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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是否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
地位” 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

胡建国

内容提要:随着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的日渐临近ꎬ关于欧盟能否如期以及如何给予中

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法律与政策争论日益升温ꎮ 其最终结果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
经济和法律因素ꎮ «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的模糊规定留下了巨大的法律争论空间ꎬ
« 里斯本条约» 生效后欧洲议会介入立法程序也导致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
进一步复杂化和政治化ꎬ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中美欧关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能过
剩和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等ꎮ 欧盟需要在遵守欧盟法律和 ＷＴＯ 规则的前提下寻找某些
替代性保护措施ꎬ以便在尊重法治与迎合保护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ꎮ 对此ꎬ中国政府和
企业应该采取“ 两手准备、有所作为” 的策略ꎮ 一方面ꎬ做好法律诉讼准备ꎬ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择机提起 ＷＴＯ 诉讼或者欧盟法院诉讼ꎻ另一方面ꎬ采取外交、法律、经济等
手段敦促欧盟根据 ＷＴＯ 规则如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或者改变对华反倾销中的正
常价值计算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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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ꎮ 作为一项重要的加入

条件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 下称« 中国加入议定书» ) 第 １５ 段
允许其他 ＷＴＯ 成员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 非市场经济” ( Ｎｏｎ －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ＮＭＥ) 方法计算正常价值ꎻ第 １５ 段规定了 １５ 年的过渡期ꎬ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到

∗ 本文获得外交部欧洲司中欧关系研究“ 指南针计划” 项目“ 欧盟贸易政策及决策程序” 和中国法学会 ２０１４
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一般项目“２０１６ 年后涉华反倾销中的正常价值认定问题研究” ( 项目批准号:ＣＬＳ( ２０１４)
Ｃ４９) 的资助ꎮ 无论欧盟最终是否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本文的写作旨在提供一个样本分析ꎬ通过这个案例
来阐析影响中欧关系的具体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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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ꎮ 此即所谓的“ 非市场经济条款” ꎬ是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争论的法律根源ꎮ① 随
着 １５ 年过渡期行将结束ꎬ关于欧盟能否如期以及如何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法

律与政策争论日益升温ꎮ 欧盟委员会正在积极推动解决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ꎬ②
但欧盟各个机构、成员国、产业组织或协会等利益攸关方态度不一ꎮ 本文拟从法律、政
治和经济等角度分析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相关问题ꎬ并就中国政府和企
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提出具体对策和建议ꎮ

一

«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的模糊规定留下了法律争论空间

«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是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的法律根源ꎬ其中第 １５

段( ｄ) 项第二句关于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方法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１５ 年后到期的
模糊规定引发了广泛争论ꎮ

( 一) 争议巨大的«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

«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 ａ) 项授权其他 ＷＴＯ 成员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采取

非市场经济方法计算正常价值ꎻ第 １５ 段前言规定 ＷＴＯ 反倾销一般制度适用于中国ꎬ
但应符合( ａ) 项规定ꎮ ( ａ) 项前言规定ꎬＷＴＯ 各成员应该根据( ａ) ( ｉ) 项和( ａ) ( ｉｉ) 项

之规定确定正常价值ꎬ使用被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ꎬ或者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
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ꎮ ( ａ) ( ｉ) 项规定ꎬ如果被调查企业能够明确证明
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ꎬ则该 ＷＴＯ

进口成员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ꎬ应当使用被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ꎮ ( ａ) ( ｉｉ) 项

规定ꎬ如果被调查企业不能明确证明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
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ꎬ则该 ＷＴＯ 进口成员可以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
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ꎮ 第 １５ 段( ｄ) 项第二句规定:无论如何ꎬ( ａ) ( ｉｉ) 项的规定应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１５ 年后终止ꎮ

尽管 ＷＴＯ 上诉机构在欧共体紧固件案中给出了明确的说法ꎬ即第 １５ 段( ａ) 项应

①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本质上只与反倾销调查中的正常价值认定有关ꎮ 尽管«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
并不一定与“ 市场经济地位” 提法有关ꎬ为行文便利ꎬ本文仍旧使用“ 市场经济地位” 一词ꎮ
② 许多 ＷＴＯ 成员已经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但不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印度等主要贸易伙
伴ꎮ 根据美国法律ꎬ美国商务部有权指定或撤销一个国家的 ＮＭＥ 身份ꎮ 美国商务部倾向于不自动承认中国的
“ 市场经济地位” 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美国在 ＷＴＯ 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上明确表示ꎬ« 中国加入议定书» 相关条
款的到期并不要求 ＷＴＯ 各成员 ２０１６ 年底在反倾销调查中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ꎮ 因此争取美国尽早给予中国
“ 市场经济地位” 的希望不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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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终止适用ꎬ但是ꎬ国际贸易律师伯纳德奥康纳 ２０１１ 年发表
的文章“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自动的” ꎬ① 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关于中国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能否自动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 的持续争论ꎮ②

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方法继续适用论者的核心主张和推理可以概括为:第一ꎬ第 １５

段( ａ) 项ꎬ特别是( ａ) 项前言是授权其他 ＷＴＯ 成员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非市场经
济方法的法律基础ꎻ第二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第 １５ 段( ｄ) 项第二句仅仅终止了第

１５ 段( ａ) ( ｉｉ) 项ꎬ第 １５ 段( ａ) 项前言和( ａ) ( ｉ) 项仍然有效ꎻ第三ꎬ根据条约有效解释原

则ꎬ这些继续有效的条款必须具有某种意义ꎬ因此可以继续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
某种替代形式的非市场经济方法ꎬ例如举证责任倒置ꎬ即在申请人证明应诉企业所在
行业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ꎮ
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方法自动终止论者则针锋相对ꎬ提出了自己的核心主张和推
理:第一ꎬ第 １５ 段( ａ) 项规定了 ＷＴＯ 反倾销一般制度的例外ꎬ第 １５ 段( ａ) ( ｉｉ) 项是授

权其他 ＷＴＯ 成员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的唯一法律依据ꎻ第二ꎬ
由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第 １５ 段( ａ) ( ｉｉ) 项到期ꎬ因此不得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继
续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ꎬ否则将会违背条约有效解释原则ꎬ致使第 １５ 段( ｄ) 项第二句

规定的 １５ 年过渡期没有意义ꎻ第三ꎬ鉴于第 １５ 段( ａ) 项的例外性质ꎬ所谓的举证责任
倒置主张仅仅是一种在第 １５ 段中找不到文本支撑的推论ꎮ
( 二) 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之间的法律分歧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都对«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进行了自己的法律评估ꎬ

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欧盟委员会法务部门给出了自己的评估结
论ꎬ认为应该在 ２０１６ 年年末正式确认中国的“ 市场经济地位” ꎮ③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欧洲议会法务部门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

法律分析报告ꎬ得出三点结论:(１)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ꎬＷＴＯ 各成员依据第 １５ 段
( ａ) ( ｉｉ) 项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适用并非基于中国价格的替代方法确定正常价值的一

般能力不再有效ꎻ(２) 不能排除的是ꎬ如果可以证明相关产业仍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ꎬ
①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Ｏ’ Ｃｏｎｎｏｒꎬ “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Ｎｏ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ꎬ ＶＯＸꎬ ２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② 争论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持续至今ꎮ « 全球贸易与关税杂志» (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刊发了 １５ 篇文章专门讨论«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的解释问题ꎬ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方法自动终止论与继续适
用论针锋相对ꎬ涉及第 １５ 段解释的各个方面ꎬ从文本、上下文、目的和宗旨到欧共体紧固件案上诉机构裁决、谈判
史等ꎬ争论异常激烈ꎮ
③ “欧盟律师:明年应确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ꎬ华尔街日报中文网ꎬ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ｃｎ.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２１９１５８ꎬ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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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和« 反倾销协定» 一般制度项下可以利用的工具并不允许在确定价格

