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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對自中國申請對自中國申請對自中國申請對自中國

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

反傾銷稅案反傾銷稅案反傾銷稅案反傾銷稅案傾銷傾銷傾銷傾銷最後最後最後最後認定認定認定認定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壹壹壹壹、、、、傾銷傾銷傾銷傾銷最後最後最後最後調查結論調查結論調查結論調查結論    

本案經財政部(下稱本部)最後認定有傾銷事實，本部關稅稅率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第 180 次會議爰決議依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

法（下稱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通知經濟部繼續完成該傾

銷是否造成我國產業損害最後調查認定。 

貳貳貳貳、、、、本案緣起及處理經過本案緣起及處理經過本案緣起及處理經過本案緣起及處理經過    

一一一一、、、、申請人提出申請申請人提出申請申請人提出申請申請人提出申請    

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申請人)於

101 年 7 月 17 日檢送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本部申請對自中國大陸

及韓國產製進口之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

稅。 

二二二二、、、、申請資料之初步審查申請資料之初步審查申請資料之初步審查申請資料之初步審查    

申請書及相關資料經本部前關政司
1
依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進行書面

審核，並經申請人於 101 年 11 月 12 日提供修正申請書後，依實施辦

法第 8條規定於 101 年 11 月 16 日邀集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下稱

貿調會)、工業局、國際貿易局及本部前關稅總局等有關機關會商本

案是否應作成進行調查之議案，俾提交委員會審議，並援例請申請人

列席說明。經會議決議，俟申請人補正部分資料，並經確認已符合進

行調查之形式要件後，將作成議案提交委員會審議。申請人嗣於 102

                                                 
1
因政府組織改造調整， 102 年 1 月 1 日起與前關稅總局合併為關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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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21 日補正相關資料，並經審查符合進行調查之形式要件，爰

由本部關務署報請委員會審議。 

三三三三、、、、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 

本部於 102 年 2月 1 日召開委員會第 176 次會議審議，並作成決議：

「本案申請人符合提出申請案之資格，根據其提供之資料顯示，進口

涉案貨物已達傾銷及損害我國產業之合理懷疑，請即依實施辦法相關

規定先行通知各涉案國政府；並於財政部核定後公告進行調查，分別

通知各涉案國政府、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移請經濟部就有

無損害我國產業進行調查，於完成損害及傾銷初步調查認定後，根據

調查結果，再提請本會審議是否臨時課徵反傾銷稅」。 

四四四四、、、、展開調查展開調查展開調查展開調查    

（（（（一一一一））））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    

1、展開反傾銷調查前通知各出口國政府：本部於 102 年 2 月 6 日以

台財關字第10210031631號及第1021003163號函分別通知駐臺韓

國代表處及中華民國常駐 WTO 代表團，並請後者轉知中國大陸駐

WTO 代表團，略謂本案將於近日公告進行調查。 

2、展開反傾銷調查公告及通知利害關係人與出口國政府：依 102 年

2 月 1 日關稅稅率委員會第 176 次會議決議，本部於同年 2 月 20

日以台財關字第 1021003770 號公告對涉案貨物自即日起進行調

查，復於同日函知利害關係人並通知駐臺韓國代表處及我駐 WTO

代表團，另請後者轉知中國大陸駐 WTO 代表團。 

（（（（二二二二））））通知經濟部進行損害調查通知經濟部進行損害調查通知經濟部進行損害調查通知經濟部進行損害調查 

本部於 102 年 2 月 20 日以台財關字第 10210037704 號函請經濟部就

本案國內產業損害部分進行調查。    



公開版 

3 
 

參參參參、、、、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涉案貨物及調查期間涉案貨物及調查期間涉案貨物及調查期間涉案貨物及調查期間    

一一一一、、、、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    

（一）申請人：本案申請人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

限公司，係涉案貨物之國內同類貨物（不銹鋼冷軋鋼品 300 系）

生產者，依據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統計，我國 100 及 101 年同

類貨物之總生產量各為 679,211 及 588,232 公噸，申請人於 100

及 101 年合計生產量各為 XXX 及 XXX 公噸，占本案同類貨物國內

總產量達 XX%及 XX%。依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申請人具產業代表

性。  

（二）涉案國及其製造商、出口商： 

1、中國大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寶新不銹鋼有限

公司、張家港浦項不銹鋼有限公司、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2
、上

海克虜伯不銹鋼有限公司（以上為申請人所提供之生產商）、天

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太鋼不銹香港有限公司、太鋼進出

口（香港）有限公司、其他製造商及出口商。 

2、韓國：Poh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 (POSCO)、Hyundai BNG Steel 

Co., Ltd.（以上為申請人所提供之生產商）、Hyundai Steel 

Company 、 Daewoo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 GS Global 

Corporation、Hyosung Corporation 及 Hyundai Corporation、

其他製造商及出口商。 

（三）涉案貨物進口商：裕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彰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伍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建錩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博淳金屬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紅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舜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鋼工

                                                 
2
 101 年 4 月 1日將其不銹鋼事業務獨立為寶鋼不銹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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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股份有限公司、力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裕笙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昱龍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以上為申請人所提供之進口商）、

曉星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表明為涉案貨物進口商)、其他進口商。 

二二二二、、、、涉案貨物涉案貨物涉案貨物涉案貨物    

（一）貨品名稱及範圍：    300300300300 系不銹鋼冷軋系不銹鋼冷軋系不銹鋼冷軋系不銹鋼冷軋鋼鋼鋼鋼品品品品，，，，包括包括包括包括鋼捲及鋼板鋼捲及鋼板鋼捲及鋼板鋼捲及鋼板    (SUS 

300 series flat-rolled products of stainless steel, 

cold-rolled《cold-reduced》, whether in coils or sheets)，

主要包括 SUS301、304、304L、316、316L 及 321 等，及其他對應

規格產品。 

（二） 所涉現行海關進口稅則貨品分類號列：7219329011、7219329012、

7219329019、7219339011、7219339012、7219339019、7219349011、

7219349012、7219349019、7219359011、7219359012、7219359019、

7220209011、7220209012、7220209019 等 15 項。 

（三）成分及規格：主要化學成分為鐵，另添加矽、錳、鉬、氮、鎳及

鉻等元素。為為為為 300300300300 系不銹鋼冷軋鋼系不銹鋼冷軋鋼系不銹鋼冷軋鋼系不銹鋼冷軋鋼品品品品，，，，包括所有寬度包括所有寬度包括所有寬度包括所有寬度，，，，而厚度小而厚度小而厚度小而厚度小

