数量始终保持在 22 万吨以上，约 25%
的产量需要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口是欧盟锦纶 6 切片
的重要销售方式。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欧盟锦纶 6 切片
存在大量的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欧盟内市场对锦纶 6 切片
的需求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欧盟内市场对锦纶 6 切片的消
化能力不足，约 25%的产量需要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
口是其重要的销售方式。
3.欧盟锦纶 6 切片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情况。
前述倾销调查表明，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原产于欧
盟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出口仍然存在倾销。
根据申请人补充提交的欧盟出口数据，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欧盟向中国大陆出口锦纶 6 切
片的数量分别为 4.05 万吨、2.96 万吨、2.91 万吨、3.74 万
吨和 3.53 万吨，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15.4%、13.2%、
11.5%、15.3%和 15.2%。这表明，由于有反倾销措施的限制，
欧盟向中国大陆出口锦纶 6 切片的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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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即使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欧盟对中国大陆出口锦纶 6 切
片的数量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仍保持在 11%至 16%之间，中
国大陆是欧盟锦纶 6 切片重要的出口市场。
根据《全球聚酰胺 6 和聚酰胺 66 产品供需报告》，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中国大陆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锦纶 6 切片
消费市场，需求量由 2016 年的 254.5 万吨增长至 2020 年的
355.1 万吨，大幅增长了 40%，占全球需求量的比重也由 47%
持续增长至 55%。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全球需求量由 536.4
万吨增长至 643.5 万吨，增长了 107.1 万吨，其中，中国大
陆需求增量为 100.6 万吨，除中国大陆市场外的全球需求增
量仅为 6.5 万吨。在除中国大陆外的全球其他消费市场需求
已经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对欧盟锦纶 6 切片生产商、出口商
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其目标市场之一。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欧盟拥
有大量的锦纶 6 切片生产能力，并且闲置产能总体呈上升趋
势。欧盟内市场对锦纶 6 切片的需求略有增长，但仍有 39%
以上的生产能力无法通过欧盟内市场进行消化，需依赖欧盟
以外的国际市场。在全球其他主要消费市场已经基本饱和且
受中国大陆反倾销措施约束的情况下，欧盟锦纶 6 切片出口
市场呈萎缩趋势，但对外出口仍然是其重要的销售方式。中
国大陆占全球需求比例已超过一半且保持较快增长，对欧盟
生产商、出口商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其目标市场之一。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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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措施实施之前，中国大陆是欧盟锦纶 6 切片的重要出口市
场，在反倾销措施制约下，中国大陆仍是欧盟的重要出口市
场，欧盟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出口仍然存在倾销。如果终
止反倾销措施，为获取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并消化欧盟闲置产
能，欧盟生产商和出口商很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对中国大陆
出口。
因此，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
盟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
生。
（三）俄罗斯。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0 年第 15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俄罗斯
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5.9%-23.9%。调查
机关在 2016 年第 4 号公告中决定，对原产于俄罗斯的进口
锦纶 6 切片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措施实施期间，没有对原
产于俄罗斯的进口锦纶 6 切片进行期间复审或新出口商复
审。
立案后，俄罗斯政府提交评论意见称，申请书未以俄罗
斯原产商品价格为基础计算正常价值，而使用俄罗斯进口价
格作为计算正常价值的基础，缺乏详细证据证明其确定正常
价值的方法是合理的，也缺乏充分证据证明俄罗斯生产商的
倾销行为已恢复或继续进行。第一，申请书使用的进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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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非被调查产品。第二，申请书缺乏证据证明进口商品
用于俄罗斯国内消费，也缺乏证据证明进口价格与俄罗斯国
内市场价格是可比价格，进口商品市场是国内商品没有竞争
的一个单独的市场部分。而且，俄罗斯国内市场上进口产品
所占比重不大，因此，进口商品的价格不能反映俄罗斯市场
的价格。
对此，申请人提交评论意见称，第一，由于涉及商业秘
密，申请人无法获得俄罗斯生产商同类产品在其本土市场的
销售价格。在此情况下，申请书以俄罗斯海关统计的进口价
格为基础，来推算其同类产品国内市场价格是客观合理的。
进口产品已经进入俄罗斯市场，构成俄罗斯市场的组成部
分。俄罗斯业内各方均能了解进口价格信息，进口价格会对
俄罗斯市场各方产生影响，也必然会与俄罗斯同类产品存在
竞争关系，进口价格可以反映俄罗斯国内同类产品的市场价
格。本案中，申请人采用俄罗斯同类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来
确定正常价值符合中国反倾销法律的相关规定。第二，即使
采用结构正常价值的方法推算正常价值，俄罗斯被调查产品
也同样存在倾销。申请人进一步补充提供了用结构正常价值
方法推算的俄罗斯同类产品正常价值，并与申请书中主张的
出口价格进行比较计算倾销幅度。
调查机关注意到俄罗斯政府提出的关于申请书使用的进
口数据包含非被调查产品等导致正常价值不准确等评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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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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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机关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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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配合调查的后果，
但俄罗斯生产商、出口商仍未配合调查，未提供调查所需的
必要信息，俄罗斯政府也未提交确定有关正常价值的必要信
息。立案后，申请人进一步补充提供了用结构正常价值方法
计算的俄罗斯同类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等，并附有证
据支持。各利害关系方未对此提交评论意见。
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
关认定，申请人补充提交的信息为可获得的最佳信息。调查
机关据此认定，本次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在调整了销售条件
等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原产于俄罗斯的进口锦纶 6 切
片存在倾销。
2.俄罗斯锦纶 6 切片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俄罗
斯锦纶 6 切片产能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18.3 万吨、21.8 万
吨、21.8 万吨、21.8 万吨和 21.8 万吨。同期，俄罗斯锦纶
6 切片产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14.3 万吨、14.8 万吨、
15.4 万吨、13.1 万吨和 12.7 万吨。在此期间，俄罗斯锦纶
6 切片存在大量闲置产能（产能-产量），2016 年、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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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分别为 4.0 万吨、7.0 万吨、6.4
万吨、8.7 万吨和 9.1 万吨，闲置产能占其总产能的比例由
22%上升至 42%。这表明，俄罗斯拥有大量的锦纶 6 切片生产
能力，并且闲置产能总体呈上升趋势。
（2）俄罗斯市场需求情况。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俄罗
斯国内市场锦纶 6 切片需求量分别为 4.8 万吨、4.7 万吨、
4.7 万吨、5.1 万吨和 5.2 万吨，总体呈上升趋势。同期，
俄罗斯锦纶 6 切片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国内需求量）分
别为 13.5 万吨、17.1 万吨、17.1 万吨、16.7 万吨和 16.6
万吨，占总产能的比例从 74%上升至 76%。这表明，俄罗斯
国内市场对锦纶 6 切片的需求略有增长，但仍有 70%以上的
生产能力无法通过俄罗斯国内市场进行消化，需依赖俄罗斯
以外的国际市场。
（3）俄罗斯出口情况。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俄罗
斯锦纶 6 切片的总出口量分别为 9.5 万吨、10.1 万吨、10.7
万吨、8.0 万吨和 7.5 万吨，总出口量占其产量的比例较大，
分别为 66.4%、68.2%、69.5%、61.1%和 59.1%。这表明，俄
罗斯锦纶 6 切片的出口数量占其总产量的比例始终处于高
位，对外出口是俄罗斯锦纶 6 切片的重要销售方式。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俄罗斯锦纶 6 切
20