可比性时考虑这一情况ꎬ第 １５ 段( ａ) 项导入条款可被解释为允许采取替代性方法ꎻ
(３) 第 １５ 段( ａ) ( ｉｉ) 项到期后需要修改欧盟的立法和行政框架ꎮ 这些改变需要确保对
中国适用 ＷＴＯ 的一般制度ꎬ或者ꎬ如果认为由于市场经济缺乏进展而有此必要ꎬ确保
提供的解决办法基于对第 １５ 段( ａ) 项导入条款的替代性解释ꎮ① 因此ꎬ欧洲议会法务
部门得出了不同于欧盟委员会法务部门的意见ꎬ认为«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并未

规定欧盟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必须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或者也没有清楚
地表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必须使用何种方法确定正常价值ꎮ

二

欧盟反倾销法律和修法程序提供了各方博弈的法律框架

从欧盟法的角度看ꎬ如果欧盟决定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欧盟需要通过普通

立法程序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ꎬ这提供了各方博弈的基本法律框架ꎮ
( 一) 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需要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

欧盟现行反倾销法是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２５ / ２００９ 号反倾销条例ꎬ后经三次修改ꎮ 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 号条例对现行反倾销法进行了编撰ꎬ② 成为欧盟反倾销的法律基础
( 下称反倾销基本条例) ꎮ 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 ７) 条( ｂ) 项给予“ 中国、越南、哈萨克
斯坦③以及是 ＷＴＯ 成员的非市场经济国家” 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待遇ꎮ 第 ２(７) 条( ｂ)

项是中国在欧盟反倾销调查中获得有条件市场经济待遇的法律基础ꎬ也是欧盟在对华
反倾销调查中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确定正常价值的法律基础ꎮ 因此ꎬ如果欧盟打算给
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需要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７) 条( ｂ) 项ꎬ删除( ｂ) 项中的
“ 中国” 二字ꎮ

( 二) 欧盟法律修改程序导致各方深度博弈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５ 年欧盟分别给予俄罗斯和乌克兰市场经济地位时« 里斯本条约»

尚未生效ꎬ欧盟理事会较为容易地修改了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 ７) 条( ｂ) 项的相关内
容ꎮ « 里斯本条约» 生效后ꎬ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需要采用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
① “ Ｔｈｅ ＥＵ Ｈａｓ ｔｏ Ｍｏｄｉｆｙ Ｉｔｓ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ꎬ Ｓａｙｓ ＥＰ Ｌｅｇａ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ꎬ ＥＵ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１５.
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０３６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
ｇａｉｎｓｔ Ｄｕｍｐ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ꎬ ＯＪ Ｌ １７６ꎬ ３０.６.２０１６.
③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哈萨克斯坦以市场经济体身份加入 ＷＴＯꎬ但欧盟仍将其与中国、越南并列并给予有
条件的市场经济待遇ꎬ涉嫌违反 ＷＴＯ 规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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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立法程序ꎮ① 由于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都会介入反倾销基本条例

的修改ꎬ随着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的日益临近ꎬ欧盟部分产业和其他利益集团加大了对
上述机构的游说力度ꎬ欧洲议会中代表不同利益的各个党团活动频繁ꎬ欧盟部分成员
国也表达 了 各 自 立 场ꎮ 同 时ꎬ 美 国 试 图 在 « 跨 大 西 洋 贸 易 与 投 资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ＴＴＩＰ) 谈判中要求欧盟考虑是否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问题ꎬ并且得到了欧盟
方面的回应ꎮ 全球钢铁产能过剩使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政治
化ꎮ

三

影响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主要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

欧盟是否以及如何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和
法律因素ꎮ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ꎮ 例如ꎬ«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的模糊
规定为反对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利益攸关方提供了看起来强有力的一项法律
主张ꎮ② 又如ꎬ关于欧盟反倾销成本调整的第一个 ＷＴＯ 案件( 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
反倾销措施案③) 的最终裁决结果直接决定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能否合法地
采取最为有效的替代性保护措施ꎬ而这又会影响对于寻求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的安
抚ꎬ并最终影响能否通过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ꎮ
( 一) 中欧关系与美欧关系

中欧关系无疑成为欧盟考虑是否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从
贸易角度看ꎬ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贸易体ꎬ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ꎬ欧
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日均贸易流动超过 １０ 亿欧元ꎮ④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对欧盟 ２８ 国的出口总额达到 ３６３４ 亿美元ꎮ⑤ 与此同时ꎬ中国是欧盟反倾销

①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ꎬ欧盟委员会议(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就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进行了方向
性争论ꎮ 关于欧盟内部法律程序ꎬ欧盟委员会议认为针对任何国家改变计算倾销幅度的方法都需要修改欧盟反
倾销规则ꎮ 需要根据普通立法程序修改欧盟反倾销规则ꎬ即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根据委员会建议做出决定ꎮ
Ｓｅ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② 反对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利益攸关方的第二项核心法律主张是中国没有满足欧盟的市场经济
标准ꎮ 但是ꎬ国内法不应作为不履行 ＷＴＯ 国际义务的理由ꎮ
③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ｆｒｏｍ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 ＤＳ４７３)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ｅ / ｃａｓｅｓ＿ｅ / ｄｓ４７３＿ｅ.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④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ｕｓꎬ ２０１６ / ２６６７( ＲＳＰ) .
⑤ 参见商务部欧洲司: “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欧洲 国 家 贸 易 统 计 表” ꎬ ｈｔｔｐ: / / ｏｚ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ｏｊｍｇｘ /
ｄａｔｅ / ２０１６０２ / 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２５１１１４.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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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最大目标国ꎮ① 从投资角度看ꎬ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在欧盟各国实施了

１０００ 多个项目和收购活动ꎬ总价值超过 ４６０ 亿欧元ꎬ其中英国和德国吸引中国投资排
名前两位ꎮ②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对欧投资同比跃升 ４４％ꎬ达 ２００ 亿欧元ꎮ③ 中国对欧盟投

资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超过了欧盟对中国投资ꎬ中国市场也是许多欧盟产业和品牌的主要
盈利引擎ꎮ④ 目前ꎬ中国与欧盟双边投资条约谈判已进行了 １２ 轮ꎬ仍在商讨条约文
本ꎮ 欧盟因此有必要妥善处理好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ꎬ促进中欧双边经贸关系
的良性发展ꎮ 英国退欧导致欧盟内部少了一个主张自由贸易以及给予中国“ 市场经
济地位” 的坚定支持者ꎬ但强化了中欧经贸关系的重要性ꎬ因为欧盟此时可能更需要
中国ꎮ 如果欧盟不能如期放弃非市场经济方法ꎬ势必影响中欧经贸关系当前良好的发
展态势ꎬ例如可能导致中欧 ＷＴＯ 诉讼、贸易摩擦增加ꎬ乃至影响包括中欧双边投资条
约谈判在内的中欧经贸合作ꎮ

中国政府早在十多年前就敦促欧盟尽快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ꎮ⑤ ２００３ 年中

国向欧盟提出“ 市场经济地位” 请求并提交了相关证据ꎮ 欧盟委员会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关于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的报告均认为中国仍未满足欧盟的市场经济标准ꎮ
此后中国与欧盟未就“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展开磋商ꎮ 中国转而对欧盟反倾销法及相
关反倾销措施提起 ＷＴＯ 诉讼ꎬ⑥并成功迫使欧盟通过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废除了与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密切相关的所谓“ 一国一税” 制度ꎮ⑦ 此外ꎬ中国在欧共体紧固

件案执行之诉中成功挑战了欧盟 ＮＭＥ 反倾销调查中的一些做法ꎬ例如要求反倾销调
查当局向应诉企业分享替代国生产商提供的非机密信息、在比较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