於於於於 4.754.754.754.75 公厘者公厘者公厘者公厘者。。。。 

（四）用途：主要供加工處理製成不同之用品，如汽車業之車輪蓋、天

線、排氣管、車輛外製材等，餐廚用具業之流理台、鍋、碗、壺、

杯等，家電業之電腦零組件、液晶顯示器、錄影機等，另運用於

建築裝潢業之門窗、扶手、水塔、電梯等、石化業之儲油槽、輸

油管等、食品業之桶槽、蒸籠等、機械業之馬達、油壓機等，以

及交通業之纜車、貨櫃等。 

三三三三、、、、調查期間調查期間調查期間調查期間    

本案係於 102 年 2 月 20 日公告展開調查，考量調查資料完整性，爰

將傾銷調查資料涵蓋期間定為自 101 年 1月 1日起至 101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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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為期 1年。 

肆肆肆肆、、、、初步調查認定初步調查認定初步調查認定初步調查認定    

一一一一、、、、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 

（一）貿調會於 102 年 2 月 27 日公告，自 102 年 2 月 22 日起進行產業

損害初步調查。嗣因部分利害關係人申請展延問卷填復期限及準

備調查相關資料之需，為順利完成調查及認定，該會爰依實施辦

法第 18 條規定，公告調查期間延長至 102 年 4 月 22 日，並於 102

年 3 月 26 日以貿委調字第 10200007251 號函知本案利害關係人。 

（二）貿調會於 102 年 4 月 12 日召開第 78 次委員會議審議作成產業損

害初步認定，並經經濟部於 102 年 4 月 17 日以經調字第

10202606440 號函將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調查認定結果通知本部，

內容略以： 

1、本案依初步調查所得相關資料，就自中國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不

銹鋼冷軋鋼品數量之變化、國內不銹鋼冷軋鋼品市價所受之影響

及國內不銹鋼冷軋鋼品產業各項經濟因素等法定調查事項，從市

場競爭狀況、產業損害及因果關係等方面綜合評估，有合理跡象

顯示涉案傾銷進口產品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本案如須進行

產業損害最後調查，不排除其他任何新增不同之事實與分析，而

獲致不同之結論。 

2、另根據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有關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是否繼續

遭受損害一節，由本案調查所得相關資料研判，無明顯證據顯示

目前國內產業之損害狀況將有顯著之變化，爰合理推估我國產業

在調查期間將繼續遭受損害。 

二二二二、、、、傾傾傾傾銷初步銷初步銷初步銷初步認定認定認定認定 

（一）中國大陸及韓國涉案廠商均有傾銷事實：委員會於 102 年 7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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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178次會議決議，本案依據經濟部初步調查認定，有合理跡象

顯示涉案傾銷進口產品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並合理推估我

國產業在調查期間將繼續遭受損害，復經本部初步調查認定，相

關涉案廠商均有傾銷情事，爰同意依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對相

關涉案廠商之涉案產品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並應依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繼續調查完成有無傾銷之最後認定。本部於102年8月13

日以台財關字第 1021018234 號公告本案自 102 年 8月 15 日起臨時

課徵反傾銷稅。 

（二）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初步認定如下表： 

涉案國家 涉案廠商名稱 傾銷差率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 

太鋼不銹香港有限公司(出口商) 

太鋼進出口（香港）有限公司(出口商) 

20.52% 

其他製造商或出口商 45.96%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Poh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POSCO) 

POSCO 出口商： 

Daewoo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GS Global Corporation 

Hyosung Corporation 

Hyundai Corporation 

27.26% 

其他製造商或出口商 46.02% 

伍伍伍伍、、、、傾銷最後傾銷最後傾銷最後傾銷最後調查程序調查程序調查程序調查程序    

一一一一、、、、實地查證實地查證實地查證實地查證    

為確保傾銷調查最後認定結果之公正性與客觀性，本部依實施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分別指派查核人員於 1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赴中國大陸及 9 月 1日至 9 月 7 日期間赴韓國，實地查核個別

廠商原提供調查問卷內外銷相關資料之真實性、正確性及完整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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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廠商查證工作則又包含進一步詢問及抽核有關市場經濟資料

認定之資料。 

二二二二、、、、最後調查最後調查最後調查最後調查認定認定認定認定期限期限期限期限    

依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本部初步認定之案件，無論認定有

無傾銷，均應繼續調查，於初步認定之翌日起 60 日內提交委員會審

議後，完成最後認定。本部係於 102 年 8 月 13 日發布本案之傾銷初

步認定公告，爰應於 102 年 10 月 12 日前，將傾銷最後調查認定結果，

提交委員會審議，作成有無傾銷之最後認定。惟由於本案中國大陸及

韓國涉案廠商規模甚大，涉案貨物資料量繁多，且有關中國大陸市場

經濟地位認定資料龐雜，分析整理均極為耗時，為審慎起見，本部爰

依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於102年9月30日以台財關字第1021021988

號公告將本案有無傾銷事實最後認定期限延長至 102 年 11 月 11 日

止。    

陸陸陸陸、、、、傾銷事實之最後傾銷事實之最後傾銷事實之最後傾銷事實之最後認定認定認定認定    

一一一一、、、、傾銷認定之法令依據傾銷認定之法令依據傾銷認定之法令依據傾銷認定之法令依據    

（一）反傾銷稅課徵依據：關稅法第 68 條第 1項規定，進口貨物以低於

同類貨物之正常價格輸入，致損害我國產業者，除依海關進口稅

則徵收關稅外，得另徵適當反傾銷稅。 

（二）傾銷差額之計算依據： 

1、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1項規定，傾銷差額，以進口貨物輸入我國之

價格低於正常價格之差額計算之。同條第 2 項規定，輸入我國之

價格與正常價格之比較，得以加權平均輸入我國價格與加權平均

正常價格比較，或以逐筆比對方式就輸入我國價格與正常價格比

較；如因不同買主、地區或時點而呈現鉅大價差者，得以逐筆輸

入我國價格與加權平均正常價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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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又依實施辦法第 33 條規定，傾銷差額之計算，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輸入我國價格與正常價格之比較，應基於相同之交易層次及儘可