片存在大量的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俄罗斯国内市场对锦纶
6 切片的需求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俄罗斯锦纶 6 切片的出
口数量占其总产量的比例始终处于高位，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程度较高，对外出口是其重要的销售方式。
3.俄罗斯锦纶 6 切片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情况。
前述倾销调查表明，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原产于俄
罗斯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出口仍然存在倾销。
根据《全球聚酰胺 6 和聚酰胺 66 产品供需报告》，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俄罗斯向中国大
陆出口锦纶 6 切片的数量分别为 3.53 万吨、3.22 万吨、3.25
万吨、3.02 万吨和 3.22 万吨，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分别为
37.2%、31.9%、30.4%、37.8%和 42.9%。这表明中国大陆市
场是俄罗斯锦纶 6 切片重要的出口市场。
根据《全球聚酰胺 6 和聚酰胺 66 产品供需报告》，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中国大陆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锦纶 6 切片
消费市场，需求量由 2016 年的 254.5 万吨增长至 2020 年的
355.1 万吨，大幅增长了 40%，占全球需求量的比重也由 47%
持续增长至 55%。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全球需求量由 536.4
万吨增长至 643.5 万吨，增长了 107.1 万吨，其中，中国大
陆需求增量为 100.6 万吨，除中国大陆市场外的全球需求增
量仅为 6.5 万吨。在除中国大陆外的全球其他消费市场需求
已经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对俄罗斯锦纶 6 切片生产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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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其目标市场之一。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俄罗斯
拥有大量的锦纶 6 切片生产能力，并且闲置产能呈上升趋势。
俄罗斯国内市场对锦纶 6 切片的需求略有增长，但仍有 70%
以上的生产能力无法通过俄罗斯国内市场进行消化，需依赖
俄罗斯以外的国际市场。在全球其他主要消费市场已经基本
饱和且受中国大陆反倾销措施约束的情况下，俄罗斯锦纶 6
切片出口市场呈萎缩趋势，但对外出口仍然是其重要的销售
方式。中国大陆占全球需求比例已超过一半且保持较快增
长，对俄罗斯生产商、出口商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其目标市
场之一。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中国大陆是俄罗斯锦纶 6 切
片的重要出口市场，在反倾销措施制约下，中国大陆仍是俄
罗斯的重要出口市场，俄罗斯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出口仍
然存在倾销。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获取中国大陆市场份
额并消化俄罗斯闲置产能，俄罗斯生产商、出口商很可能继
续以倾销方式对中国大陆出口。
因此，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俄
罗斯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
生。
（四）台湾地区。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0 年第 15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台湾地
22