① 欧盟当前有效的 ７３ 项反倾销措施中有 ５６ 项适用于中国进口产品ꎮ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ｕｓꎬ ２０１６ / ２６６７( ＲＳＰ) .
② 参见 “ 德媒:中国投资浪潮正在席卷欧洲 １４ 年投了 ４６０ 亿” ꎬ环球网ꎬｈｔｔｐ: /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５－０６ / ６７８４４４７.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４ 日访问ꎮ
③ 参见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欧盟投资达 ２００ 亿欧元 较 ２０１４ 年上升 ４４％” ꎬ全球纺织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ｎｃ. ｃｏｍ.
ｃｎ / ｉｎｆｏ / ｃ－０１２００４－ｄ－３５６２７８１.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④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ｕｓꎬ ２０１６ / ２６６７( ＲＳＰ) .
⑤ 参见“ 外 交 部 就 欧 盟 不 给 予 中 国 市 场 经 济 地 位 等 答 问 ” ꎬ 人 民 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ｓｈｉｚｈｅｎｇ / １０２７ / ２６０５６２０.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⑥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ｒｏｎ ｏｒ Ｓｔｅｅｌ Ｆａｓｔｅｎ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ＤＳ３９７)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ｅ / ｃａｓｅｓ＿ｅ / ｄｓ３９７＿ｅ.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ꎻ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ｏｏｔｗｅａｒ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ＤＳ４０５)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
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ｅ / ｃａｓｅｓ＿ｅ / ｄｓ４０５＿ｅ.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⑦ Ｓｅ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Ｕ) Ｎｏ ７６５ / ２０１２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Ｃ) Ｎｏ １２２５ / ２００９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ｕｍｐ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ＯＪ Ｌ ２３７ / １ꎬ ３.９.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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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能需要调整中国与替代国之间的制度性差异对正常价值认定产生的影响ꎮ① 总
体来说ꎬ这些 ＷＴＯ 诉讼进一步压缩了欧盟对华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方法的滥用空间ꎮ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在欧盟讨论是否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的背景下ꎬ中国

领导人②、外交部、商务部等多次公开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第一ꎬ是否给予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与履行«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条义务没有关联ꎻ第二ꎬ世贸组织成员应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终止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 替代国” 做法ꎮ 这是世贸组织所
有成员都应遵守的国际条约义务ꎬ不取决于任何成员的国内标准ꎮ 无论是否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ꎬ欧盟作为世贸组织成员ꎬ都有履行«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条的法律
义务ꎮ③ 中国政府当前的目标是寻求美欧等 ＷＴＯ 成员如期终止非市场经济方法ꎬ不
强求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 ꎮ

④

美欧关系亦会影响到欧盟是否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ꎮ 从经济角度看ꎬ如欧

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中国产品将享有与其他 ＷＴＯ 成员相同的待遇ꎬ有利于
中国产品出口至欧盟ꎮ 在欧盟市场上ꎬ中国产品将获得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ꎬ欧盟产
品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 ＷＴＯ 成员的产品将面临一定的竞争压力ꎮ 这导致美国
相关产业反对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极力游说美国政府对欧盟机构施压ꎬ要
求欧盟在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时考虑对美国产业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ꎬ甚至要
求将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问题与“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ＴＴＩＰ) 谈判挂钩ꎮ 同时ꎬ由于美国可能拒绝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由此产生“ 贸
易转移” 效应ꎬ即对美出口面临反倾销壁垒的中国产品转而出口至欧盟ꎮ 欧盟相关产
业从业者据此主张:如果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拒绝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
地位” ꎬ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将会导致欧盟成为“ 倾销基地” ꎬ从而对欧盟产
业和就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ꎮ 从国际角度看ꎬ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将会
在多边层面进一步孤立美国ꎬ导致美国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ꎮ 正因如此ꎬ美国部分产
业代表和一些国会议员、欧洲议会和某些产业代表多次呼吁美欧在给予中国“ 市场经
① Ｓ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ꎬ“ ＥＣ－ａｓｔｅｎｅｒ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１.５) ” ꎬ ＷＴ / ＤＳ３９７ / ＡＢ / ＲＷꎬ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１８ Ｊａｎ￣
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② 据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报道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
尔会见、会谈时都强调:希望德国及欧盟如期履行«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条所承诺的义务ꎮ 参见 “ 中国领导人
为何一 再 督 促 美 欧 如 期 终 止 ＷＴＯ 第 １５ 条 内 容?” ꎬ 央 广 网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ｃｎｒ.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０６１５ / ｔ２０１６０６１５ ＿
５２２４０２４３０.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③ 参见外交部:“ 王毅:请遵守承诺” 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ｔ１３６３６７７.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④ 叶斌:“ 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看欧盟如何履行国际义务” ꎬ« 学习时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第 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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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地位” 方面进行合作ꎮ 欧洲议会« 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决议» 要求“ 委员会与欧
盟主要贸易伙伴进行协调反对单边地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ꎮ①
( 二) 主要法律因素

影响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主要法律因素包括:第一ꎬ欧盟需要遵守
ＷＴＯ 规则和欧盟法律ꎻ第二ꎬ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可能与贸易防御工具现代
化问题挂钩ꎮ

(１) 欧盟需要遵守 ＷＴＯ 规则与欧盟法律

首先ꎬ欧盟需要遵守 ＷＴＯ 规则ꎮ 尽管«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的模糊规定引

发了巨大争议ꎬ但是ꎬ一旦启动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ꎬ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极有可能判定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其他 ＷＴＯ 成员不得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继续使用替代国方
法ꎮ 实际上ꎬ上诉机构在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案中已经判定ꎬ第 １５ 段( ａ) 项之规定( 也
就是允许其他 ＷＴＯ 成员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的条款) 在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 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后到期ꎮ②

其次ꎬ欧盟需要遵守欧盟法律ꎮ 具体而言ꎬ欧盟需要遵守旨在实施« 中国加入议

定书» 第 １５ 段的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７) 条ꎮ 在这方面ꎬＡｒｍｅｎａｌ 诉理事会案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５ 日ꎬ亚美尼亚以“ 市场经济国家” 身份正式加入 ＷＴＯꎮ 但
欧盟反倾销法一直将亚美尼亚视为“ 非市场经济国家” ꎻ由于是 ＷＴＯ 成员ꎬ亚美尼亚
可以根据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 ７) 条( ｂ) 项享受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待遇ꎮ 本案原告
Ａｒｍｅｎａｌ 公司是一家在亚美尼亚境内设立的铝制品制造商和出口商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对亚美尼亚、巴西和中国原产铝箔征收最终反倾销税的第 ９２５ /

２００９ 号条例ꎮ 欧盟理事会根据第 １２２５ / ２００９ 号条例第 ２(７) 条( ｂ) 项在争议反倾销调
查中给予原告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待遇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原告向欧盟综合法院提起的诉讼获得立案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综合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ꎮ 综合法院认为ꎬ在通过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

(７) 条时ꎬ欧盟立法机关旨在实施« 反倾销协定» 第 ２ 条以及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 ６.１ 条第二

项补充条款创设的特定义务ꎮ 因此ꎬ法院有义务根据 ＷＴＯ 协定规则审查反倾销基本
条例第 ２(７) 条的合法性ꎮ③ 欧盟委员会在上诉中提出ꎬ综合法院错误解释了 Ｎａｋａｊｉ￣

２８９.

①
②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ｕｓꎬ ２０１６ / ２６６７( ＲＳＰ) .
Ｓ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ꎬ “ ＥＣ －Ｆａｓｔｅｎｅｒｓ” ꎬ ＷＴ / ＤＳ３９７ / ＡＢ / Ｒꎬ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１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 ｐａｒａ.

③

Ｓｅ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ｒｔꎬ Ｒｕｓａｌ Ａｒｍｅｎａｌ ｖ.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Ｃａｓｅ Ｔ－５１２ / ０９ꎬ 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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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 诉理事会案判决ꎮ 欧盟委员会主张ꎬ第 ２( ７) 条旨在实施一种“ 特殊市场经济体制
度” ꎬ即适用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的制度ꎮ 第 ２(７) 条没有将 ＷＴＯ 协定作为依

据ꎬ其确立的特殊市场经济体制度构成了欧盟政治战略的一部分ꎬ旨在为前国营贸易
国家(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提供激励ꎬ鼓励转型经济体进行经济改革和贸易自由化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欧洲法院发布的最终判决基本采纳了欧盟委员会的主张ꎮ 欧洲法
院认为ꎬ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 ７) 条并不旨在实施« 反倾销协定» 第 ２ 条和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 ６.１ 条第二项补充条款规定的特定义务ꎬ不能根据这些条款审查欧盟机构行为的合
法性ꎮ① 欧洲法院的核心观点是:第 ２(７) 条针对转型经济国家设置了特殊制度ꎬＷＴＯ

