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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反倾销税率计算的直接依据出发， 利用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美国反倾

销调查的案例数据， 实证分析了影响反倾销税率的各因素的作用。 不仅关注了国

别、 “非市场经济地位”、 替代国选择等因素， 还从企业层级出发定量识别企业应

诉行为的作用。 研究发现： （１） 入世前， 中国企业没有遭遇国别上的差别待遇，
“非市场经济地位” 对反倾销税率没有显著影响； （２） 入世后， 中国企业的反倾销

税率显著高于市场经济国家企业， “非市场经济地位”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并且

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替代国将显著提高反倾销税率； （３） 无论入世前后， 中

国企业不应诉或消极应诉均提高了其最终反倾销税率。 （４） 企业积极应诉不仅有

利于自身争取更低的反倾销税率， 而且具有正外部性作用， 降低了其他企业的反倾

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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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连续 ２１ 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根据世界

银行数据统计，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年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 ７０４６ 起， 涵盖了 １２０ 余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 １３４０ 起， 在全球反倾销调查的占比

接近 ２０％， 平均每年 ３５ 起， 是第二大被调查国的 ２ ８６ 倍。 美国是对华反倾销

调查的最大发起国之一，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年共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 １９０ 起， 占美

国反倾销调查的 １４ １７％。 反倾销调查是最常用的贸易救济措施， 长期影响中

国贸易、 产业和企业生产 （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１］ ； 王孝松等， ２０１５ ［２］ ；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３ ［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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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反倾销调查中， 中国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在中

国入世 １５ 年之际引发了广泛讨论。 在加入 ＷＴＯ 的艰难谈判中， 中国政府在 “替
代国” 做法上作出了一定期限内的让步， 即在反倾销调查中允许当时国内法中已

有关于 “非市场经济地位” 规定的国家， 在中国企业无法证明自身市场经济条件

的情况下， 使用 “替代国” 价格计算出口产品的倾销幅度， 并明确约定此做法于

中国入世 １５ 年后终止。 但当入世 １５ 年期满之时， 美欧等却并未如期履行第十五条

义务。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中国就美欧对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 向世界贸易组织

提出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 正式启动 ＷＴＯ 争端解决程序。 在贸易保护主义

蔓延的国际形势下， 在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中， “非市场经济地位” 可能将继续成

为掣肘中国的重要筹码。
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获得的反倾销税率普遍偏高 （Ｂｏｗｎ， ２０１６） ［４］ ， 定量分析

文献中普遍认为 “非市场经济地位” 是主要原因之一。 Ｄｅｔｌｏｆ 和 Ｆｒｉｄｈ （２００６） ［５］

分析了欧盟对 “非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的认定标准以及企业获得 “市场经济地

位” 待遇和 “个别待遇” 的具体条件， 并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欧盟反倾销调查

的数据， 通过对比分析 “市场经济地位” 和 “非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中企业

获得的不同裁决结果指出， “非市场经济地位” 将导致更高的反倾销税率。 美

国曾于 ２００６ 年就关于取消中国 “非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进行评估 （ ＧＡＯ，
２００６） ［６］ ， 评估报告使用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 年美国反倾销调查案例数据进行分析，
指出中国企业并未因为国别而遭受 “歧视” ， 而取消中国 “非市场经济地位”
将显著降低不配合调查企业的税率或行业普遍税率。 周灏 （ ２０１１） ［７］ 使用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裁定结果， 运用关联

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中国 “非市场经济地位” 与是否存在倾销的裁决之间无显著

的关联性， 但与反倾销税率高低之间有显著的关联性。 除了关注 “非市场经济

地位” 问题之外， 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以及更微观的会计信息角度考察

反倾销税率的影响因素， 如李坤望和王孝松 （２００８） ［８］ 利用 １９８０—２００５ 年美国

对华反倾销的裁定结果进行经验分析， 认为申诉者的政治势力是影响反倾销税率

和中国企业遭受歧视的首要原因。 孙芳城等 （２０１１） ［９］ 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和反倾

销数据发现， 企业内部控制好、 会计信息质量高提高了企业应诉能力， 降低了最

终裁定的反倾销税率。
已有的大量研究对于反倾销税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局限于定性讨论， 少量

实证分析则时间较早， 且囿于数据， 对于影响反倾销税率的因素、 具体影响程

度、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作用， 尤其是中国入世前后的变化等问题， 有待进一

步的探讨。 因此， 本文基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美国反倾销案例数据， 深入考查案件

调查中决定反倾销税率的直接依据和主要影响因素。 不仅关注国别、 “非市场经

济地位”、 替代国选择等因素， 还从企业层级出发定量识别企业应诉行为的作

用； 特别是针对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 将进一步考察中国入世前后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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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发现： 入世前， 中国企业反倾销税率与其他国家并无显著差异，
“非市场经济地位” 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但在入世后， 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税率明