能同一交易時間為之。 

(2)就進口貨物之物理特性、稅賦、規費、交易折扣、交易之層次、

時間、數量、條件及其他影響價格之因素調整其差異。 

二二二二、、、、中國大陸涉案廠商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之審查中國大陸涉案廠商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之審查中國大陸涉案廠商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之審查中國大陸涉案廠商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之審查    

（（（（一一一一））））相關審查規定及實務作法相關審查規定及實務作法相關審查規定及實務作法相關審查規定及實務作法    

1、依據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5 項規定，產製國或輸出國為非市場經濟

國家者，得以市場經濟第三國可資比較之銷售或推算價格，或該

第三國輸往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或我國可資比較之銷售價格為正常

價格。如無法決定時，得以其他合理基礎推算之。 

2、本部前於 95 年 5 月 29 日以台財關字第 09505502880 號公告將中

國大陸列為適用非市場經濟之國家，並述明本部對自中國大陸進

口之涉案貨物辦理反傾銷調查時，將依據內需市場規模及社經發

展程度等原則，選擇適當之市場經濟國家，作為替代第三國，並

依據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5項規定，核定中國大陸涉案廠商之正常

價格。 

3、前揭公告所列有關非市場經濟國家認定標準，包含涉案國貨幣兌

換之自由程度、勞方向資方協商工資之自由程度、外商合資或投

資當地國之限制程度、政府股份或控制生產要素之程度、政府控

制資源分配之程度、企業訂價及產出決定之程度、企業營運受法

律保障之程度及企業會計紀錄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標準之程度等 8

大要項。 

4、中國大陸雖經前述本部公告列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惟考量該國推

動經濟體制之改革開放已有相當時間，且在反傾銷調查方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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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多國家承認該國之市場經濟地位，故近年來本部對中國大陸

廠商展開之反傾銷調查案件中，如相關產業部門無明顯政府干預

情形，且涉案廠商非屬國營企業，亦能配合調查，充分舉證所從

事之商業活動無不符前開市場經濟地位任一認定標準之情事者，

本部係採個案審查方式，同意給予市場經濟地位待遇。至於未配

合調查之中國大陸涉案廠商，則仍無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之適用。 

（（（（二二二二））））市場經濟地位之初步認定市場經濟地位之初步認定市場經濟地位之初步認定市場經濟地位之初步認定    

1、鑑於中國大陸政府對鋼鐵產業有明顯干預情形，且本案中國大陸

配合調查之 2 家關聯廠商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

西太鋼）及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下稱太鋼天管)均為政

府持股過半之國資企業，易受國家產業政策影響，可合理懷疑該

等公司之營運應非完全依循市場機制運作。因此本部前於傾銷初

步調查階段並未承認該 2 家廠商具市場經濟地位。 

2、初步調查階段結束後，為確認山西太鋼及太鋼天管是否適用市場

經濟地位待遇，本部持續蒐集中國大陸鋼鐵產業政策及相關法規

命令等資料，並於 102 年 8月 26 日至 9 月 4日派員赴中國大陸，

於山西太鋼營業處所進行實地查證。除查核該 2 家廠商調查問卷

填復內容之正確性與真實性外，亦就彼等所提市場經濟地位之說

明及資料進行查證，以利完成最終傾銷調查認定，並確認是否給

予該等配合調查之涉案廠商市場經濟地位待遇。 

（（（（三三三三））））市場經濟地位之最後認定市場經濟地位之最後認定市場經濟地位之最後認定市場經濟地位之最後認定    

1111、、、、山西太鋼發展背景概述山西太鋼發展背景概述山西太鋼發展背景概述山西太鋼發展背景概述    

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太鋼集團)為中國大陸山西省最大

鋼鐵企業，亦為中國大陸最早生產不銹鋼之企業，而山西太鋼係

於 1998 設立並完成股票上市，成為太鋼集團子公司(太鋼集團後

於 2006 年 2 月將鋼鐵主業售予山西太鋼，成為後者之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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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山西太鋼之不銹鋼產量僅有 9.6 萬噸，然而由 1998 至 2007

年短短 10 年之間，該公司即號稱具備 300 萬噸不銹鋼之產能，成

為全球產能最大之不銹鋼生產企業；不銹鋼實際年產量亦提升至

202.5 萬噸，成長達 20 倍。相較於同期間世界上其餘各國不銹鋼

總產量僅成長 30%左右，實有天壤之別。 

   按山西太鋼不銹鋼生產規模之急速成長，固與企業本身之企圖心

與努力密切相關，然無論透過中國大陸總體鋼鐵產業政策之檢

視，或進一步檢視山西省有關不銹鋼產業之重要政策及行政命

令，即可得知山西太鋼之所以能夠「做大做強」以生產不銹鋼為

主之鋼鐵企業，持續獲得中央及地方政府多方面支持仍為關鍵因

素之一，並非全然透過市場機制運作獲致之成果(事實上山西太鋼

所在地太原市亦有多項支持措施，惟不另行贅述)。 

2222、、、、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政府對產業之干預及其影響分析政府對產業之干預及其影響分析政府對產業之干預及其影響分析政府對產業之干預及其影響分析    

以下分別就中央及山西省針對山西太鋼或不銹鋼產業訂定之相關

政策、法規命令加以分析，並簡述山西太鋼因而受惠情形： 

(1)中央之鋼鐵產業政策 

鋼鐵產業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之重要支柱，產業關聯度高、消費

推動力強，在經濟建設、國防工業、社會發展、財政稅收、穩定

就業等方面有重要影響力。惟因鋼鐵產業長期採粗放方式擴張，

故中國大陸粗鋼產量雖自 1996 年起即持續位居世界第一，但也同

時存在盲目投資情形嚴重，創新能力不足，產業佈局不合理，產

業集中度低，資源控制力弱等有待改善之結構性問題。因此自 1998

年以降，中國大陸政府陸續發布「當前國家重點鼓勵發展的產業、

產品和技術目錄」、「冶金工業十五規劃」(2001)、「促進產業

結構調整的暫行規定」(2005)、「鋼鐵產業發展政策」(2005)、

「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05、2011)、「鋼鐵產業調整和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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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規劃」(2009)、鋼鐵行業生產經營規範條件(2010、2012)、「鋼