协定规则并未针对转型经济国家制定规则ꎬ而仅仅对传统市场经济国家( 也就是“ 国
家全部或实质上全部垄断贸易并且国家确定所有国内价格的国家” ) 设置了规则ꎮ 此

外ꎬ欧洲法院还强调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 ６.１ 条第二项补充条款没有详细规定非市场经济国
家情形下的反倾销正常价值计算规则ꎬ这与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７) 条存在很大差异ꎮ

«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似乎旨在为作为转型经济体的中国确定正常价值计

算规则ꎬ这可能使欧洲法院认定第 ２(７) 条( ｂ) 项旨在实施«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

中的特定义务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欧盟早在 １９９８ 年就引入了针对转型经济国家的特殊
规则ꎬ而中国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才正式加入 ＷＴＯꎬ但这并不妨碍认定现行反倾销基
本条例旨在实施«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中的特定义务:第一ꎬ１９９８ 年欧盟修改反
倾销基本条例时已将中国列入转型经济国家名单ꎻ第二ꎬ２００９ 年欧盟修订了反倾销基
本条例ꎬ立法机关应该意识到第 ２(７) 条( ｂ) 项旨在实施«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中

的特定义务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如果欧盟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仍然运用非市场经
济方法计算正常价值ꎬ中国企业可以尝试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ꎬ质疑反倾销基本条例
第 ２(７) 条的合法性ꎮ

最后ꎬ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需要尊重法治已在欧盟形成共识ꎮ 欧盟一贯有

遵守法治的传统ꎬ不论是遵守欧盟法律还是国际义务ꎮ 关于是否以及如何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欧盟三大机构都强调要尊重法治ꎮ 欧洲议会« 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的决议» 指出:“ 关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后如何处理中国进口产品的任何决议都必须确
保遵守欧盟法律与 ＷＴＯ 规则” ꎬ“ 强调在充分遵守 ＷＴＯ 规则的前提下对欧盟贸易防

御工具进行总体改革的迫切需要ꎬ以便确保欧盟产业与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展开公平

①

Ｓｅ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ꎬ Ｒｕｓａｌ Ａｒｍｅｎａｌ ｖ.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Ｃａｓｅ Ｃ－２１ / １４ Ｐꎬ １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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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 ꎮ① 德国和法国向欧盟理事会提交的一份立场文件也强调“ 进一步探讨和利用
« 中国加入议定书» 中不使用标准计算方法的可能性” 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欧盟委员
会议关于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的第二次讨论重申ꎬ欧盟委员会必须确保欧洲拥
有贸易防御工具处理国际贸易环境中的现实问题( 例如产能过剩) ꎬ同时需要尊重欧
盟在 ＷＴＯ 法律框架下的国际义务ꎮ③

(２) 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与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挂钩

欧盟正在酝酿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ꎬ试图对反倾销基本条例和反补贴基本条例进
行大修ꎮ④ 这导致欧盟通过小修反倾销基本条例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问题进
一步复杂化ꎮ 争议在于如何处理欧盟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与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
位” 或者说欧盟反倾销反补贴法律大修与反倾销基本条例小修的关系ꎮ 在政治方面ꎬ
欧洲议会⑤和一些欧盟成员国⑥倾向于将二者捆绑在一起ꎬ欧盟委员会最初倾向于对
反倾销基本条例进行小修改来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ꎮ⑦ 在法律方面ꎬ鉴于欧盟希
望在贸易防御工具立法中采取缓冲措施( 例如缩减低税规则的适用范围) 应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来自中国的所谓不公平竞争ꎬ鉴于欧盟委员会的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
改革方案亦提出了有关相同措施的建议ꎬ⑧ 捆绑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的可能性非常

大ꎮ⑨ 欧盟委员会议关于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第二次讨论承认捆绑修改反倾销基
①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ｕｓꎬ ２０１６ / ２６６７( ＲＳＰ) .
② 参见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德国和法国致欧盟贸易委员马姆斯特罗姆的联名信“ 德国和法国关于欧盟贸易防
御工具现代化的共同核心需求” ( 下称“ 德法立场文件” ) ꎮ Ｓｅ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Ｃｅｃｉｌｉａ Ｍａｌｍｓｔｒｏｍ ｆｒｏｍ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Ｍａｃｈｎｉ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Ｆｅｋｌꎬ “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ｒ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ＤＩ)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ＥＵ) ” ꎬ ０９.０５.２０１６.
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ꎬ ２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④ 欧盟委员会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酝酿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和反补贴基本条例ꎬ以使欧盟贸易防御工具现代
化ꎮ 欧盟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提出了修改两部条例的建议草案ꎮ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一读没有通过相关建议草案ꎬ并提出
了自己的修改建议ꎮ 由于欧盟理事会存在争议ꎬ两部条例的修改目前处于搁置状态ꎮ
⑤ 欧洲议会« 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决议» “ 呼吁理事会迅速寻求与议会就欧盟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达
成协议” ꎮ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ｕｓꎬ ２０１６ / ２６６７( ＲＳＰ) .
⑥ 德法立场文件除提及欧盟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外ꎬ还明确提出:在反倾销程序中是否给予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当前讨论中ꎬ贸易防御工具的有效性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ꎮ
⑦ “ Ｍａｌｍｓｔｒｏｍ Ｓａｙｓ Ｎｏ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Ｓꎬ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ｍｅ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 ꎬ Ｉｎｓｉｄｅ Ｕ. Ｓ. Ｔｒａｄｅꎬ 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⑧ 压缩低税规则适用范围是欧盟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的主要障碍ꎮ 北欧国家由于更多依赖原材料进口ꎬ
因此普遍反对压缩低税规则的适用范围ꎮ Ｓｅｅ “ Ｅ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Ｉｔ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ａｔａ ｉｎ
ＡＤ Ｃａｓ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ꎬ Ｉｎｓｉｄ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ｅꎬ １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⑨ 目前ꎬ欧盟理事会将贸易防御工具改革与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挂钩ꎬ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 ＭＥＳ 问
题的解决进程ꎮ 欧盟委员会提出有关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的新建议之前ꎬ欧盟理事会不会讨论贸易防御工
具改革问题ꎮ Ｓｅｅ “ ＥＵ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Ｌｉｎｋｓ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Ｖｏｔｅ ｔｏ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Ｃｈｉｎａ” ꎬ Ｉｎｓｉｄ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ｅꎬ
２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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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例的事实ꎬ呼吁同时加强现有贸易防御工具ꎬ特别是呼吁成员国在欧盟理事会推
动反倾销基本条例的修订工作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欧委会提交给欧洲议会、欧洲
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的一份文件明确将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与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
问题” 挂钩ꎬ认为二者一起确保欧盟贸易防御工具在捍卫自由与公平贸易方面经济上
有效、法律上强大和政治上可持续ꎮ②
( 三) 贸易保护主义

欧盟绝大部分反倾销调查或反倾销措施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ꎮ 欧洲议会的一份
决议指出:“ 欧盟当前有效的 ７３ 项反倾销措施中有 ５６ 项适用于中国进口产品” ꎮ③ 其

原因在于ꎬ欧盟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运用非市场经济方法计算正常价值的后果是更可
能认定存在倾销或者认定更高的倾销幅度ꎬ从而导致欧盟可以较为容易地对华出口产
品采取反倾销措施ꎮ 因此ꎬ如果欧盟决定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将使欧盟部分产
业失去一项重要的保护工具ꎮ 在此背景下ꎬ欧盟部分产业以及代表产业利益的主体
( 例如欧洲议会社会民主党、欧洲议会部分议员、专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组建的
产业组织“ ＡＥＧＩＳ Ｅｕｒｏｐｅ” 等) 以各种形式反对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ꎮ 欧盟

产业部门甚至组织超过 ５０００ 名工人在欧委会总部门口进行游行示威ꎬ要求欧盟领导
人停止中国倾销并拒绝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ꎮ④
( 四) 全球产能过剩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ꎬ不少国家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ꎬ钢铁等行业的产