显更高， “非市场经济地位” 产生了正向的作用， 而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替代

国将显著提高反倾销税率； 同时， 无论入世前后， 中国企业不应诉或消极应诉均提

高了最终的反倾销税率， 企业积极应诉不仅能降低自身的反倾销税率， 还具有正外

部性， 能够降低其他企业的反倾销税率。 因此， 本文突破个别案例分析和定性分析

模式， 基于大样本案例数据， 以反倾销调查实践为基础， 以调查国国内法为依据，
明确回答了什么因素影响反倾销税率这一问题， 定量检验各因素的具体影响， 通过

控制企业应诉行为等其他因素， 有效识别了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 为中国

企业和政府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阴霾下妥善应对反倾销调查以及科学制定贸易政策

提供依据。

一、 美国反倾销税率影响因素及识别策略

（一） 美国反倾销税率影响因素

通过案例研读， 虽然直接影响反倾销税率计税依据的因素众多， 反倾销税率的具体

计算方法复杂多样， 但影响企业最终获得的反倾销税率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

几类：
１ “非市场经济地位”。 在美国反倾销实际操作中， 国际贸易署 （ ＩＴＡ） 和国

家贸易委员会 （ＩＴＣ） 在计算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时使用的是被调查

国国内价格， 计算 “非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时使用的是生产

同类产品的市场经济国家 （替代国） 的价格， 并据此做出是否存在倾销以及倾销

幅度的裁定。 美国一直未承认中国的 “市场经济地位”， 在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中， 长期使用替代国做法①。
２ 替代国选择。 针对 “非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 选择哪一个替代国也会

影响最终的反倾销税率。 各国反倾销法律条文中对替代国选择都有宽泛的规

定， 各国调查机构在实践中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美国主要基于两条原则选择

替代国： 一是替代国与被调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近； 二是替代国是否是

被调查产品的主要生产国。 从我们收集的数据中发现， ２０１２ 年前， 中国的替

代国主要是印度， ２０１２ 年后， 替代国选择逐渐转向泰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

等国家。
３ 企业应诉行为。 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是企业， 基于企业的应诉行为， ＩＴＡ

会基于不同的信息来源计算反倾销税率， 企业的应诉行为是直接影响反倾销税率的

重要因素。 在美国反倾销调查中， 如果企业不应诉或者不积极应诉， ＩＴＡ 认定该企

业不配合调查， 将基于不利可得事实计算反倾销税率 （案件发起人计算的反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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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我们的数据中， 非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中国、 白俄罗斯、 俄罗斯、 罗马利亚、 乌克兰、 越南、 摩尔多

瓦和哈萨克斯坦。



税率和应诉企业获得的单独反倾销税率中的最高者①）， 记为不利可得事实税率

（ＡＦＡ）。 其他企业则依据不同情况适用于另外两种不同的税率。 一是单独调查税

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是根据积极应诉并接受 ＩＴＡ 单独调查的企业的问卷回复计算的税

率； 二是平均税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其适用于 “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的所有非强制应诉

企业和 “非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未单独调查但积极应诉的企业。 平均税率的计算

有两种情形的规定； （１） 平均税率是单独调查企业反倾销税率 （去除零税率和不

显著低税率后） 的加权平均数； （２） 当案件审理中得到的单独调查企业反倾销税

率为零税率和不显著低税率或者没有单独调查税率时， 平均税率取案件发起人计算

的几个反倾销税率的简单平均数②。 因此， 企业不同的应诉行为导致不同的税率类

型， 从而导致最后反倾销税率的差异， 还可能影响其他企业获得的反倾销税率。
（二） 识别策略

美国基于 “非市场经济地位” 与企业应诉行为， 对企业税率类型的认定条件不同。
表 １ 对比列示了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和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获得不同税率的条件。

表 １　 反倾销税率类型对照表

类别 单独调查税率 平均税率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

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企业

对象： 强制应诉企业或自

愿应诉企业； 条件： 单独

回复问卷并证明不存在法

律上和实质上的政府控制

对象： 申请单独税率的

企业； 条件： 配合调查

并证明不存在法律上的

和实质上的政府控制

对象： 不配合调查企业、 未申

请单独税率的企业、 无法证明

不存在法律上的和实质上的政

府控制的企业

市场经济

国家的企业

对象： 强制应诉企业或自

愿应诉企业； 条件： 配合

调查

对象： 所有非强制应诉

企业

对象： 不配合调查的强制应诉

企业

９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区域国别市场

①

②

案例文本中通常会有如下描述：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７７６ （ｂ）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ｕｓｅｄ ｗｈｅｎ ａ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ｂｙ ｎｏｔ ａｃ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ｏｆ ｉ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ｎｏｔ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ｒａｔ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ａ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ｏｕ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ｔ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ｅ
ａｒｅ 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ｒａｔ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ｆ：
（１）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ｍａｒｇｉｎ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 （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ｍａｒｇｉ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ｎ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即， 案件发起人计算的反倾销税率和应诉企业获得的单独反倾销税率中的最高者将被选取为不