鐵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2011)等多項政策或法規命令，企

圖引導產業發展方向。 

上述文件涉及或專門針對鋼鐵產業部分，主要之政策任務均集中

於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抑制過度投資、淘汰落後產能等面向；而

在促進鋼鐵產業結構調整之作法方面，則特別關注鋼鐵產業內之

結構調整，包括行業內產品結構之調整以及個別企業組織結構之

調整等面向。至於產品結構之調整主要是追求發展不銹鋼等特鋼

產品，個別企業組織結構之調整則以擴大優勢(大型)鋼鐵企業規

模、提高集中度為核心。 

由於不銹鋼之生產技術層次、產品附加價值遠較一般鋼鐵(普鋼)

為高，故幾乎上述各項文件均將不銹鋼等特鋼，列為重點發展之

鋼鐵產品類別；太鋼集團或山西太鋼亦因而屢屢被點名為應予重

點支持之企業。然經檢視上述文件所規定之配套措施，發現中央

政府顯有要求各級政府透過目錄指導、市場准入條件設定、投資

項目審核、供地審批、貸款之核駁等方式，以創造「壓小上大」

效果，協助太鋼集團或山西太鋼等大型鋼鐵企業創造競爭優勢；

另一方面再綜合運用差別電價、財政獎勵、強制退場、考核問責

等法律、經濟手段與「其他必要的行政手段」，包括公布「黑白

名單」，以加大淘汰落後產能力度(落後與否多以設備容積大小論

斷)，化解過剩產能。顯示中央政府不僅對整體鋼鐵及不銹鋼產業

有所干預，其干預亦及於特定鋼鐵企業及特定產品之生產。 

(2)山西省之產業政策 

由於太鋼集團為歷史悠久之大型省屬國有企業，而不銹鋼為該公

司最具特色之鋼鐵產品，是故對山西省而言，前述鋼鐵行業內產

品結構之調整主要是突出發展不銹鋼等特鋼產品，企業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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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整又以擴大優勢(大型)鋼鐵企業規模、提高集中度為核心之

論點，經由分析山西省對太鋼集團或山西太鋼之支持，更可得到

驗證。 

   查山西省自 1999 年以降，亦陸續發布多項與促進鋼鐵產業結構調

整有關之政策或行政命令，包括「關於培育一增三優發展潛力產

品推進產業優化升級的實施意見」(1999)、「關於進一步推進經

濟結構調整實施“1311”規劃的意見」(2001)、「山西省發展以

不銹鋼和鋁鎂合金為主的金屬材料及其製品工業三年推進計畫

(2005-2007 年)」(2005)、「關於優化產業結構培育優勢產業的實

施意見」(2006)、「冶金工業“十一五”發展規劃」(2007)、「山

西省省屬國有企業“十一五”發展規劃」(2007)、「山西省冶金

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2009)等；此外在落實執行鋼鐵產業結構

之調整或優化任務時，更進一步針對鋼鐵產業內之企業規模、特

定企業、特定產品或特定技術，對優勢(大型、骨幹)國有企業作

選擇性扶植，其中自亦包括太鋼集團或山西太鋼在內。 

至於在落實執行提高產業集中度、強化企業競爭力之配套措施部

分，上述文件幾乎均載明擬重點培植之國有企業及其特定專案名

稱，並要求省府以降之各級政府在財政、賦稅、融資、債權債務、

職工安置、土地、礦產資源配置等環節，持續支持類似太鋼集團

或山西太鋼等優勢鋼鐵企業，透過不斷推出特定專案，擴大生產

規模或展開兼併重組。 

(3)山西太鋼受惠情形 

經詳細檢視不同期間太鋼集團或山西太鋼對外發表之經營策略，

得知彼等並非僅係被動配合，而是一定程度影響了政府之鋼鐵產

業政策；尤其在山西省部分，幾可論定彼等有直接參與，甚至主

導該省部分鋼鐵產業政策或相關行政命令制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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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自知粗鋼總產能無法與中國大陸其他特大型鋼鐵公司相提並