能持续扩张ꎮ 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乏力ꎬ导致一些行业的全球产能过剩( 特别是钢铁
行业) 近两年成为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突出问题ꎮ 反对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
利益群体主张:第一ꎬ在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背景下( 在他们看来ꎬ这主要是因为中国
钢铁产能过剩) ꎬ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将使欧盟相关产业及就业进一步遭受打
击ꎻ第二ꎬ中国钢铁及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政府补贴在内
的大量扭曲性经济政策ꎬ这进一步证实中国经济仍未达到欧盟的市场经济标准ꎮ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ꎬ ２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②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ＣＯＭ
(２０１６) ６９０ ｆｉｎａｌꎬ １８.１０.２０１６.
③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ｕｓꎬ ２０１６ / ２６６７( ＲＳＰ) .
④ Ｓｅｅ ＡＥＧＩ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Ｔｏｄａｙ ｔｏ Ｓｔｏｐ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ｊｅｃｔ ＭＥＳ” ꎬ 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１２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欧盟委员会最初不愿将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与中国削减钢铁产能过剩联系
起来ꎮ 欧盟贸易委员曾表示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决定与中国削减钢铁产
能没有联系ꎬ有关削减钢铁产能的谈判是独立进行的ꎮ① 欧洲议会则试图将中国产能
过剩与“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联系起来ꎬ« 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决议» 称:“ 中国产
能过剩正在对欧盟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后果” ꎬ“ 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欧
盟就业的社会影响巨大” ꎮ 欧盟委员会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关于中国“ 市场经济地
位” 问题的讨论强调“ 中国应该基于有明确时间表的承诺以及独立的监督机制以可核
实的方式显著削减产业产能过剩” ꎮ②

四

尊重法治与迎合贸易保护主义的艰难平衡

欧盟在讨论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时需要考虑多种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ꎮ
总体来看ꎬ欧盟需要在尊重法治与迎合保护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ꎮ 尊重法治不仅符合
欧盟传统ꎬ而且有利于缓和中欧关系ꎬ也满足了欧盟内部支持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
位” 的利益攸关方( 例如匈牙利、欧洲对外贸易协会) 的诉求ꎮ 迎合保护主义意味着需
要找到某些替代性措施ꎬ给予欧盟部分产业一定程度的保护ꎮ 因此ꎬ欧盟需要在尊重
法治特别是尊重 ＷＴＯ 规则的前提下寻找适当的替代性措施ꎮ

( 一) 欧盟对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可能采取的策略分析

关于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ꎬ欧盟目前可能采取三种策略:第一ꎬ不对欧盟反
倾销法做任何改变ꎬ仍然按照当前方法计算正常价值ꎻ第二ꎬ改变正常价值计算方法ꎬ
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ꎻ第三ꎬ改变正常价值计算方法ꎬ同时规定若干替代性保护
措施ꎮ③ 欧盟最有可能采取第三种策略ꎮ 欧盟贸易委员马姆斯特罗姆在欧盟委员会
议第二次讨论中国 “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之后表示ꎬ欧盟委员会议讨论消除欧盟的
ＮＭＥ 清单制度ꎬ同时以旨在保持现有税率水平的方式转向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反倾销

反补贴调查单一方法ꎮ 欧盟委员会将会抛弃 ＮＭＥ 清单ꎬ采取国家中性的新方法ꎮ④
① Ｓｅｅ “ Ｍａｌｍｓｔｒｏｍ Ｈｉｎｔｓ ａｔ ＥＵꎬ Ｕ.Ｓ. Ｄｉｖｉｄ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Ｓꎻ Ｓａｙｓ Ｓｔｅｅｌ Ｔａｌｋｓ Ｎｏｔ Ｌｉｎｋｅｄ” ꎬ Ｉｎｓｉｄ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ｅꎬ １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ꎬ ２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③ Ｓｅｅ Ｃｅｃｉｌｉａ Ｍａｌｍｓｔｒöｍꎬ “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ｋｉｎｇ ａ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ꎬ １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④ Ｓｅｅ “ Ｅ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ａｔｕｓ” ꎬ Ｉｎｓｉｄ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ｅꎬ ２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欧盟是否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１３

这似乎表明欧盟不再区分国家或地区ꎬ中国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在欧盟反倾销法中享
有同等地位ꎮ 实际上ꎬ如果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欧盟维持 ＮＭＥ 制度的必

要性将会大大削弱ꎮ 目前ꎬ欧盟给予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
摩尔多瓦、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七个国家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待遇ꎬ涉嫌违反 ＷＴＯ 规则ꎬ
因为这些国家均以市场经济体身份加入 ＷＴＯꎮ 根据加入 ＷＴＯ 的相关文件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２８ 年 ３ 月 ２ 日之后ꎬ欧盟针对中国、越南和塔吉克
斯坦的“ 非市场经济方法” 先后到期ꎮ 因此ꎬ欧盟在不久的将来只能按照法律对阿塞
拜疆、白俄罗斯、朝鲜、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个国家采取 ＮＭＥ 方法ꎮ① 鉴于

这些国家出口产品对欧盟市场的影响有限ꎬ欧盟现在放弃 ＮＭＥ 制度也没有多大影响ꎬ
反而能够彰显欧盟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声誉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欧盟委员

会给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的一份文件更清楚地阐述了欧盟委员会将要
提出的建议ꎬ明确将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与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挂钩ꎬ通过压缩
低税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成本调整方法的适用范围来有效回应全球产能过剩问题以
及一些国家存在的国内市场扭曲ꎮ②

( 二) 欧盟可能采取的替代性保护措施分析

欧盟委员会暗示未来可能采取的替代性保护措施ꎬ③ 拟做出四种改变ꎬ以便减轻
在反倾销案件中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ꎬ使受影响的欧盟产业在政治上更
易于接受中国地位的改变ꎮ 下文从法律角度考查这些替代性保护措施是否符合 ＷＴＯ

规则ꎬ从效果角度考查这些措施能否有效抵消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后可能导致
的较低反倾销税ꎮ④

(１) 运用“ 成本调整方法”

所谓“ 成本调整方法” ꎬ即在反倾销立法中引入新的或者修订的条款ꎬ以便应对出

① 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 ７) 条( ａ) 项脚注列出 １２ 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
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蒙古、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朝鲜、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ꎮ
②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ꎬ ｐ.
５.
③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ꎬ １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ꎻ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ｓ Ｆｏｕｒ ‘ Ｍｉｔｉｇａ￣
ｔｉｎｇ’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Ｂｌｕ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Ｓ” ꎬ Ｉｎｓｉｄ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ｅꎬ 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④ 一些法律专家主张ꎬ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将会导致倾销幅度显著下降ꎮ 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表
明ꎬ缓冲措施至少会将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国内产业影响减半ꎮ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ｓ Ｆｏｕｒ
‘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Ｂｌｕ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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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存在的影响出口商价格或成本的显著扭曲ꎮ① 这类扭曲的出现将会产生“ 特殊市
场状况” ꎬ并会导致两种法律后果:( ａ) 拒绝出口国国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并基于成本
推算正常价值ꎻ( ｂ) 参照另一代表性国家的成本调整受到这类扭曲影响的出口商的成
本ꎮ 出口商可以反驳此类扭曲的存在ꎮ②

反倾销成本调整方法见于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３) 条和第 ２(５) 条ꎬ允许欧盟反倾

销调查机关在一定条件下采取推算正常价值方法ꎬ并在推算正常价值时忽略出口国生
产成本( 特别是投入品成本) ꎬ使用替代国的成本或者其他成本数据ꎮ “ 成本调整方
法”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非市场经济方法相同的效果ꎮ

从 ＷＴＯ 法的角度看ꎬ欧盟“ 成本调整方法” 适用于所有国家ꎬ因此并未违反 ＷＴＯ

最惠国待遇原则ꎮ 但是ꎬ欧盟“ 成本调整方法” 涉嫌违反« 反倾销协定» 多个条款ꎮ 目
前ꎬ俄罗斯、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已经针对欧盟的“ 成本调整方法” 本身及其具体适用
提起多项 ＷＴＯ 诉讼ꎮ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发布的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专家组已
经判定欧盟“ 成本调整方法” 违反了 ＷＴＯ 规则ꎬ④ 这一裁决结果近期得到了上诉机构
的支持ꎮ⑤