利可得事实税率的计算依据。
美国反倾销法律有如下两种情形的规定： （１）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ｌｌ－ｏｔｈｅｒｓ ｒａｔｅ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ａ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ｙ ｚｅｒｏ ａｎｄ ｄｅ ｍｉｎｉｍｉｓ ｍａｒｇｉｎｓ ” （ＴＩＴＬＥ １９—ＣＵＳＴＯＭＳ ＤＵＴＩＥＳ）， 也即平均税率是单独

调查企业反倾销税率 （去除零税率和不显著低税率后） 的加权平均数。 （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７３５ （ｃ） （５） （Ｂ）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
ｅｒ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 ｚｅｒｏ ｏｒ ｄｅ ｍｉｎｉｍｉｓ ｏｒ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７７６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ｕｓｅ ａｎ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ｌｌ－ｏｔｈｅｒｓ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ｎｏ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 当案件审理中得到的单独调查企业反倾销税率为零税率和不显著低税率或者没有单独调查税

率时 （也即计算依据为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７７６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 平均税率是调查机构依据任何可得事实计算的反倾销税率， 实

际中的通常做法是取案件发起人计算的几个反倾销税率的简单平均数。



税率类型与 “非市场经济地位” 间存在联系。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非市场经

济地位” 国家的企业获得较低的单独税率①的条件更为严格， 不仅需要配合反倾销

调查、 还需证明自身满足 “不存在法律上和实质上的政府控制” 的市场经济条件。
此外， 在未应诉企业中也存在对 “非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企业的差别对待： 市场

经济国家的未应诉企业被征收平均税率， 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未应诉企业则被征收

更高的不利可得事实税率。
从案例层级出发， 才能有效识别各影响因素的作用。 以上的联系表明， 企业应

诉行为和企业所在国以及国家的 “市场经济地位” 等因素不是独立地对反倾销税

率产生影响， 使用普遍税率即是将 “非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的不利可得事实税率

与 “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的平均税率进行比较， 模糊了各影响因素的相互联系，
无法识别各因素的影响。 因此， 要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税收负担、 企业应诉行为的结

果和有效识别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 必须使用案例数据。

二、 数据与模型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ＩＴＡ② 的官方网站。 我们手工收集整理了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所有美国针对中国和印度③展开的反倾销案件数据以及涉及上述案件调

查的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案件数据。 案件数据包括了样本期间美国针对中

国的反倾销案件 １１１ 个， 这些案件还涉及了 ４４ 个其他国家和地区， 案件数 １４９ 个；
针对印度的反倾销案件 ２４ 个， 涉及 ３５ 个其他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 案件数 ９２
个。 同时， 从美国官方评估报告 （ＧＡＤ－０６－２３１） 中， 获取了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到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美国针对中国展开的反倾销案件信息， 以及这些案件调查中涉及的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案件信息。 这部分数据包含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 ７０ 个， 涉及 ３５ 个其

他国家和地区， 案件数 ６２ 个。 在上述两个数据来源组成的总案例库中， 最终获得

肯定性裁决的反倾销案件 ２７１ 个， 从两位海关代码分类看， 共包括了 ３５ 个行业。
（二） 变量定义与回归模型

为分析影响出口企业反倾销税率的因素及其程度， 设定基本回归方程：
ｒａｔｅｉｐｃｔ ＝ α ＋ β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ｐｃｔ ＋ β２ ＡＦＡｉｐｃｔ ＋ γ Ｗｉｐｃｔ ＋ ζｐ ＋ δｃ ＋ θｔ ＋ εｉｐｃｔ （１）

其中， ｉ 代表出口企业， ｐ 代表产品， ｃ 代表国家， ｔ 代表年份。 Ｗ 为其他变量

（ｄｕｒａ、 ｂｉｇｓｕｒ、 ｓｍａｌｌｓｕｒ）， ζｐ 为产品固定效应， δｃ 为国家固定效应， θｔ 为年份固定

效应， 标准误聚类到国家层面。
为识别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 要引入 “非市场经济地位” 这一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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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单独税率包括单独调查税率和平均税率。
美国反倾销调查主要由国际贸易署 （ＩＴＡ） 和国际贸易委员会 （ ＩＴＣ） 两个部门负责， ＩＴＡ 主要负责计

算倾销幅度， ＩＴＣ 裁定进口商品是否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或威胁。 从案例研读中我们发现， 主要是 ＩＴＡ 决定