論，因此太鋼集團早在 90 年代末期就決定將不銹鋼作為帶動集團

發展之主力產品，並以產能為指標，設定先進入世界十強(100 萬

噸)，再進而成為世界上最大(300 萬噸)不銹鋼企業之二階段發展

計畫。其後在山西省有關進口設備免稅、貸款貼息、土地使用、

資源劃撥、銀行融資等多方面支持下，自 2002 年起透過兩輪之不

銹鋼產能擴張專案(包括冷軋鋼板生產線)，自國外購進新式生產

設備及技術後，山西太鋼分別於 2003 年及 2007 年快速達到該上

述階段性目標。 

2007 年起，山西太鋼之不銹鋼產能已穩居全球首位，自然成為山

西省之龍頭企業；該公司發展之重點，亦不再是產能之快速擴增，

而係不銹鋼產業鏈之延伸。其產業鏈除向下游延伸至不銹鋼深度

加工領域外，更重要者係向上游發展，鞏固原料來源。因此在省

政府明示支持下，積極參與省內國企之兼併整合，或進行跨省、

跨國之投資參股工作，採自行或合作開發方式，掌握生產不銹鋼

必所需之鐵礦、焦煤，以及鎳、鉻等影響生產成本甚鉅之金屬資

源；甚至在山西省內煤、鐵礦藏之取得方面，亦獲得省政府大力

支持。 

從而如將山西省政府明示支持山西太鋼或太鋼集團推動之專案內

容，以及前述山西省冶金工業、省屬國有企業等“十一五”發展

規劃等文件，在協助鋼鐵產業向上游發展部分之重要指示相對

照，即可發現諸如「礦產資源規劃不僅要考慮現有生產企業需要，

更要考慮支援重點項目的建設」、「已取得採礦權，但不符合國

家產業政策，屬於應淘汰和關閉的採礦企業，可強行收回，配置

給重點發展的專案」等規定，實有替山西太鋼或太鋼集團量身打

造之嫌。因此山西太鋼得以直接，或者經由太鋼集團間接獲得來

源穩定，且成本較同行為低之生產原料，在不銹鋼之生產已形成



公開版 

14 
 

規模經濟優勢之情況下，更可強化其不銹鋼產品之競爭力(中國大

陸鋼鐵業每年鐵礦石總體需求量 50%以上仰賴進口，山西太鋼自給

率卻可達 85%，其競爭優勢可見一般)。 

至於在不銹鋼之生產部分，2007 年起山西太鋼雖因產能已居全球

第一，無須再全力追求規模之快速擴張，惟查 2007-2012 年間山

西省政府公布之重點支持專案中，仍均列有該公司之不銹鋼生產

線或配套設施改善等工程。經由規模之穩定擴張， 2009 年起山西

太鋼不銹鋼實際產量真正成為全球第一，且持續不墜。另該公司

於 2012 年初復啟動冷連軋不銹鋼產品新建工程，被視為“十二

五”期間(2011-2015)「重中之重」專案，因而得到中央預算內專

項資金最高額補助(2 億人民幣)，完工後不銹鋼產能自將進一步擴

大。又自 2008 年迄今，太鋼公司兩度被山西省權責機構認定為高

新技術企業，依有關規定，其企業所得稅可減按高新技術企業之

15%稅率徵收，亦可進一步增加其競爭優勢，然有關高新技術企業

之認定準據方面，包括「產品屬於『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

域』規定的範圍」、「高新技術產品收入占企業當年總收入的 60%

以上」等條件是否合理，亦頗有疑義。 

3333、、、、涉案廠商無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之適用涉案廠商無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之適用涉案廠商無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之適用涉案廠商無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之適用    

由前述分析可知山西太鋼自 1998 年成立迄今，在不銹鋼之生產或

公司之整體發展方面，確實獲得中國大陸中央及山西省政府持續

之支持；再加上太鋼集團不乏受惠於各級政府整體鋼鐵產業乃至

於資源(礦產開發)產業政策情形，屬集團成員之山西太鋼自亦可

間接受惠。參照前開本部公告之市場經濟地位認定標準，可獲致

該公司至少在「政府股份或控制生產要素之程度」、「政府控制

資源分配之程度」2 方面並非完全依循市場機制運作之結論。 

   至於太鋼天管為山西太鋼之關聯企業，主要被規劃為山西太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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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出口基地，一則由山西太鋼掌握過半股權，實際上受山西

太鋼控制，再則該公司與山西太鋼在政府總持股比率方面均超過

XX%，其營運自無可能排除政府直接或間接干預之影響，故應與山

西太鋼為相同之處理。亦即該 2 家涉案廠商應無市場經濟地位待

遇之適用。 

((((四四四四))))涉案涉案涉案涉案廠商傾廠商傾廠商傾廠商傾銷差額計算方式銷差額計算方式銷差額計算方式銷差額計算方式    

本案山西太鋼及太鋼天管 2 家中國大陸涉案廠商既均無市場經濟

地位待遇之適用，其正常價格應以替代第三國國內銷售價格計

算。惟基於該 2 家關聯廠商在調查過程中積極配合填復問卷且填

答內容完整，在實地查證階段亦大致對本部各項查核事項展現合

作態度，有關出口至我國之交易資料部分經抽核後亦驗證無誤，

故本部仍採用該 2 家廠商提供之涉案貨物對我國出口資料以計算

出口價格，並個別計算該 2廠商之傾銷差額。 

     至其他中國大陸涉案廠商部分，原無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之適用，其

正常價格亦以替代第三國國內銷售價格計算，另出口價格部分則

以我國海關進口資料計算之，進而計算該等廠商之傾銷差額。 

（（（（五五五五））））替代第三國之選擇替代第三國之選擇替代第三國之選擇替代第三國之選擇    

1111、、、、以韓國為替代第三國以韓國為替代第三國以韓國為替代第三國以韓國為替代第三國：申請人主張以泰國為中國大陸替代第三國，

惟本部考量泰國不銹鋼市場規模甚小且僅有 1 家生產涉案貨物之

廠商，經參酌涉案廠商山西太鋼陳述及其提供之獨立機構 CRU 統

計等資料，復考量韓國鋼鐵產業發展較泰國更具規模，市場競爭

程度更為充分，且技術生產工藝與大陸鋼鐵產業相近；加上韓國

同為本案涉案國家，其涉案廠商所填復之調查問卷可透過實地查

核驗證，更具可信度，遂於初步調查階段選擇同為涉案國之韓國

為中國大陸替代第三國。又於初步調查結果公布後，並未接獲反

對韓國作為中國大陸於本案涉案貨物正常價格計算替代第三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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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意見，因此在最後調查認定階段，本部仍維持以韓國作為替

代第三國之決定。 

2222、、、、參採資料來源變更參採資料來源變更參採資料來源變更參採資料來源變更：本部於傾銷初步調查時係採用申請人提供之

長期統計主要市場不銹鋼品價格的國際權威期刊，即英國「MEPS 

Stainless Steel Review」，所公布 2012 年韓國國內市場 300 系

不銹鋼冷軋鋼品之價格資料(僅列 304、316 鋼種)，作為中國大陸

所有涉案貨物生產廠商國內正常價格之計算依據。惟本部於中國

大陸進行實地查證時，山西太鋼認為前述 MEPS 僅係統計韓國鋼廠

公布涉案貨物之報價，無法真實反映韓國業者於實際交易中因數

量、合約期間等交易條件，致有價格折扣，而實際交易價格不同

於報價之結果。。。。鑑於鑑於鑑於鑑於韓國涉案廠商韓國涉案廠商韓國涉案廠商韓國涉案廠商 POSCOPOSCOPOSCOPOSCO 提供之涉案貨物內外銷提供之涉案貨物內外銷提供之涉案貨物內外銷提供之涉案貨物內外銷