(２) 缩减“ 低税规则” 的适用范围

缩减“ 低税规则” 的适用范围ꎬ即低税规则不适用于出口市场存在显著扭曲的案
件ꎮ 这会导致两种结果:( ａ) 避免反倾销税的上限是损害幅度ꎻ( ｂ) 在针对相同产品同
时进行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ꎬ累积计算税率ꎬ不会面临损害幅度上限ꎬ并据此允许
给欧盟产业提供额外保护ꎮ⑥
① 在确定是否存在市场扭曲时ꎬ欧盟将会考虑许多标准ꎬ包括国家政策及影响、广泛存在的国有企业、有利
于国内公司的歧视、金融部门的独立性ꎮ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ꎬ ｐ.５.
②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③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ｆｒｏｍ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 ＤＳ４７３)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ｅ / ｃａｓｅｓ＿ｅ / ｄｓ４７３＿ｅ.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ꎻ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Ｃｏｓ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ｕｓｓｉａ ( ＤＳ４７４)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
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ｅ / ｃａｓｅｓ＿ｅ / ｄｓ４７４＿ｅ.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ꎻ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ＤＳ４８０)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ｅ / ｃａｓｅｓ＿ｅ / ｄｓ４８０＿ｅ.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ꎻ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Ｃｏｓ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ｕｓｓｉａ (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 ＤＳ４９４)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ｅ / ｃａｓｅｓ＿ｅ / ｄｓ４９４＿ｅ.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ꎻ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Ｒｕｓｓｉａ ( ＤＳ４９３)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ｅ / ｃａｓｅｓ＿ｅ / ｄｓ４９３＿ｅ.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④ Ｓ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ꎬ “ ＥＵ－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 ꎬ ＷＴ / ＤＳ４７３ / Ｒꎬ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２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⑤ Ｓ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ꎬ “ ＥＵ－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 ꎬ ＷＴ / ＤＳ４７３ / ＡＢ / Ｒꎬ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６ 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２０１６.
⑥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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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 反倾销协定» 第 ９.１ 条鼓励各成员在消除国内产业损害的限度内征收低于

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ꎮ 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相关条款规定应该在消除国内产业损害
的限度内征收反倾销税ꎮ 根据这一条款ꎬ欧盟计算出“ 损害幅度” ꎬ以便确定为了抵消

倾销货物造成的国内产业损害必须征收何种水平的反倾销税ꎮ 如果损害幅度低于实
际倾销幅度ꎬ则以损害幅度为上限征收较低反倾销税ꎮ
低税规则本身符合 ＷＴＯ 规则ꎮ 缩减低税规则的适用范围方法是否符合 ＷＴＯ 规

则ꎬ取决于具体的缩减方法ꎮ 在这方面ꎬ欧盟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的反倾销反补贴条例修改
建议已经提出要缩减低税规则的适用范围ꎮ 具体而言ꎬ欧盟委员会打算使低税规则不
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规避行为、原材料结构性扭曲和补贴ꎮ 由于并不针对特定国家ꎬ
缩减低税规则的适用范围不会违反 ＷＴＯ 最惠国待遇义务ꎮ

如果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或者放弃替代国做法ꎬ缩减低税规则适用范

围的实际影响则相当有限ꎮ 低税规则通常在替代国方法下才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ꎬ因
为替代国方法往往会导致很高的倾销幅度ꎬ相对较低的损害幅度就成了中国出口企业
的救命稻草ꎮ 因此ꎬ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ꎬ选择性取消低税规则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适
用ꎬ杀伤力很大ꎮ 一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放弃替代国做法ꎬ对华反倾销调查中
计算出来的倾销幅度应该都不会太高ꎬ因此不必过于担心缩减低税规则适用范围可能
带来的负面影响ꎮ①
关于在“ 双反” 措施背景下拒绝适用低税规则ꎬ需要考虑欧盟是否采取措施避免
可能出现的双重救济ꎮ 欧盟目前在对华“ 双反” 措施背景下运用低税规则避免双重救
济ꎮ② 如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或者放弃替代国方法ꎬ很大程度上会避免双重
救济的发生ꎮ 但是ꎬ即便对市场经济国家采取“ 双反” 措施ꎬ也可能导致双重救济ꎮ③
如果不采取措施避免此类双重救济ꎬ仍然可能违反 ＷＴＯ 规则ꎮ
(３) 强化反补贴措施

强化反补贴措施ꎬ即修改反补贴立法ꎬ允许调查反补贴程序中新发现的补贴ꎮ④
① 一些欧盟贸易法律专家认为ꎬ如果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后倾销幅度缩至个位数ꎬ低税规则可能没
有任何实际影响ꎮ 缩减低税规则适用范围有利于国内生产商的唯一情形是ꎬ倾销幅度本身显著高于损害幅度ꎬ此
时欧盟可以用更高的反倾销税打击中国进口产品ꎮ Ｓｅ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ｓ Ｆｏｕｒ ‘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Ｂｌｕ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Ｓ” .
② 苟大凯:“ 从‘ 欧盟对华铜版纸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案看从低征税规则的适用” ꎬ« 法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３３－１３８ 页ꎮ
③ Ｂｒｉａｎ Ｄ. Ｋｅｌｌｙꎬ “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１０５－１２３.
④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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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改变是否符合 ＷＴＯ 规则需要从 ＷＴＯ 反补贴程序法视角详加考虑ꎮ 另外ꎬ如果
向欧盟委员会投入更多资源调查中国的补贴ꎬ可能会给欧盟产业带来某些好处ꎮ 除此
之外ꎬ反补贴调查可以涵盖的补贴范围仍然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限制ꎮ 核心限制之一
是补贴必须具有专向性ꎮ 专向性要求导致反补贴措施无法适用于中国政府提供的低
价电力或土地ꎬ而此种性质的扭曲恰恰是其他 ＷＴＯ 成员在对华反倾销案件中适用非
市场经济方法的原因之一ꎮ①

(４) 现有反倾销措施“ 祖父化”

现有反倾销措施“ 祖父化” ꎬ即修改现有反倾销法保障已经存在的对华最终反倾

销措施ꎮ 此种方法将不允许任何人请求中期复审涉华反倾销措施ꎬ直至发起到期复
审ꎮ 此后需要根据新规则进行到期复审和中期复审ꎬ但适用现有下列原则:如果事实
状况没有发生变化ꎬ将适用最初调查中的方法ꎮ 这将从前述日期开始延长现有措施的
有效性ꎬ直至措施到期ꎬ即最高 ５ 年的额外期限ꎮ② 将现有的对华出口产品 ５５ 项有效
的反倾销措施或 ４ 起反倾销最初调查③ “ 祖父化” 可能面临法律障碍ꎮ 根据 ＷＴＯ 规
则ꎬ受影响出口商如提出请求ꎬ各成员需要复审反倾销税令ꎻ无论如何 ５ 年之内各成员
必须进行到期复审ꎮ 此外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在到期复审以及随后的中期复审
中仍旧适用旧的非市场经济方法ꎬ涉嫌违反 ＷＴＯ 规则ꎮ

五

俄罗斯等国从欧盟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 的经历及其启示

从历史上看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欧盟先后给予俄罗斯等五个国家完全市场经济
地位ꎮ 这些国家从欧盟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 的经历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ꎬ尤
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经历ꎮ
( 一) 俄罗斯等国在欧盟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 的过程及启示

欧盟先后给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俄罗斯和乌克兰完全市场经济地位ꎮ
１９９８ 年欧盟理事会通过第 ９０５ / ９８ 号条例ꎬ给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完全市
场经济地位ꎬ为三国日后加入欧盟铺平了道路ꎮ 三国后来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加入欧
盟ꎮ

①
②
③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ｓ Ｆｏｕｒ ‘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Ｂｌｕ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Ｓ” .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ｔｄｉ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ｃｆ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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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５ 年欧盟两次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ꎬ先后给予俄罗斯和乌克兰完全