具体的反倾销税率， 因此， 在考察美国对华反倾销税率决定因素时， 我们只关注 ＩＴＡ 的裁决。
印度是被选作中国替代国的频率最高的国家。



但是一国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 通常不会发生变化， 当我们在主回归中控制了国

家固定效应后， 再引入 “非市场经济地位” 这一哑变量就会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

性问题， 导致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系数估计有偏。 因此， 我们采用下面的做法

来估计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 （１） 在主回归方程 （１） 中， 估计出每个经

济体对应的国家固定效应的系数， 其包含了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状态对税率的

影响； （２） 在方程 （２） 中， 我们将各国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 （也即国家固定效

应） 作为因变量， 对 “非市场经济地位” 这一虚拟变量进行回归， 得到的估计系

数即为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作用①。 识别方程设定如下：
δｃ ＝λ＋ηＮＭＥｃ＋μｃ （２）

d代表国别效应的估计系数， ＮＭＥ 代表是否为 “非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 是为 １，
不是为 ０。

表 ２　 变量设定

变量 名称 定义

ｒａｔｅ 反倾销税率 反倾销调查中计算的反倾销税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单独调查税率类型 是否为单独调查税率类型， 是为 １， 否为 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 平均税率类型 是否为平均税率类型， 是为 １， 否为 ０

ＡＦＡ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类型 是否基于不利可得事实计算税率， 是为 １， 否为 ０

ｄｕｒａ 案件持续时间 案件从发起到结束所持续的天数

ＮＭＥ 非市场经济地位 是否被认定为 “非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 是为 １， 否为 ０

Ｃｈｉｎａ 中国 是否是中国， 是为 １， 否为 ０

ｂｉｇｓｕｒ 高替代国
替代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高于被调查国， 替代国的人均 ＧＮＰ
高于被调查国人均 ＧＮＰ 时， 高替代国为 １， 否则为 ０

ｓｍａｌｌｓｕｒ 低替代国
替代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低于被调查国， 替代国的人均 ＧＮＰ
低于被调查国人均 ＧＮＰ 时， 低替代国为 １， 否则为 ０

表 ３ 列示了描述性统计值， 其中分类变量中国、 非市场经济国家和税率类型使

用对应类别的反倾销税率计算均值和方差。 从类别对比看， 中国和非市场经济国家

企业的反倾销税率在中国入世前后都更高， 与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相比平均差异约为

３５ 个百分点。 从时间维度看， 中国和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反倾销税率在中国入

世后提高了， 但是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在中国入世后， 反倾销

税率下降了。 结合起来看， 不同类别的反倾销税率在入世前后的差距扩大了， 入世

前， 中国企业反倾销平均税率高于其他国家企业反倾销平均税率 １８ 个百分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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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分析中避免 “非市场经济地位” 与国家固定效应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要满足三个条件： （１） 这个

国家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 状态本身发生了变化， 例如俄罗斯和乌克兰； （２） 这些国家出现在涉及中国的反

倾销调查的其他国家名单中或者涉及印度的反倾销调查的其他国家名单中； （３） 对应的案件调查最终得到肯

定性终裁。 达到以上要求的只有俄罗斯， 那么， 在主回归中直接引入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哑变量就会导致

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因此， 为识别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 稳健的做法是将国家的估计系数对该国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哑变量进行回归， 并且在全样本分析中排除俄罗斯。



国入世后， 差异达到 ５３ 个百分点， 提高了 ３５ 个百分点。 这一变化趋势对于非市场

经济国家也存在。 从税率类型看， 基于不利可得事实计算的税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

的税率， 整个期间 ＡＦＡ 比 ａｖｅｒａｇｅ 高 ４９ 个百分点， 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高 ７０ 个百分点，
ＡＦＡ 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的差异在中国入世后扩大到 ８７ 个百分点。

表 ３　 描述性统计结果

统计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时期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５ 年

反倾销税率 ３５６ ３４３ ６９９ ５５ ０７ ７０ １７ ６２ ４８ ５５ ４３ ７６ ６６ ６７ ０８
持续期 ３５６ ３４３ ６９９ ４０７ ２１ ３７７ ６０ ３９２ ６８ ２９９ ７５ ２２ ９８ ２１４ ８９

中国
否 １８６ １０２ ２８８ ４６ ５８ ３２ ７２ ４１ ６８ ４６ ８３ ４３ ７３ ４６ １６
是 １７０ ２４１ ４１１ ６４ ３５ ８６ ０２ ７７ ０６ ６２ ３５ ８１ ９９ ７５ １８

非市场
经济国家

否 １６７ ９３ ２６０ ４３ ４３ ３２ ７６ ３９ ６１ ４２ ７４ ４４ ５５ ４３ ６２
是 １８９ ２５０ ４３９ ６５ ３５ ８４ ０９ ７６ ０２ ６２ ９４ ８１ ３７ ７４ ５０