資料業經本部實地查證資料業經本部實地查證資料業經本部實地查證資料業經本部實地查證，，，，驗明其所提供之交易資料應為可信驗明其所提供之交易資料應為可信驗明其所提供之交易資料應為可信驗明其所提供之交易資料應為可信，，，，爰爰爰爰

改採改採改採改採 POSCOPOSCOPOSCOPOSCO 之內銷價格作為計算中國大陸所有涉案廠商之正常價之內銷價格作為計算中國大陸所有涉案廠商之正常價之內銷價格作為計算中國大陸所有涉案廠商之正常價之內銷價格作為計算中國大陸所有涉案廠商之正常價

格依據格依據格依據格依據。。。。 

三三三三、、、、傾銷最後傾銷最後傾銷最後傾銷最後調查調查調查調查認定認定認定認定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本案依據各涉案廠商是否填復問卷及填復內容之採認與否，分別核

算個別廠商及其他廠商之傾銷差率，計算單位統一為計算單位統一為計算單位統一為計算單位統一為：：：：美元美元美元美元////公公公公

噸噸噸噸。。。。                                                

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本案僅山西太鋼、太鋼天管 2 家關聯廠商完整填復問卷。另承前述，

嗣經本部赴中國大陸實地查核結果及查核相關事證後，本部未給予該

2 家廠商市場經濟地位待遇，採替代第三國韓國涉案廠商 POSCO 之國

內銷售價格資料，作為計算正常價格基礎。山西太鋼與太鋼天管問卷

完整填復且屬關聯公司(母子公司)，爰個別計算差率後再依銷售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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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比重加權計算二者共同適用之單一傾銷差率。 

本部於傾銷初步認定時選定以 MEPS Stainless Steel Review 公布之

2012 年韓國國內市場 300 系不銹鋼冷軋鋼品逐月基價
3
，同時採申請

人提供之 2012 年 POSCO 涉案貨物厚度加價表，算得涉案貨物之平均

厚度加價，分 304 及 316 鋼種兩個規格，採按季比較方式作為個別廠

商計算傾銷差率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之核算基礎(301 鋼種因對我

國出口銷售量微小爰併入 304 計算)。而本部於中國大陸實地查證

時，山西太鋼主張涉案貨物除按季進行比較外，且因鋼種間售價差異

大，亦宜按其對我國銷售鋼種分成 301、304、304L、316L 四類進行

比較；且因該公司對我國之銷售鋼種以厚度較厚產品為大宗，基於產

品厚度越薄加價幅度越大，爰主張於計算正常價格時之厚度加價金額

應按對我國實際出口產品中不同厚度產品之數量權重進行加權平均

計算，後續並主張為利比較宜將產品分為四個厚度區間進行比較。 

按本部係採用韓國涉案廠商 POSCO 內銷價格作為中國大陸涉案貨物

正常價格計算基礎，另查 POSCO 產品厚度差異已反應於不同產品規格

代碼之價格中(不同規格代碼表示不同鋼種及厚度)，而該公司涉案產

品規格代碼繁多且厚度分布情形難以按山西太鋼主張之區間進行區

分比較。基於本案韓國涉案廠商 POSCO 傾銷初步及最終認定均僅區分

鋼種（不另就厚度加以區分），既然使用相同資料來源，處理 2 涉案

國傾銷差率作法應一致之原則，爰以 POSCO 內銷資料作為中國大陸涉

案廠商正常價格之基礎時，僅區分鋼種不另就厚度加以區分，並按

POSCO於調查期間整年度內銷資料計算加權平均出廠價格作為個別廠

商之正常價格。 

茲將山西太鋼、太鋼天管及其他涉案廠商之出口價格、正常價格及傾

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    

                                                 
3
 該基價係統計一般標準厚度 2mm 之冷軋不銹鋼板出廠價格(ex m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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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及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及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及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及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    

本部於中國大陸實地查證時，山西太鋼及太鋼天管均於查核前提出外

銷資料之更正說明，經本部查核人員核閱相關帳務並驗算無訛，爰予

採認更正後資料，並重新計算出口價格、正常價格及傾銷差率，分述

如下：：：：    

(1)(1)(1)(1)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    

如前述，本部選擇韓國作為中國大陸之替代第三國，即以 POSCO 涉案

貨物內銷價格進行計算作為中國大陸涉案貨物之正常價格。POSCO 提

供之內銷交易包含 301、304(含 304L)、316L、XX 等產品，考量山西

太鋼主張之出口及 POSCO 內銷相同涉案產品之公平比較，爰選定

301、304、304L 及 316L 進行比較。POSCO 內銷交易業依據實施辦法

第 28 條暨 WTO 反傾銷協定第 2 條規定計算並排除低於成本銷售交易

後，計算得出 301、304、304L 及 316L 產品之每公噸正常價格。調整

後至出廠階段之正常價格分別為 301、304、304L 及 316L 鋼種平均每

公噸各為 XX、XX、XX、XX 美元。 

((((2222))))    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    

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太鋼於調查期間除直接銷售亦透過關聯出口商銷售涉案貨物至

中華民國，包含 301、304、304L 及 316L 鋼種，並主張將內陸運費、

港雜費和銀行費用，及 CIF 交易條件下之海運費、海運保險費等列

為調整項目。實地查證修正資料：進口商名稱更正；另本部於初步

認定時主動將透過關聯出口商銷售層次差價列為調整項目，惟因非

屬佣金且非山西太鋼主張之項目，爰不列為調整項目。重新計算結

果：依修正後資料重新計算涉案貨物出廠層次之平均出口價格：

301、304、304L、316L 鋼種平均每公噸分別為 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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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    

太鋼天管於調查期間透過關聯出口商銷售涉案貨物至中華民國，僅

出口 304 鋼種，並主張將港雜費、銀行費用及 CIF 交易條件下之海

運費、海運保險費等列為調整項目。實地查證修正資料：調整項目

銀行費用及本部於初步認定階段主動列入之銷售層次差價，因憑證

未齊及非屬佣金不列為調整項目。重新計算結果：依據修正後資料，

重新計算調整項合計數與調整至出廠層次之出口價格為 304 平均每

公噸 XX 美元。 

((((3333))))個別個別個別個別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    

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將調整至出廠層次之各鋼種正常價格及出口價格相較，據以算出各