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4.0%-23.9%。调
查机关在 2016 年第 4 号公告中决定，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
进口锦纶 6 切片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措施实施期间，没有
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进行期间复审或新出口
商复审。
本案中，台湾地区生产商、出口商未配合调查，没有提
交调查问卷答卷，只有申请人立案后进一步补充提供了倾销
幅度情况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调查机关依据申请人立案后
提交的信息，在调整了销售条件等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
后，裁定本次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存在倾销。
2.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台湾
地区锦纶 6 切片产能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118.7 万吨、112.2
万吨、112.2 万吨、112.2 万吨和 112.2 万吨。同期，台湾
地区锦纶 6 切片产量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56.3 万吨、56.0
万吨、53.8 万吨、51.4 万吨和 46.9 万吨。在此期间，台湾
地区锦纶 6 切片存在大量闲置产能（产能-产量），2016 年、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分别为 62.4 万吨、56.2
万吨、58.4 万吨、60.8 万吨和 65.3 万吨，闲置产能占其总
产能的比例由 53%上升至 58%。这表明，台湾地区拥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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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锦纶 6 切片生产能力，并且闲置产能总体呈上升趋势。
（2）台湾地区市场需求情况。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台湾
地区市场锦纶 6 切片需求量分别为 29.9 万吨、30.0 万吨、
28.6 万吨、27.9 万吨和 25.9 万吨，总体呈下降趋势。同期，
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台湾地区需求
量）分别为 88.8 万吨、82.2 万吨、83.6 万吨、84.3 万吨和
86.3 万吨，占总产能的比例从 75%上升至 77%。这表明，台
湾地区市场对锦纶 6 切片的需求有所下降，有 70%以上的生
产能力无法通过台湾地区市场进行消化，需依赖台湾地区以
外的市场。
（3）台湾地区出口情况。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台湾
地区锦纶 6 切片的总出口量分别为 26.7 万吨、26.7 万吨、
25.7 万吨、24.0 万吨和 21.5 万吨，总出口量占其产量的比
例较大，分别为 47.4%、47.7%、47.8%、46.7%和 45.8%。这
表明，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的出口数量占其总产量的比例始
终处于高位，对外出口是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的重要销售方
式。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存在大量的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台湾地区市场对锦纶
6 切片的需求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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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量占其总产量的比例始终处于高位，对台湾地区以外市
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对外出口是其重要的销售方式。
3.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在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情况。
前述倾销调查表明，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原产于台
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出口仍然存在倾销。
根据《全球聚酰胺 6 和聚酰胺 66 产品供需报告》，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台湾地区向中国
大陆出口锦纶 6 切片的数量分别为 18.69 万吨、16.74 万吨、
14.13 万吨、6.42 万吨和 5.72 万吨，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
分别为 70.0%、62.7%、55.0%、26.8%和 26.6%。这表明，由
于有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台湾地区向中国大陆出口锦纶 6 切
片的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即使在实施反倾销措施，
在整个调查期内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出口锦纶 6 切片的数量
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仍保持在 25%以上，中国大陆是台湾地
区锦纶 6 切片重要的出口市场。
根据《全球聚酰胺 6 和聚酰胺 66 产品供需报告》，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中国大陆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锦纶 6 切片
消费市场，需求量由 2016 年的 254.5 万吨持续增长至 2020
年的 355.1 万吨，大幅增长了 40%，占全球需求量的比重也
由 47%增长至 55%。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全球需求量由
536.4 万吨增长至 643.5 万吨，增长了 107.1 万吨，其中，
中国大陆需求增量为 100.6 万吨，除中国大陆市场外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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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量仅为 6.5 万吨。在除中国大陆外的全球其他消费市
场需求已经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对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生产
商、出口商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其目标
市场之一。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台湾地
区拥有大量的锦纶 6 切片生产能力，并且闲置产能总体呈上
升趋势。台湾地区市场对锦纶 6 切片的需求呈下降趋势，有
70%以上的生产能力无法通过台湾地区市场进行消化，需依
赖台湾地区以外的市场。在全球其他主要消费市场已经基本
饱和且受中国大陆反倾销措施约束的情况下，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的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对外出口仍然是其重要的销
售方式。除中国大陆外的其他全球市场需求已经基本稳定，
中国大陆占全球需求比例已超过一半且保持较快增长，对台
湾地区生产商和出口商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其目标市场之
一。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中国大陆是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
的重要出口市场，在反倾销措施制约下，中国大陆仍是台湾
地区的重要出口市场，台湾地区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出口
仍然存在倾销。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获取中国大陆市场
份额并消化台湾地区闲置产能，台湾地区生产商、出口商很
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对中国大陆出口。
因此，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台
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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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五）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
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
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中国大陆同类产品和中国大陆产业