税率
类型

ＡＦＡ ９７ ９７ １９４ ９２ ５１ １２７ ０８ １０９ ７９ ６９ ０６ ８７ ２３ ８０ ３６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６９ ６８ １３７ ４７ ７７ ７１ ５４ ５９ ５７ ４３ ２０ ６４ ０２ ５５ ６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１９０ １７８ ３６８ ３８ ６０ ３８ ６４ ３８ ６２ ４０ ８１ ５３ ８７ ４７ ５１

三、 实证结果

（一） 基本回归结果

表 ４ 结果显示， 平均而言， 企业不应诉获得的不利可得事实税率比单独调查税

率高出 ５７ 个百分点， 平均税率比单独调查税率高出 １０ 个百分点。 具体而言， 中国

入世前，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比单独调查税率平均高出 ５１ 个百分点， 入世后这一数

字上升到 ６５。 这表明当企业面临反倾销调查时， 如果不应诉或消极应诉， 往往导

致被基于不利可得事实计算并被征收明显偏高的反倾销税率； 而积极应诉并证明企

业符合市场经济条件则可争取到较低的单独调查税率。 入世之前平均税率显著高于

单独调查税率， 入世以后两者差异不显著。 本文认为下面的趋势可以解释这一变

化： 在加入 ＷＴＯ 后，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逐步学会运用国际规则

应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 表现为积极应诉获得单独税率的中国企业数目显著增加

（万静， ２０１１） ［１０］。 因此， 入世后平均税率的计算更多的是基于单独调查税率， 导

致其与单独调查税率间的差异减小， 且不显著①。
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税率是否显著高于经常选作中国替代国的印度呢？ 表 ４ 结果

显示， 入世前， 中国企业的国别效应为正但不显著， 数值也非常小。 这一结果与此

前 ２００６ 年美国官方评估报告的结果一致， 即： 在入世前， 中国企业获得的反倾销

税率与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获得的反倾销税率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２００２ 年后的

结果则显示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税率比印度企业高出 ６８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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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值得一提的是，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与单独调查税率间的差异并没有在中国入世之后有显著下降， 这可

能是因为被单独调查企业的积极应诉对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的外部性作用更小。



表 ４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反倾销税率

（１） （２） （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

平均税率类型
１０ １１１∗∗∗ １４ ０３６∗∗∗ １ ３１１
（３ ２９７） （３ ８６４） （３ ４３９）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类型
５７ ３３８∗∗∗ ５１ ８４０∗∗∗ ６５ ３１６∗∗∗

（６ ５４１） （４ ８９８） （９ ７５４）

中国
５４ ３４５∗∗∗ ８ ３９７ ６８ ８１５∗∗∗

（６ ７９５） （８ ５７０） （７ ９１２）

案件持续时间
－０ １２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１） （０ ６２６）

常数项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其他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９９ ３５６ ３４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１６ ０ ７３７ ０ ７４５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聚类到国家层面。 国
家固定效应的对比基准是印度， 为观察中国企业的国别效应变化， 我们将中国的国家固定效应在结果中单列
出来。 下表同。

基于前述模型的结果， 我们识别了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效应。 表 ５ 表明中

国加入 ＷＴＯ 前， “非市场经济地位” 没有显著影响， 但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 “非
市场经济地位” 对反倾销税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５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

变量
国别系数

（１） （２） （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

非市场经济地位
６０ ２８１∗∗ ４７ ７４７ ４３ ６１０∗

（２６ ０７０） （２８ ３３３） （２２ ８７９）

常数项
５ １５８ －１４ ６７０∗∗ －１ ７９９

（４ ６４１） （６ ４５０） （１１ ０６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０ ３３ ２２

（二） 替代国选择的影响

表 ６ 第 ２ 列考察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平均影响， 第 ３ 列将 “非市场经济地

位” 国家按照替代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或低于被调查国经济发展水平分为高替代

国和低替代国两组， 考察替代国选择的影响， 第 ２ 列和第 ３ 列的对比基准均为市场

经济国家企业。 由于 ２０００ 年前的数据中没有替代国选择的信息， 我们只能将分析

限定在中国入世后。 表 ６ 结果显示， “非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的税率比市场经济国

家高出 ６３ 个百分点， 结论与前述分析相符， 替代国选择的结果表明选择经济发展

水平更高的替代国时反倾销税率更高， 比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替代国高出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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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比没有使用替代国的高出近 ９０ 个百分点。

表 ６　 替代国选择的影响

变量
反倾销税率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平均税率类型
３ ７２１∗ ３ ４６７∗

（１ ９８２） （１ ７８８）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类型
６４ ４３７∗∗∗ ６３ ７７８∗∗∗