市场经济地位ꎮ 其中ꎬ某些政治经济因素可能对欧盟给予俄罗斯和乌克兰“ 市场经济

地位” 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首先ꎬ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Ｇａｚｐｒｏｍ 完全由政府控制ꎬ享
有垄断权力并确定了极高的天然气出口价格ꎮ 欧洲通过乌克兰国营公司 Ｎａｆｔｏｇａｚ 的
天然气管道ꎬ从俄罗斯购买了四分之一的天然气ꎮ 由于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性
强ꎬ其能源安全存在诸多风险ꎬ欧盟给予俄罗斯和乌克兰市场经济地位可被视为欧洲
的一种政治礼遇ꎮ① 其次ꎬ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由于所谓的总统选举腐败ꎬ乌克兰发生了橙色
革命并出现了新的亲欧政治阶层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欧盟在基辅召开的欧盟 － 乌克
兰峰会上宣布ꎬ欧盟将会给予乌克兰市场经济地位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欧盟修改反
倾销条例给予乌克兰市场经济地位ꎮ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ꎬ美国商务部决定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 日起将乌克兰视为一个“ 市场经济体” ꎮ 美国和欧盟给予乌克兰市场经济地位的
目的是发出信号ꎬ欢迎这一政治变化ꎬ同时也是鼓励和支持乌克兰的新领导人ꎮ②

俄罗斯和乌克兰从欧盟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经历表明ꎬ政治经济因素可能会对欧
盟决定产生巨大影响ꎮ 在这方面ꎬ中国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敦促欧盟
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ꎮ 当然ꎬ« 里斯本条约» 生效后ꎬ由于欧洲议会的介入ꎬ中国
从欧盟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 相比俄罗斯和乌克兰更加困难ꎮ

( 二) 俄罗斯等国从欧盟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 后的经历及启示

欧盟在给予俄罗斯“ 市场经济地位” 后采取了替代性措施ꎮ 具体而言ꎬ欧盟在给
予俄罗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第 １９７２ / ２００２ 号理事会条例中澄清了“ 特殊市场状况”

的含义ꎬ并补充规定了成本调整的具体方法ꎮ 欧盟此后在对俄罗斯出口产品的反倾销
调查中频繁以天然气价格受到政府控制为由采取推算正常价值方法ꎬ拒绝使用俄罗斯
生产商账簿记录的实际生产成本ꎬ以其他成本取而代之ꎬ实则达到了与反倾销非市场
经济方法基本类似的效果ꎮ 乌克兰、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国出口商也曾遭遇过欧盟
的类似做法ꎮ 这表明ꎬ即便俄罗斯和乌克兰从欧盟获得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ꎬ由于欧
盟强化了反倾销“ 成本调整方法” 的运用ꎬ俄罗斯和乌克兰想要获得实际好处仍然面

① Ｌｉｌｉａｎａ Ｐｏｐｅｓｃｕꎬ “ Ｔｈｅ ＮＭ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Ｍｏｌｄｏｖ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ＷＴＯ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５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１１８.
②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Ｈｏｒｌｉｃｋꎬ “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１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６ꎬ 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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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重重困难ꎮ 中国应该密切关注“ 成本调整方法” 或其他替代性措施的形成及发展ꎬ①
并采取适当策略进行应对ꎮ
欧盟给予俄罗斯等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对于现有反倾销调查或反倾销措施的
处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ꎮ 就欧盟反倾销法而言ꎬ上述国家身份主要发生三种变
化:(１) 加入欧盟ꎮ 一国加入欧盟将会导致欧盟自动终止对该国适用的反倾销措施ꎮ
例如ꎬ在无缝钢管反倾销调查中ꎬ在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ꎬ相关反倾销措施自动终止ꎮ 同时ꎬ在 １５ 国有效的反倾销措
施自动延伸适用于第三国对新成员国的目标商品出口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ꎬ罗马尼亚
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的到期复审条例已将罗马尼亚企业视为欧

盟产业的一部分ꎻ(２) ＷＴＯ 身份及其变化ꎮ 一国加入 ＷＴＯ 对于欧盟反倾销调查影响
不大ꎬ欧盟仍旧执行欧盟法律ꎬ一般不会考虑 ＷＴＯ 法律状况ꎬ欧盟法院也支持欧盟的
做法( 例如 Ａｒｍｅｎａｌ 诉理事会案) ꎻ(３) 从欧盟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ꎮ 欧盟给予一国
市场经济地位将会导致新法适用于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或者到期复审ꎬ不会追溯适用
于之前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或复审ꎬ但出口商可以以法律状况发生改变为由提出部分中
期复审ꎮ 下文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从欧盟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的经历ꎬ较为详细
地分析欧盟对于现有反倾销调查或反倾销措施以及各类复审的处理ꎮ 从时间上看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欧盟通过第 １９７２ / ２００２ 号条例给予俄罗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欧盟通过第 ２１１７ / ２００５ 号条例给予乌克兰完全市场经济地位ꎮ

首先ꎬ针对俄罗斯或乌克兰出口产品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或到期复审ꎬ欧盟适用

新法律ꎮ 例如ꎬ在尿素反倾销调查中ꎬ因乌克兰和俄罗斯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ꎬ欧盟均
使用替代国方法计算正常价值ꎮ 乌克兰(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第一次到期复审) 和俄罗
斯(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第二次到期复审) 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之后ꎬ欧盟适用市场经济方
法计算正常价值ꎬ但运用了“ 成本调整方法” ꎮ

其次ꎬ一旦从欧盟获得市场经济地位ꎬ俄罗斯或乌克兰被调查出口商或生产商可

以以法律状况发生改变为由提出部分中期复审( 又称情势变迁复审) ꎬ欧盟此时也会
适用新法ꎮ 例如在硝铵反倾销调查中ꎬ应两家俄罗斯出口商申请ꎬ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① 欧盟委员会拟在删除 ＮＭＥ 名单后扩大成本调整方法的适用范围ꎬ与当年给予俄罗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时的做法如出一辙ꎮ 并且ꎬ与当时针对性的界定“ 特殊市场状况” 以回应俄罗斯国内的天然气价格扭曲类似ꎬ欧
委会提出的“ 市场扭曲” 判断标准有针对地指向了中国国内的相关做法ꎮ 在成本调整方法已被上诉机构判定违
反 ＷＴＯ 规则的背景下ꎬ欧盟委员会仍然提出此项建议ꎬ政治动机十分明显ꎬ体现了欧盟的实用主义立场ꎮ

欧盟是否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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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发起部分中期复审ꎮ 欧盟适用了新法律ꎬ但接着运用“ 成本调整方法” 计
算两家俄罗斯生产商的正常价值ꎮ①
最后ꎬ新法律不会自动适用于生效前对俄罗斯或乌克兰出口产品新发起的反倾销
调查或复审ꎮ 例如在工业硅反倾销调查中ꎬ欧委会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告发起反倾
销调查ꎬ早于欧盟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给予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ꎮ 欧委会在计算正常价
值讨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待遇时明确指出ꎬ由于在第 １９７２ / ２００２ 号条例生效之前发起

当前调查ꎬ该条例规定的新制度并不适用于当前调查ꎮ 欧委会在本次调查中仍然对俄
罗斯适用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待遇ꎮ② 这一结论得到了征收最终反倾销税的理事会条
例的确认ꎮ③ 尽管如此ꎬ三家俄罗斯合作出口生产商提出市场经济待遇请求ꎬ欧委会
在根据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７) 条规定的企业层面市场经济五项标准分析后认定所有