（一）中国大陆同类产品认定。
调查机关在 2021 年第 8 号公告规定，本次复审调查产
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与商务部 2010 年第
15 号公告中规定的产品范围一致。
调查机关在商务部 2010 年第 15 号公告和 2016 年第 4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
口锦纶 6 切片与中国大陆企业生产的锦纶 6 切片是同类产
品。
申请人主张，在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期内，原产于
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与中国
大陆生产的锦纶 6 切片产品在物理和化学性能、生产工艺、
产品用途、销售渠道等方面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没有利害关
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
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调查机关认
定，倾销进口产品与中国大陆生产的锦纶 6 切片是同类产品。
（二）中国大陆产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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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中国大陆产业是
指中国大陆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中国大
陆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长乐力恒锦纶科技有限公
司、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福建中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新
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方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岳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乐恒申合纤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建尼龙有限公司、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及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中国大陆生产
者调查问卷答卷，并主张其构成了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
的中国大陆锦纶 6 切片产业。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上述十三家答卷企业的合计产量
占同期中国大陆锦纶 6 切片总产量的比例均超过 50%。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调查机关认定，在本次
期终复审调查期内，提交答卷的中国大陆生产者福建永荣锦
江股份有限公司、长乐力恒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海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
有限公司、福建中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方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岳化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长乐恒申合纤科有限公司、杭州聚合顺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的合计产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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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中国大陆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主要部分，构成了本次反倾
销期终复审调查的中国大陆锦纶 6 切片产业，其数据可以代
表中国大陆产业情况。
六、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中国大陆产业状况。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长乐力恒锦纶科技有限公
司、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福建中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新
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方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岳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乐恒申合纤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建尼龙有限公司、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及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等向调查机关提交了中国大陆生
产者调查问卷答卷。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八条，调查
机关对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锦纶 6 切片产业的相关经济因
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具体数据详见附表。
1．表观消费量。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同类产品表观消费量分别为 254.50 万吨、288.00
万吨、330.50 万吨、345.60 万吨和 266.33 万吨。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增长 13.16% ，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14.76%，
2019 年比 2018 年增长 4.57%，2020 年 1-9 月同比增长 2.75%。
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同类产品表观消费量呈持续增长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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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2．产能。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产能分别为 171.16 万吨、174.95 万
吨、183.14 万吨、231.23 万吨和 187.01 万吨。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增长 2.21% ，
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4.68%，2019
年比 2018 年增长 26.26%，2020 年 1-9 月同比增长 7.60%。
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产能呈持续增长趋
势。
3．产量。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分别为 123.34 万吨、138.66 万
吨、158.25 万吨、185.27 万吨和 162.57 万吨。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增长 12.42% ，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14.12%，
2019 年 比 2018 年 增 长 17.07% ， 2020 年 1-9 月 同 比 增 长
22.36%。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呈持续
增长趋势。
4．销售量。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分别为 86.24 万吨、103.88 万
吨、108.98 万吨、137.28 万吨和 119.46 万吨。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增长 20.46%，
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4.9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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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 2018 年增长 25.96%，2020 年 1-9 月同比增长 23.69%。
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呈持续增长趋
势。
5．市场份额。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分别为 48.51%、48.54%、