（１０ １３９） （１０ １３１）

案件持续时间
０ ２８７ ０ ３０９

（０ ４３１） （０ ４５０）

非市场经济地位
６３ １９１∗∗∗

（１３ ２７０）

低替代国
５８ ２９４∗∗∗

（１１ ９６５）

高替代国
８９ ５６７∗∗∗

（２７ １５８）
常数项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４３ ３４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０８ ０ ７１０
注： 由于从美国官方评估报告获取的早期数据中替代国信息缺失， 因此， 我们只能考察入世后替代国选择的
影响。

（三） 中国企业应诉不力时更高的反倾销税率

企业不配合调查将被基于不利可得事实计算税率， 从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实

践中发现， ＩＴＡ 会直接采用经审核的申诉者计算的反倾销税率作为不利可得事实税

率。 为了考察中国企业不应诉是否会导致更高的反倾销税率， 我们加入税率类型与

中国虚拟变量的交叉项进行检验。 表 ７ 结果显示入世前的估计系数值为正但不显

著， 入世后， 中国企业被基于不利可得事实计算的反倾销税率显著更高， 中国企业

不应诉的不利影响较为突出。
（四） 企业应诉的外部性作用

企业应诉不仅有助于自身获得更低的税率， 还具有行业层面上的积极意义， 即

企业积极配合调查除了可以帮助降低自身获得的单独调查税率之外， 还具有帮助降

低其他企业所获之平均税率和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的重要外部性作用。
首先， 平均税率的计算有两种情形的规定： （１） 平均税率是单独调查企业反

倾销税率 （去除零税率和不显著低税率后） 的加权平均数； （２） 当案件审理中得

到的单独调查企业反倾销税率为零税率和不显著低税率或者没有单独调查税率时，
平均税率取案件发起人计算的几个反倾销税率的简单平均数。 在情形 （１） 中， 企

业配合调查获得更低的单独调查税率会导致更低的平均税率， 因而企业配合调查具

备正外部性。 情形 （２） 中平均税率的决定本身虽然不会受企业是否配合调查的影

响， 但企业配合调查可以导致情形 （１） 适用， 即企业配合调查导致平均税率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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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更低的单独调查税率进行计算。 因此， 企业积极配合调查对平均税率具有正外

部性。

表 ７　 中国企业应诉不力时更高的反倾销税率

变量
反倾销税率

（１） （２） （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

平均税率类型
１２ ５１６∗∗∗ １４ ４６２∗∗∗ －２５ ２３８
（３ ９３２） （４ ８６４） （２２ ８４０）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类型
３７ ９８６∗∗∗ ４４ ３６７∗∗∗ ３３ ５３２∗∗

（８ ２５０） （１１ ８０１） （１３ ９０５）

中国
４９ ５０２∗∗∗ ３ ３１５ ６０ ５３８∗∗∗

（７ ６４５） （１１ ４７０） （８ ７７３）

平均税率类型×中国
－５ ５４７ －１４ ００４∗∗ ３３ ４０１
（４ ６４２） （５ ２７５） （２１ ５４２）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类型×中国
２９ ２２８∗∗∗ １２ ５０４ ４４ １４２∗∗∗

（８ ５０３） （１２ ２８４） （１３ ８４７）

案件持续时间
－０ １１５∗∗∗ －０ ０６３∗∗∗ －０ ０８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１） （０ ５１８）

常数项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其他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９９ ３５６ ３４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２４ ０ ７４０ ０ ７５５

其次，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 案件发起人计算的反倾销税率和应诉企业获得的单

独反倾销税率中的最高者被选取为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的计算依据。 鉴于发起人计算

的反倾销税率通常会远远高于应诉企业获得的单独税率， 因此， 调查机构往往采用

发起人计算的反倾销税率作为计算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的基准， 但会对相应的计算方

法和信息进行核实和调整。 在核实和调整的过程中， 被单独调查的企业如果配合调

查， 则可能通过提供有利于本国企业的信息 （例如替代价格的选取标准等）， 促成

纠正错误信息和错误方法从而降低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的结果。 因此， 被单独调查的

企业配合调查对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的决定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
但需要提出， 企业积极配合调查对于平均税率的外部性作用， 相较其之于不利

可得事实税率的外部性作用要重要得多， 原因在于后一种外部性需要通过提供有利

于本国企业的信息、 促成错误信息和错误方法的纠正等方式间接实现。 为检验上文

讨论的两种外部性， 本文将考查企业配合调查以及配合调查企业的数目增多是否会

帮助降低平均税率以及不利可得事实税率。
根据案件中是否存在单独调查企业构造配合调查的虚拟变量， 当案件中存在至

少一个单独调查企业时， 配合调查取 １， 否则取 ０。 由于对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而言

获得平均税率的可以是行业内的所有其他企业， 数目无法确定， 因此， 本文使用单

独调查企业数量占单独调查企业和不配合调查而获得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的企业总数