規格傾銷差率 301、304、304L、316L 鋼種分別為 XX%、XX％、XX%、

XX%。再依各鋼種之全年出口重量比率（分別為 XX％、XX％、XX%、

XX%）加權平均計算，其傾銷差率為 XX％。 

山西山西山西山西

太鋼太鋼太鋼太鋼 

涉案產

品鋼種 

正常 

價格 

出口 

價格 

CIF 

價格 

出口量 

(公噸) 

各鋼種

傾銷差

率 

出口比

率（加權

比重） 

依出口

量加權

平均傾

銷差率 

規格 

301 XX XX XX XX XX% XX% 

XX% 

304 XX XX XX XX XX% XX% 

304L XX XX XX XX XX% XX% 

316L XX XX XX XX XX% XX% 

註：傾銷差額=正常價格-出口價格；傾銷差率=傾銷差額/CIF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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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    

將調整至出廠層次之正常價格及出口價格相較，據以算出傾銷差率，

傾銷差率為 XX％ 如下表。 

太鋼天管太鋼天管太鋼天管太鋼天管 
涉案產

品鋼種 
正常 

價格 

出口 

價格 

CIF 

價格 

出口量 

(公噸) 
傾銷差率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304 XX XX XX XX XX% 

((((4444))))合併合併合併合併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    

山西太鋼及太鋼天管為關聯廠商，爰以其傾銷差率及出口量比率，

合併計算加權平均傾銷差率為 20.18%，如下表。 

公司名稱 出口量 

(公噸) 
出口量比率 個別傾銷差率 

加權平均

傾銷差率 

山西太鋼 XX XX% XX% 
20.18% 

太鋼天管 XX XX% XX% 

註：相關廠商包含關聯出口商太鋼不銹香港有限公司及太鋼進出口（香港）有限公司。    

2222、、、、中國大陸其他涉案廠商中國大陸其他涉案廠商中國大陸其他涉案廠商中國大陸其他涉案廠商    

除配合調查之以上 2 家關聯廠商予以個別計算，並經加權平均獲得

單一傾銷差率外，中國大陸未配合調查之涉案廠商及其他廠商則依

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定，依本部已得資料進行審查及計算傾銷差率。

同如初步認定核算結果，傾銷最後調查結果如下： 

（（（（1111））））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    

如前述，經本部審查結果，中國大陸不銹鋼之生產、銷售及價格並非

依市場機制決定，本部認定不銹鋼市場非屬市場經濟。爰傾銷最後認

定，以經過實地查證核實之 POSCO 內銷價格資料作為中國大陸其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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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正常價格之計算依據。爰以 POSCO 之 300 系不銹鋼冷軋鋼品內銷價

格推算至出廠層次後之平均價格作為正常價格，分別以 301、304 及

316 鋼種之每公噸正常價格（已調整至出廠階段之正常價格）加總平

均，核算正常價格為每公噸 XX 美元。 

（（（（2222））））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    

依據我國海關進口資料（調查之稅則號別含 721932、721933、

721934、721935 及 722020、722090、721990 等）並排除山西太鋼、

太鋼天管及非涉案貨物交易資料，經得出 CIF 價格每公噸 XX 美元；

至調整項目部分之計算，考量山西太鋼出口答卷資料之各調整項目

及數據係經本部實地查證確認（按:傾銷初步認定係依據本案申請人

申請書附件之已得資料），爰採據山西太鋼之已得資料調整扣減之，

計算出廠階段出口價格每公噸 XX 美元。 

（（（（3333））））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正常價格與出口價格相較，核算傾銷差

率為 38.11％ 如下表。 

 正常價格 出口價格 CIF 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其他廠商其他廠商其他廠商其他廠商 
XX XX XX XX 38.11％ 

（（（（二二二二））））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本部於傾銷初步調查階段於寄發調查問卷後，僅 POSCO 一家依限回復

調查問卷，爰於作成傾銷初步認定時，依據 POSCO 個別廠商提供之之

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答卷資料為核算基礎，給予個別傾銷差率

（27.26%）；至其他涉案廠商之傾銷差率則依據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

定，依已得資料進行審查並核算傾銷差率為 46.02%。另本部於 102

年 9 月派員赴韓國進行實地查證，就 POSCO 答卷資料及傾銷初步認定

採據之相關資料及計算數據等，進行查證及抽核相關資料，以確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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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真實、正確及完整性，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傾銷最後認定。茲將

韓國涉案廠商之出口價格、正常價格及傾銷差率最後調查結果分述如

下： 

1111、、、、POSCOPOSCOPOSCOPOSCO    

（（（（1111））））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    

POSCO 出口涉案貨物至臺灣之鋼種除少量之 301 鋼種產品（占進口總

數之 XX％）外，其餘均為 304 鋼種產品（占進口總數之 XX％）。惟查

POSCO 答卷提供之 300 系涉案貨物內銷交易資料，除包含 301 及 304

鋼種外，尚含 316L、XX、XX 等鋼種較高成本及高單價產品。傾銷初

步認定時，經考量出口及內銷相同涉案產品之公平比較基礎，爰參據

該公司300系涉案貨物所有不同產品規格代碼(Specification Code)

之單位生產成本(COP)及各系產品製成內容、特徵及用途等，業將高

成本及高單價鋼種（XX、XX 等）之涉案貨物排除於正常價格之計算

範圍內；並將計算正常價格之涉案貨物範圍縮小為301及304鋼種（合

計 XX 種 Specification Code），以求作為與外銷台灣出口價格之公

平比較。另同時依據實施辦法第 28 條暨 WTO 反傾銷協定第 2 條規定，

排除 POSCO 與關聯公司間非屬通常貿易過程之交易及排除低於成本

銷售交易後，以計算 301 及 304 產品之每公噸正常價格。本部於傾銷

初步認定之 301、304 鋼種之各別每公噸正常價格、相關調整費用（含

內陸運費、裝卸費用、倉棧費用、信貸費用、保證費用、包裝成本及

出口退稅等）及 301、304 鋼種之 Specification Code（分別為 XX、

XX 等 XX 種）單位生產成本（COP）資料之真實性及正確性，業經本

部實地查證並確認與傾銷初步認定採用之數據相同。又實地查證前，

POSCO 提出修正答卷附件 C-2-1 之「Unit Value」及「Net Value」

欄位應分別為「Net Value / Total Quantity」及「Total Value - 

Credit Note」，本部業於初步調查時處理更正。經實地查證後之傾銷

最後調查結果，每公噸銷售價格（Net Value）於扣減前述每公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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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項目金額後，調整至出廠階段之正常價格分別為 301 鋼種每公噸