44.72%、51.69%和 59.49%。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增加 0.03
个百分点，2018 年比 2017 年减少 3.82 个百分点，2019 年
比 2018 年增加 6.98 个百分点，2020 年 1-9 月同比增加 10.46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
除 2018 年比上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较上年或上年同
期有所增长，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6．销售价格。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加权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 10664 元/
吨、14373 元/吨、15988 元/吨、12330 元/吨和 9741 元/吨。
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增长 34.78%，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11.24%，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22.88%，2020 年 1-9 月同比
下降 24.82%，调查期末比期初下降 8.66%。损害调查期内，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加权平均销售价格先升后降，总体呈
下降趋势，损害调查期末的 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中国
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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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销售收入。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91.97 亿元、149.31
亿元、174.25 亿元、169.27 亿元和 116.36 亿元。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增加 62.35%，2018 年比 2017 年增加 16.70%，
2019 年比 2018 年减少 2.86%，2020 年 1-9 月同比减少 7.01%。
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先升后降，
损害调查期末的 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
类产品销售收入持续下降。
8．税前利润。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分别为-1.66 亿元、-1.29
亿元、1.07 亿元、-3.34 亿元和-2.59 亿元。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减亏 22.57%，2018 年扭亏为盈，2019 年再度亏损，
2020 年 1-9 月同比增亏 66.69%。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
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先增后减，总体呈下降趋势。除 2018
年以外，损害调查期内其他年份均亏损。
9．投资收益率。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分别为-1.22%、-0.85%、
0.70%、-2.12%和-1.51%。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
率除 2018 年为正外，损害调查期内其他年份均为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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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比 2016 年上升 0.37 个百分点，2018 年由负转正，
2019 年再度转为负值，2020 年 1-9 月同比下降 0.54 个百分
点。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先升
后降，总体呈下降趋势。
10．开工率。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分别为 72.06%、79.26%、
86.41%、80.12%和 86.94%。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增加 7.20
个百分点，2018 年比 2017 年增加 7.15 个百分点，2019 年
比 2018 年减少 6.29 个百分点，2020 年 1-9 月同比增加 10.49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除
2019 年比上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较上年或上年同期有
所增长，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11．就业人数。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分别为 2497 人、2583 人、
2627 人、2792 人和 2728 人。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增加
3.45%，2018 年比 2017 年增加 1.70%，2019 年比 2018 年增
加 6.28%，2020 年 1-9 月同比减少 1.84%。损害调查期内，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先增后减，总体呈波动增加
趋势。
12．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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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493.93 吨/人、
536.76 吨/人、602.33 吨/人、663.49 吨/人和 596.02 吨/
人。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提高 8.67%，2018 年比 2017 年
提高 12.22%，2019 年比 2018 年提高 10.15%，2020 年 1-9
月同比提高 24.65%。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
劳动生产率呈持续增长趋势。
13．人均工资。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 69630 元/
人、79859 元/人、91716 元/人、99753 元/人和 68606 元/
人。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增加 14.69%，2018 年比 2017 年
增加 14.85%，2019 年比 2018 年增加 8.76%，2020 年 1-9 月
同比增加 4.44%。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员
工人均工资呈持续增长趋势。
14．期末库存。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分别为 5.23 万吨、3.96 万
吨、5.70 万吨、6.67 万吨和 15.23 万吨。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减少 24.23%，2018 年比 2017 年增加 43.99%，2019 年比
2018 年增加 17.00%，2020 年 1-9 月同比增加 86.36%。损害
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除 2017 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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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有所下降外，2018 年至调查期末持续上升，总体呈波动
上升趋势。
15．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13.08 亿元、
-19.97 亿元、-12.18 亿元、-11.41 亿元和-5.87 亿元。其
中 2017 年比 2016 年净流出增加 52.60%，2018 年比 2017 年
净流出减少 38.98%，2019 年比 2018 年净流出减少 6.38%，
2020 年 1-9 月同比净流出增加 651.73%。损害调查期内，中
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始终为负。
16．投融资能力。
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融
资能力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影响。
调查机关对中国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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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产业获
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市场需
求持续增长，带动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产量、销
售量呈持续增长趋势，市场份额、就业人数呈波动上升趋势，