的比例作为企业配合率的度量。 表 ８ 的结果表明企业配合调查存在正外部性，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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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平均税率以及不利可得事实税率。 具体而言， 案件中存在企业配合调查降低

平均税率 ５１ 个百分点， 降低不利可得事实税率 ３２ 个百分点。 企业配合率提高 １ 个

百分点， 可以降低平均税率 ０ ５６ 个百分点， 降低不利可得事实税率 ０ ４ 个百分点。

表 ８　 企业配合调查的外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平均税率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

（１） （２） （３） （４）

配合调查
－５０ ７２７∗∗∗ －３２ ０３４∗∗

（１４ １４６） （１４ ４４９）

配合率
－０ ５５６∗∗∗ －０ ３９９∗∗

（０ １３５） （０ １５６）

非市场经济地位
６５ ０９３∗∗∗ ６８ ９２６∗∗∗ ６７ ２４６∗∗∗ ６４ ９４９∗∗∗

（１１ ５１５） （８ ５２０） （１１ ６５９） （１２ ０８１）

案件持续时间
－０ １３３ －０ １６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１８１） （０ １７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３）

常数项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３１ １３１ １９４ １９４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５４２ ０ ５４２ ０ ４７４ ０ ４６５

从分析中我们看到， 企业积极应诉不仅有利于自身争取更低的反倾销税率， 而

且具有正外部性作用， 反之企业不应诉具有负面影响。 根据数据我们发现， 中国企

业普遍存在不积极应诉、 配合率低的现象。 在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 企业平均

配合率为 ５９％， “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的企业平均配合率为 ６５％， 除中国以外的其

他 “非市场经济地位” 国家的企业平均配合率为 ６６％， 而中国企业的配合率仅有

５４％。 中国企业应诉不积极的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并着力解决企业应诉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

四、 稳健性检验

（一） 否定性裁决的处理

在基本回归分析中， 本文使用的是获得肯定性终裁的案例数据。 考虑到一些调

查在中途就终止了， 这些终止的案例表明被调查国出口企业没有被征收反倾销税。
我们将这部分样本加入， 将否定性裁决的税率值设定为 ０。 表 ９ 结果显示， 在将否

定性裁决加入后，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的系数值、 中国企业的国别效应的影响值都有

所下降， 但前述的基本结论没有变化。
（二） 不同案例集合的分样本回归

本文将总样本分割为中国和案件涉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印度和案件涉及的其

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 结果表明企业应诉行为、 中国企业的国别效应和

“非市场经济地位” 影响依然存在。

６０１

区域国别市场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表 ９　 否定性裁决税率设置为 ０ 时的回归结果

变量
反倾销税率

（１） （２） （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

平均税率类型
９ ６５１∗∗∗ １０ ５３３∗∗∗ －０ ６９８

（１ ７０４） （３ ０８３） （２ ７９８）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类型
４３ ５８２∗∗∗ ４２ ０３６∗∗∗ ５０ ０２９∗∗∗

（８ ２４７） （５ ８１１） （１１ ４３１）

中国
３１ ０５１∗∗∗ ９ ３４９ ６０ １９３∗∗∗

（４ ４９１） （７ ９４９） （８ ５１２）
常数项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其他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９２９ ５１２ ４１７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９６ ０ ７１９ ０ ７３９

表 １０　 否定性裁决税率设置为 ０ 时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

变量
国别系数

（１） （２） （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

非市场经济地位
５３ ９３５∗∗ ３５ ３７３ ５１ １３１∗∗

（２５ ８８７） （２９ ２０８） （１９ ２００）

常数项
－１１ ６９７ －１４ １９９∗∗∗ －１１ ３７９
（７ ２０８） （４ ６１３） （１２ ０３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４ ４７ ３０

表 １１　 不同案例集合下回归结果

变量

反倾销税率

中国及案件涉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印度及案件涉及的
其他国家和地区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平均税率类型
１０ ８０８∗∗∗ １４ ０３６∗∗∗ ２ ４５３ ２ ７０３
（３ ５６３） （３ ８６４） （２ ７０７） （１２ ３７７）

不利可得事实
税率类型

５８ ０６０∗∗∗ ５１ ８４０∗∗∗ ６６ ３０６∗∗∗ ６０ ８１６∗∗∗

（６ ３０５） （４ ８９８） （８ ８０１） （１３ ８１７）

中国
５４ ８６７∗∗∗ ８ ３９７ ６９ ５０４∗∗∗ ６７ １３９∗∗∗

（６ ３７７） （８ ５７０） （６ ９９７） （３ ５６４）

案件持续时间
－０ １２２∗∗∗ －０ ０６５∗∗∗ －０ ６４３∗ －１ ３０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１） （０ ３３５） （４ ７８８）

常数项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其他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８２ ３５６ ３２６ １１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１７ ０ ７３７ ０ ７４７ ０ 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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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不同案例集合下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