三家公司满足了法定标准ꎬ没有必要使用替代国方法ꎮ 但欧委会在推算正常价值时对
三家出口生产商的能源成本做出了调整ꎮ④ 该案表明ꎬ尽管欧盟不会将新法律追溯适
用于新法生效之前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或复审ꎬ但由于已经给予俄罗斯和乌克兰市场经
济地位ꎬ欧盟会更加容易地认定被调查企业满足了企业层面市场经济待遇标准ꎬ从而
对其适用市场经济反倾销方法ꎮ
现有反倾销调查、反倾销措施或各类复审对中国的启示包括:第一ꎬ如果欧盟决定
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ꎬ欧盟将在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或到期复审中适用新法
律ꎻ第二ꎬ中国出口商应该在相关反倾销调查中及时提出部分中期复审ꎬ要求适用新法
律ꎮ 如果中国出口商不这么做ꎬ欧盟委员会不会主动发起部分中期复审ꎮ 即便中国可
以在 ＷＴＯ 成功指控欧盟相关反倾销措施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ꎬ但要耗费大量时间和
财力ꎻ第三ꎬ对于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前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期复审或到期复
审ꎬ欧盟委员会不会适用新法ꎮ 中国出口商应该另案及时提出部分中期复审ꎻ第四ꎬ如
果中国出口商在相关反倾销调查中没有提出部分中期复审ꎬ中国政府应该考虑提起
ＷＴＯ 诉讼ꎮ 总体来说ꎬ中国企业在欧盟内部寻求救济可能优于中国政府的 ＷＴＯ 诉
①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Ｃ) Ｎｏ ２３６ / ２００８ ｏｆ １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３)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Ｃ) Ｎｏ ３８４ / ９６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Ｒｅｃｉｔａｌｓ ４ꎬ １５－２９.
②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Ｃ) Ｎｏ １２３５ / ２００３ ｏｆ 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３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ｏｎ Ｉｍ￣
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Ｒｅｃｉｔａｌ １５.
③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Ｃ) Ｎｏ ２２２９ / ２００３ ｏｆ ２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Ｄｕｔｙ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Ｒｅｃｉｔａｌ ２６.
④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Ｃ) Ｎｏ １２３５ / ２００３ ｏｆ 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３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ｏｎ Ｉｍ￣
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Ｒｅｃｉｔａｌｓ １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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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ꎮ
当然ꎬ究竟采取何种策略ꎬ还需要结合欧盟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的情况来考虑ꎮ
特别是ꎬ作为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的一种缓冲措施ꎬ欧盟委员会提出了现有反倾
销措施“ 祖父化” 建议ꎮ 这一方面表明欧盟如果想要维持现有反倾销措施ꎬ必须在反
倾销基本条例中加入“ 祖父条款” ꎬ否则欧盟委员会需要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

发起的到期复审或者被调查企业提出的情势变迁复审中适用新法ꎮ 另一方面也表明ꎬ
如果修改后的反倾销基本条例纳入了“ 祖父条款” ꎬ在欧盟委员会寻求救济可能就行
不通了ꎮ 这时中国政府就需要对“ 祖父条款” 及现有反倾销措施提起 ＷＴＯ 诉讼ꎮ

六

中国对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日渐临近ꎬ欧盟内部正在激烈争论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ꎮ

中国应该采取“ 两手准备、有所作为” 的策略ꎮ 一方面ꎬ做好法律诉讼准备ꎬ静等« 中国

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相关条款到期ꎬ选准时机和对象提起 ＷＴＯ 诉讼或者在欧盟法院
提起诉讼ꎮ 另一方面ꎬ应当密切关注欧盟内部关于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的动向

并采取相应对策ꎮ 关于欧盟目前对华出口产品采取的 ５０ 多项反倾销措施以及发起的
反倾销调查ꎬ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根据欧盟修改反倾销基
本条例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ꎮ

( 一) 跟踪欧盟处理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的进展并做出积极回应

欧盟需要通过标准立法程序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因

此ꎬ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都会介入ꎮ 欧洲议会« 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的决议» 奠定了基调ꎬ也得到了德国和法国的支持ꎮ 欧盟委员会在提出修改反倾销
基本条例的建议草案时必须考虑该份决议ꎮ 此外ꎬ欧盟委员会已经完成了立法影响评
估ꎬ正在准备提出修改建议草案ꎮ
欧盟成员国对 ２０１６ 年后是否延续非市场经济方法存在分歧ꎮ 意大利等南欧国家

支持德国和法国提出的立场ꎬ比利时也转向支持此方法ꎮ 丹麦、瑞典、芬兰、荷兰和英
国则反对继续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ꎮ 正是因为北欧等国反对ꎬ早在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反
倾销和反补贴修订条例迟迟无法通过ꎮ 对于欧洲议会决议和德法立场文件ꎬ中方需预
防欧盟继续采用非市场经济方法ꎬ做好提交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构裁决的预案ꎬ同时继

欧盟是否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２１

续做欧盟成员国的工作ꎬ争取获得北欧和东欧国家的支持ꎮ①
( 二) 做好 ＷＴＯ 诉讼和欧盟法院诉讼的准备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欧盟没有如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或者说继续沿用非市
场经济方法ꎬＷＴＯ 诉讼或欧盟法院诉讼将会进一步澄清欧盟需要遵守的国际国内法
律规则ꎬ这会进一步推动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ꎮ

在 ＷＴＯ 法律诉讼方面ꎬ中国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

后欧盟继续沿用替代国方法ꎮ 此时可以针对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 ７) 条提起诉

讼ꎬ也可以等待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采取反倾销措施后
针对该项反倾销措施提起诉讼或者一并提起诉讼ꎮ 对于现有反倾销措施或者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前发起的反倾销调查采取的反倾销措施ꎬ则需要详细研究后决

定是否提起 ＷＴＯ 诉讼ꎮ 第二ꎬ如果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者在反倾销调查中
放弃替代国方法ꎬ则需要考虑如何处理现有反倾销措施ꎮ 由于欧盟不会因为中国身份
发生变化主动提起情势变迁复审ꎬ如果中国企业没有提出复审ꎬ中国政府也应考虑是
否提起 ＷＴＯ 诉讼ꎮ 另外ꎬ如果欧盟加入所谓的“ 祖父条款” ꎬ中国政府更应考虑是否

提起 ＷＴＯ 诉讼ꎮ 第三ꎬ在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在反倾销调查中放弃替代国
方法的情况下ꎬ考虑欧盟采取的替代性措施是否涉嫌违反 ＷＴＯ 规则并进而决定是否
提起 ＷＴＯ 诉讼ꎮ

欧盟法院诉讼方面ꎬ中国企业应该参考 Ａｒｍｅｎａｌ 诉理事会案ꎬ在恰当案件中向欧

盟法院提起诉讼ꎬ质疑旨在实施« 中国加入议定书» 第 １５ 段的反倾销基本条例第 ２(７)
条( ｂ) 项的合法性ꎮ

( 三) 采取不同策略应对欧盟可能采取的替代性保护措施

欧盟很有可能放弃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方法ꎬ但同时采取一系列替代性保护措施ꎮ
中国应该理解欧盟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面临的内部政治障碍ꎬ以尽快敦促欧盟
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或者放弃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方法为首要目标ꎮ 至于欧盟可
能采取的替代性保护措施ꎬ不宜反应过于强烈ꎬ毕竟贸易保护主义需要宣泄口ꎮ 这些
替代性保护措施要么涉嫌违反 ＷＴＯ 规则( 例如成本调整方法、现有反倾销措施“ 祖父
化” ) ꎬ要么影响较小( 允许调查新发现的补贴、缩小低税规则适用范围) ꎮ 针对不同措
施ꎬ中国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ꎮ 对于涉嫌违反 ＷＴＯ 规则的替代性保护措施ꎬ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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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欧盟修改反倾销条例放弃对华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方法后ꎬ再予以针对性回应ꎮ 例
如ꎬ欧盟拟扩大适用范围的成本调整方法目前已经受到广泛质疑ꎬ中国可与其他 ＷＴＯ
成员一起通过诉讼迫使欧盟修改相关法律和做法ꎮ
( 四) 妥善处理现有反倾销措施或反倾销调查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欧盟对华出口产品正在进行 ４ 项最初反倾销调查ꎬ同时维持

着 ５５ 项有效的反倾销措施ꎮ① 对于这些反倾销措施或者反倾销调查ꎬ应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欧盟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ꎮ 第一ꎬ如果欧盟届
时没有完成对反倾销基本条例的修改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中国政府应该考虑
提起 ＷＴＯ 诉讼ꎮ 第二ꎬ如果欧盟届时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ꎬ但纳入了“ 祖父条
款” ꎬ中国政府也应该考虑提起 ＷＴＯ 诉讼ꎮ 第三ꎬ如果欧盟届时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
地位” 且没有纳入“ 祖父条款” ꎬ那么中国企业应该及时提出情势变迁复审ꎬ以法律状

况发生变化为由寻求欧盟适用修订后的反倾销基本条例ꎬ运用市场经济方法计算正常
价值并决定是否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或者调整反倾销税率ꎮ
( 作者简介: 胡建国ꎬ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ꎻ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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