劳动生产率、人均工资等劳动生产相关指标持续增加。2016
年至 2018 年，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保持上涨趋
势，销售收入、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同步增长或上升，2018
年税前利润和投资收益率由负转正，生产经营状况有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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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大陆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仍然
不稳定。
调查机关同时注意到，中国大陆产业虽然在 2018 年扭
亏为盈，但 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
品销售价格持续大幅下滑，销售收入、税前利润、投资收益
率减少或下降，并再度出现亏损，期末库存持续增加，就业
人数在调查期末也有所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始终为
负。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在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仍
处于生产经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状态，容易受到倾
销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
（二）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大陆产业的可能影响。
调查机关在 2010 年第 15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美国、
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之间，以及其与
中国大陆产业生产的同类产品之间竞争条件基本相同。调查
机关在 2016 年第 4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美国、欧盟、俄
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之间，以及其与中国大陆
产业生产的同类产品之间竞争条件未发生变化。在本次复审
调查中，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也没有证据显
示上述竞争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调查机关在评估美
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数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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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价格时，将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合并进行考
虑。
1．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为基础经计算后，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倾销进口
产品数量分别为 28.23 万吨、23.65 万吨、20.46 万吨、13.39
万吨和 10.17 万吨，占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分别为 11.09%、
8.21%、6.19%、3.88%和 3.82%。反倾销措施实施以后，倾销
进口产品的数量和市场份额均呈逐年下降趋势，表明美国、
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生产商/出口商以倾销方式向中国
大陆大量出口锦纶 6 切片的行为在损害调查期内得到一定程
度的抑制。
前述倾销部分调查结果表明，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
锦纶 6 切片合计产能分别为 353.5 万吨、359.4 万吨、362.5
吨、362.5 万吨和 362.5 万吨；产量分别为 227.5 万吨、227.2
万吨、227.4 万吨、222.9 万吨和 220.9 万吨；闲置产能分
别为 126 万吨、132.2 万吨、135.1 万吨、139.6 万吨和 141.6
万吨；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35.64%、36.78%、
37.27%、38.51%和 39.06%。同期，四国（地区）锦纶 6 切片
的需求量分别为 167.6 万吨、170.3 万吨、169.5 万吨、169.3
万吨和 169.1 万吨，可供出口的能力分别为 185.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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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 万吨、193 万吨、193.2 万吨和 193.4 万吨，合计可
供出口产能占其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52.59%、52.62% 、
53.24%、53.30%和 53.35%，占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扩大出口
能力。
中国大陆是全球锦纶 6 切片最大的消费市场且需求持续
增长，对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锦纶 6 切片生产
商/出口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损害调查期内，在采取反倾
销措施的情况下，四国（地区）锦纶 6 切片的生产商/出口
商仍在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陆市场出口锦纶 6 切片，对中国
大陆的出口数量占其总出口数量的比例仍然维持在 11%-21%
的水平，表明中国大陆市场是四国（地区）锦纶 6 切片生产
商的出口目标市场之一。可以合理预见，如果取消反倾销措
施，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可能大量增加。
2．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
成的影响。
调查机关在商务部 2010 年第 15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
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价格下降，
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在本次复审中，中国大陆产业主张，在产品质量、下游
用途、销售渠道等无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下，如果终止反倾销
措施，倾销进口产品可能会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产
生压低和抑制作用。在本次复审调查中，没有利害关系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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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出不同意见。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为基础经计算后，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倾销进口
产品的加权平均进口价格分别为 1591 美元/吨、2115 美元/
吨、2399 美元/吨、1950 美元/吨和 1511 美元/吨。按当年
汇率和进口关税调整后的人民币进口价格分别是 11251 元/
吨、15199 元/吨、16889 元/吨、14320 元/吨和 11253 元/
吨。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上涨 35.09%，2018 年比 2017 年
上涨 11.12%，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15.21%，2020 年 1-9
月比上年同期下降 23.02%。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价
格呈先涨后降趋势，调查期末大幅下降至期初水平。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加权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 10664 元
/吨、14373 元/吨、15988 元/吨、12330 元/吨和 9741 元/
吨。其中 2017 年比 2016 年上涨 34.78%，2018 年比 2017 年
上涨 11.24%，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 22.88%，2020 年 1-9
月比上年同期下降 24.82%。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
类产品价格呈先涨后降趋势，调查期末大幅下降，低于期初
水平。
如前所述，倾销进口产品与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在物
理特征和化学特性、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
客户群体、产品可替代性、消费者和生产者评价等方面基本
39