变量

国别系数

中国及案件涉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印度及案件涉及的
其他国家和地区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非市场经济地位
６０ ９６６∗∗ ４７ ７４７ ５０ ８５０∗∗ ９９ ９８２∗∗

（２６ ２３３） （２８ ３３３） （２２ ４７９） （３６ ４４５）

常数项
５ ０２２ －１４ ６７０∗∗ －５ ９４０ －３９ ０８７∗∗∗

（４ ９５３） （６ ４５０） （１３ １３９） （１３ ４３０）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０ ３３ ２２ ２１

（三） 新模型设定

在原模型设定中， 我们控制国家固定效应， 并通过国别效应系数对 “非市场

经济地位” 的哑变量回归来识别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 这里我们尝试不控

制国家固定效应， 直接考察中国企业的国别效应和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作用，
即在回归方程中直接加入是否为中国的哑变量与是否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哑变量。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基本结论依然成立。

ｒａｔｅｉｐｃｔ ＝α＋β１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ｐｃｔ＋β２ＡＦＡｉｐｃｔ＋γＣｈｉｎａｉｐｃｔ＋ωＮＭＥ ｉｐｃｔ＋τｄｕｒａｉｐｃｔ＋ζｐ＋θｔ＋εｉｐｃｔ （３）

表 １３　 新模型设定下的回归结果

变量
反倾销税率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

平均税率类型 １１ ３７２∗∗∗ １６ ０９５∗∗∗ ３ ２１５
（３ ７２０） （４ ７８２） （２ ４９１）

不利可得事实税率类型
６０ １９９∗∗∗ ５５ ６０７∗∗∗ ６６ １５４∗∗∗

（４ ８２４） （５ １２６） （９ １６９）

中国
２８ ０７３∗∗ ４ ２２１ ５７ ０３３∗∗∗

（１２ ７１９） （２１ ２９３） （３ ５４１）

非市场经济地位
２７ ４９５∗∗ ３４ ８５３ １３ １２４∗

（１２ ９７０） （２２ ３１７） （７ ５８８）

案件持续时间
－０ １４７∗∗∗ －０ １３１∗∗∗ ０ ２５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０ ４３０）

常数项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９９ ３５６ ３４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８１ ０ ６２８ ０ ７１７

五、 结　 论

本文基于反倾销调查中计算反倾销税率的直接依据归纳出主要影响因素， 将被

调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美国反倾销的案例数据考察了美国对

华反倾销税率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发现： 中国企业的国别效应和 “非市场经济

地位” 的效应在中国入世前后有变化， ２００２ 年前， 中国企业反倾销税率与其他国

家并无显著差异， “非市场经济地位” 没有显著的影响； ２００２ 年后， 中国企业的反

倾销税率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企业， “非市场经济地位” 的作用显著为正， 并且选择

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替代国时反倾销税率更高。 而不论入世前后， 企业不配合调查

都大幅度提高了反倾销税率。 我们进一步发现当中国企业被基于不利可得事实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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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税率时， 其反倾销税率更高， 企业配合调查降低自身反倾销税率的同时， 还

具有降低本国被调查的其他企业反倾销税率的正外部性。
反倾销税率的分析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中国在充分利用入世带来的机遇的

同时， 也不得不面临与之相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入世后， 中国的对外贸易快

速发展， 对外贸易量攀升， 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入世带给中国巨大的利

益。 同时， 迅猛的发展必然也会引起各国对中国的关注， 为保护国内产业和本国利

益， 各国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面对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形势， 政府、 各行业

组织、 被调查企业等都应积极行动， 妥善应对未来可能越来越频繁的贸易争端。 虽

然反倾销调查应诉主体是企业， 但反倾销调查直接影响全行业利益、 区域出口发

展、 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特征表明， 应对反倾销调查需要政府部门、 行业组织、 企

业、 律师团队和专家学者各方的积极配合。 企业在反倾销调查中应该更积极地应

对， 争取对自身更有利的裁决， 行业协会或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建立应诉成本分摊协

调机制， 帮助化解正外部性带来的应诉不充分的问题。 政府部门可以建立信息收集

共享平台， 为企业应诉提供信息支撑。 信息平台的建立特别需要国家驻外机构和海

外华商组织的配合， 提供当地的市场价格信息， 以帮助企业在应诉中搜集和组织合

理替代国选择的证据； 同时， 政府应当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 积极争取各国对

我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真正认可， 在反倾销调查中取消替代国做法或变相的替

代国做法。 律师团队应进一步掌握和运用反倾销发起国的法律规则， 收集和梳理主

要发起国的历史案例。 专家学者应深入研究， 为构建和优化预警体系， 测算反倾销

调查对经济的影响， 为有效制定和调整反倾销策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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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ｔｓ ｏｗ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ｒａｔ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ｒ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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