XX 及 304 鋼種每公噸 XX 美元，與傾銷初步認定之 301、304 鋼種每

公噸正常價格之數據相同無誤。 

（（（（2222））））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    

承前述，POSCO 出口至我國之 300 系涉案貨物計有 301 及 304 二鋼種

產品。另查 POSCO 出口涉案貨物至台灣之 301 鋼種之產品規格代碼

（Specification Code）計 XX 種；至臺灣之 304 鋼種之產品規格代

碼（Specification Code）計 XX 種。為確認傾銷初步調查結果，本

部於實地查證時，查驗 POSCO 提供傾銷調查答卷有關涉案貨物出口台

灣銷售資料（含內陸運費、裝卸費用、信貸費用、保證費用及包裝成

本等調整項目）。經實地查證後修正相關資料（調整項目之保險費、

海運費及 CIF 數據等），並重新計算 301 及 304 產品之每公噸 CIF 價

格分別為 XX 美元及 XX 美元。每公噸 CIF 價格再扣除每公噸海運費、

海運保險費及前述各調整項目每公噸金額後，調整至出廠階段之出口

價格分別為 301 鋼種每公噸 XX 美元及 304 鋼種每公噸 XX 美元。 

（（（（3333））））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分別將調整至出廠階段之正常價格及出口價格相比

較，據以核算 301 及 304 之單位傾銷差額及傾銷差率。再依 301 及

304 之全年出口比率（分別為 XX％及 XX％），依出口量加權平均計算

每公噸傾銷差率為 26.53％如下表。 

POSCOPOSCOPOSCOPOSCO 
涉案產

品鋼種 

正常 

價格 

出口 

價格 

CIF 

價格 

出口量 

(公噸) 

出口比

率（加權

比重） 

依出口

量加權

平均傾

銷差額 

依出口

量加權

平均傾

銷差率 

規格 

301    XX    XX    XX    XX    XX％    

XX 26.53％ 
304 XX    XX    XX    XX    XX％ 

註：POSCO出口商包含Daewoo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GS Global Corporation、Hyosung 

Corporation 及 Hyundai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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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韓國其他廠商韓國其他廠商韓國其他廠商韓國其他廠商    

本案韓國僅 POSCO 一家回答問卷，爰其餘未受調查廠商之傾銷差率

依實施辦法第21條規定，依已得資料進行審查並核算傾銷差率如下: 

（（（（1111））））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    

韓國其他廠商正常價格之計算，傾銷初步認定係依據申請人提供之已

得資料（1.英國 MEPS Stainless Steel Review 公布之 2012 年韓國

國內市場 300 系不銹鋼冷軋鋼品之逐月出廠價格統計資料 2.涉案貨

物厚度加價表）作為計算依據。查本案中國大陸傾銷最後認定，係以

經過實地查證核實之韓國 POSCO 300 系不銹鋼冷軋鋼品內銷價格資

料，作為中國大陸其他廠商正常價格之計算依據，已如前述。鑑於韓

國涉案產品內銷市場之 POSCO 內銷價格係經實地查證，爰比照處理及

採據 POSCO 內銷價格為已得資料，作為韓國其他廠商正常價格之計算

依據。分別以 301、304 及 316 鋼種之每公噸正常價格（已調整至出

廠階段之正常價格）加總平均，核算正常價格為每公噸 XX 美元。 

（（（（2222））））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    

依據我國海關進口資料（調查之稅則號別含 721932、721933、721934、

721935 及 722020、722090、721990 等）並排除 POSCO 及非涉案貨物

交易資料，經核算後計得 CIF 價格 XX 美元；至調整項目方面，傾銷

初步認定係依據本案申請人申請書附件之已得資料計算之；傾銷最後

調查階段，考量韓國 POSCO 之 301 及 304 鋼種出口答卷資料之各調整

項目及數據業經本部實地查證，爰採據 POSCO 之已得資料調整扣減

之。前述每公噸 CIF 價格 XX 美元經扣除每公噸海運費、海運保險費

及各調整費用後，調整至出廠階段之出口價格為每公噸 XX 美元。 

（（（（3333））））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將調整至出廠階段之正常價格及出口價格相較，核

算傾銷差額為 XX 美元，傾銷差率為 37.65％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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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價格 出口價格 CIF 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韓國其他韓國其他韓國其他韓國其他

廠商廠商廠商廠商 
XX XX XX XX 37.65％ 

  註：本案各國匯率之換算係依據我國中央銀行公告匯率。 

    ((((三三三三))))    涉案廠商傾銷差率彙總涉案廠商傾銷差率彙總涉案廠商傾銷差率彙總涉案廠商傾銷差率彙總表表表表    

    彙整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最後認定如下表彙整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最後認定如下表彙整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最後認定如下表彙整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最後認定如下表：：：：    

涉案國家 涉案廠商名稱 傾銷差率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 

太鋼不銹香港有限公司 (出口商) 

太鋼進出口（香港）有限公司(出口商) 

20.18% 

其他製造商或出口商 38.11%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Poh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POSCO) 

POSCO 出口商： 

Daewoo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GS Global Corporation 

Hyosung Corporation 

Hyundai Corporation 

26.53% 

其他製造商或出口商 37.65% 

柒柒柒柒、、、、本案後續本案後續本案後續本案後續調查調查調查調查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本案經最後認定有傾銷事實，本部將以書面通知已知利害關係人及公

告外，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應於接獲通知翌日起 40 日內，作成該

傾銷是否損害我國產業之最後調查認定，並將最後調查認定結果通知

本部。另依據實施辦法第 16 條規定，經最後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

業者，本部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翌日起 10 日內提交委員會審議是否

課徵反傾銷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