相同，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存在相互竞争关系，而且竞争条件
基本相同。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
未有证据显示上述竞争条件将会发生变化。
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和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
的价格波动趋势基本一致，均先涨后降，表明二者产品价格
之间存在联动性，价格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即使有
反倾销措施的实施，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生产
商/出口商仍在用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陆市场出口。如果取消
反倾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的生产商/出口商很可能继续或
再度采用倾销手段，进一步降低价格来获得中国大陆市场，
消化其大量的闲置产能，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并可能对中国大陆产业造成不利影响。
损害调查期内 2016 年至 2018 年，中国大陆产业虽有所
恢复和发展，但 2019 年至 2020 年 9 月，中国大陆产业同类
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下降，销售收入、税前利润和投资收益率
持续减少或下降，生产经营再度出现亏损，期末库存持续增
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始终为负，呈较为明显的脆弱状
态。调查机关认为，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价
格可能进一步降低、数量可能大量增加，对中国大陆产业同
类产品价格将进一步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中国大陆产业盈利
能力和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大陆产业遭受的损害可能
继续或再度发生。
（三）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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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和 2022 年 4 月，俄罗斯政府提交评论认为，
第一，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相关经济指标呈积极的发展趋
势，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大陆产业再次受到损害。第二，没有
证据证明中国大陆产业相关经济指标的变化与倾销进口产
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新冠肺炎疫情、产能扩张等其他因素
对中国大陆产业的影响不应归咎于俄罗斯商品的进口。
中国大陆产业提交评论认为，第一，期终复审需要证明
的不是措施实施期间产业继续受到损害，而是如果取消措施
损害是否会继续或再度发生。第二，俄罗斯政府忽视和回避
了调查期内反倾销措施的继续实施对中国大陆产业产生的
积极影响和作用。第三，中国大陆产业经营状况并不稳定，
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相关经济指标呈积极的发展趋势不能否
定将来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第四，新冠肺炎疫情、
产能扩张等其他因素不能否定倾销进口产品可能会导致中
国大陆产业继续或再度遭受损害。
调查机关认为，本次复审主要考察倾销和损害是否会继
续或再度发生。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第一，根据 13 家
中国大陆产业答卷企业的合并数据，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大
陆产业的产能、产量、销量、市场份额、销售收入、就业人
数和工资等经济指标虽呈总体上升趋势，但经营状况并不稳
定，销售价格、销售收入、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呈先涨后
降趋势，中国大陆产业除 2018 年扭亏为盈外，其余年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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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亏损状态，表明中国大陆产业仍处于较脆弱的状态，容
易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第二，相关证据表明，
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锦纶 6 切片生产商、出口
商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且闲置产能较大，如果
终止反倾销措施，其可以随时释放产能，继续或再度采取倾
销手段，并可能通过倾销来获得中国大陆市场，倾销进口产
品数量可能会大量增加，并对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
成不利影响，导致中国大陆产业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恶化，
中国大陆产业遭受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第三，新冠
肺炎疫情、产能扩张等其他因素可能会对中国大陆产业生产
经营造成一定影响，但不能否定中国大陆产业处于生产经营
仍不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弱状态。
2022 年 4 月，俄罗斯政府提交评论意见提出，根据中国
纤维信息网统计数据，2011 年到 2021 年，中国大陆锦纶 6
切片出口从 5.4 万吨增加至 25.6 万吨，应对其影响予以考
虑。
调查机关注意到俄方意见并予以了充分考虑。评论意见
中出口数据的时间段超出损害调查期，并非是答卷企业数
据。根据 13 家中国大陆产业答卷企业的合并数据，2016 年、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中国大陆产业
同类产品出口量分别为 1.53 万吨、 1.38 万吨、 1.56 万吨、
2.47 万吨和 1.61 万吨,占同期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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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分别为 1.24％、0.99％、0.99％、1.33％和 0.99％。
调查机关认为，上述数据显示，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同
类产品出口量较小，占同期总产量比例较小，出口对中国大
陆产业有关经济指标影响较小，不能否定中国大陆产业处于
生产经营仍不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弱状态的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决定不接受俄罗斯政府的上述主张。
（四）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
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对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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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产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锦纶 6 切片倾
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中国大陆产业受到的损害可能继续
或再度发生。

附：锦纶 6 切片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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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锦纶 6 切片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项

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9 年 1-9 月

2020 年 1-9 月

225.20

265.30

305.30

323.50

242.63

250.95

-

17.81%

15.08%

5.96%

-

3.43%

254.50

288.00

330.50

345.60

259.20

266.33

-

13.16%

14.76%

4.57%

-

2.75%

28.23

23.65

20.46

13.39

10.02

10.17

变化率

-

-16.23%

-13.47%

-34.55%

-

1.53%

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

11.09%

8.21%

6.19%

3.88%

3.87%

3.82%

变化（百分点）

-

-2.88%

-2.02%

-2.32%

-

-0.05%

1,591

2,115

2,399

1,950

2,003

1,511

-

32.97%

13.38%

-18.72%

-

-24.58%

11,251

15,199

16,889

14,320

14,618

11,253

-

35.09%

11.12%

-15.21%

-

-23.02%

171.16

174.95

183.14

231.23

173.80

187.01

-

2.21%

4.68%

26.26%

-

7.60%

123.34

138.66

158.25

185.27

132.86

162.57

变化率

-

12.42%

14.12%

17.07%

-

22.36%

开工率

72.06%

79.26%

86.41%

80.12%

76.44%

86.94%

变化（百分点）

-

7.20%

7.15%

-6.29%

-

10.49%

86.24

103.88

108.98

137.28

96.58

119.46

变化率

-

20.46%

4.91%

25.96%

-

23.69%

同类产品市场份额

48.51%

48.54%

44.72%

51.69%

49.03%

59.49%

变化（百分点）

-

0.03%

-3.82%

6.98%

-

10.46%

91.97

149.31

174.25

169.27

125.14

116.36

-

62.35%

16.70%

-2.86%

-

-7.01%

10,664

14,373

15,988

12,330

12,957

9,741

-

34.78%

11.24%

-22.88%

-

-24.82%

-1.66

-1.29

1.07

-3.34

-1.55

-2.59

中国大陆总产量
（万吨）
变化率
表观消费量
（万吨）
变化率
被调查产品进口量
（万吨）

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
（美元/吨）
变化率
被调查产品含税价格
（元/吨）
变化率
产能
（万吨）
变化率
产量
（万吨）

销售量
（万吨）

销售收入
（亿元）
变化率
销售价格
（元/吨）
变化率
税前利润
（亿元）

44

变化率

-

22.57%

183.25%

-412.11%

-

-66.69%

投资收益率

-1.22%

-0.85%

0.70%

-2.12%

-0.97%

-1.51%

变化（百分点）

-

0.37%

1.54%

-2.81%

-

-0.54%

-13.08

-19.97

-12.18

-11.41

-0.78

-5.87

-

-52.60%

38.98%

6.38%

-

-651.73%

5.23

3.96

5.70

6.67

8.17

15.23

-

-24.23%

43.99%

17.00%

-

86.36%

2,497

2,583

2,627

2,792

2,779

2,728

-

3.45%

1.70%

6.28%

-

-1.84%

69,630

79,859

91,716

99,753

65,690

68,606

-

14.69%

14.85%

8.76%

-

4.44%

493.93

536.76

602.33

663.49

478.15

596.02

-

8.67%

12.22%

10.15%

-

24.65%

现金流量净额
（亿元）
变化率
期末库存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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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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