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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對自中國

大陸進口甲醛合次硫酸氫鈉（俗稱吊白塊）產品課徵反傾

銷稅案，申請因情勢變更重新核定反傾銷稅率調查報告草

案

                    

壹、本案緣起及處理經過：

一、本案緣起

（一） 國泰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申請人）於 98年

12月 16日向本部申請對中國大陸產製進口之吊白塊產

品課徵反傾銷稅，經本部及經濟部依「平衡稅及反傾銷

稅課徵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相關規定，

分別進行傾銷及產業損害調查，認定中國大陸相關廠商

確有傾銷及損害我國產業情事，本部遂於 99年 12月 6

日以台財關字第 09905910710號公告追溯自 99年 7月

16日起，對中國大陸東泰精細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課徵反

傾銷稅 14.72％，中國大陸其他廠商則課徵 28.93%反傾

銷稅。

（二） 申請人續於公告課徵反傾銷稅滿 1年後，依實施

辦法第 43條規定，提出具體事證，在 100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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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部申請因情勢變更重新核定本反傾銷稅案之傾銷稅

率。

二、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

本案經本委員會於 100年 12月 8日召開第 164次會議審議決

議，自中國大陸東泰精細化工有限責任公司進口之涉案貨物，

其傾銷差率擴大，已達課徵原因變更之合理懷疑，即依實施

辦法相關規定公告並進行調查，於完成傾銷調查後，根據調

查結果，再提請委員會審議是否變更課徵之反傾銷稅率。

貳、利害關係人及相關貨物說明：

一、利害關係人：

（一） 申請人：本案申請人即為原核反傾銷稅案之申請人，依

實施辦法第 43條規定，具申請情勢變更資格。

（二） 製造商或出口商：江蘇省東泰精細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及

中國大陸其他製造商。

二、相關貨物說明：

（一） 貨品名稱及範圍：甲醛合次硫酸氫鈉（ SODIUM

FORMALDEHYDE SULFOXYLATE；SFS），為強力

還原劑及漂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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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涉案 貨物 可能 申報 之稅 則號 別： 2831.1020 及

2831.9000（僅供參考）。

（三） 輸出國或產製國：中國大陸。

（四） 輸入口岸：基隆港、臺中港、高雄港，及我國其他通商口

岸。 

參、調查程序：

一、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

本部依第 164次委員會決議於 100年 12月 16日以台財關字

第 10005922370號公告進行調查，並於同日分別以台財關

字第 10005922371 號函知利害關係人，及台財關字第

10005922372號函請我駐WTO代表團通知中國大陸駐WTO

代表團轉知中國大陸政府。

二、情勢變更調查審議期限：

依實施辦法第 43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翌

日起 9個月內作成認定。必要時，期間得予延長，但不得逾

12個月，且其處理程序，準用實施辦法除第 12條及第 14

條以外之規定，爰本案應至 101年 9月 16日前作成認定。

三、傾銷調查資料涵蓋期間：

查本案係於 100年 12月 16日公告展開調查，考量調查資料

完整性，得以「季」或「半年」為基礎進行分析，爰將傾銷調

查涵蓋期間定為自 99年 10月 1日起至 100年 9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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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年。

四、相關資料查核：

（一） 本部為查核相關廠商銷售至我國之逐筆交易資料，

於 100年 12月 21日以台財關字第第 10005922970號函

請本部關稅總局提供本案涉案貨物於調查期間內進口相

關資料及電子檔供本部核辦，經該總局於 101年 1月 9

日以台總局徵字第 1011000628號函提供相關報單及發

票影本到部在案。

（二） 本部關稅總局提供之進口資料顯示，本案自課徵

反傾銷稅後，除東泰精細化工仍有出口涉案貨物至我國

外，中國大陸其他廠商因面臨被課徵較高之反傾銷稅，

已無出口涉案貨物至我國，爰本案僅就東泰精細化工進

行情勢變更調查。

五、傾銷問卷資料填復情形：

本部於 100年 12月 27日以台財關字第 10005923440號函將

問卷資料寄送中國大陸東泰精細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並請

於 101年 2月 10日前回復。該公司委由禾同律師事務所向本

部申請展延反傾銷問卷 A部分填復期間經本部同意在案，

其餘問卷部分則依限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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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地查證： 

為確認涉案廠商填復問卷資料是否真實及正確，以確保傾

銷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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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規定進行實地查證，並於 101年 4月 13日

至 4月 14日派員赴中國大陸進行實地查證工作，相關查核

經過及查核結論，詳實地查證報告。

肆、傾銷事實之調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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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另徵適當之反傾銷稅。

（二）依據實施辦法第 32條第 1 項規定，傾銷差額以輸入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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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實施辦法第 33條規定，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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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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非市場經濟地位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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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本部前業於 95

年 5月 29日以台財關字第 09505502880號公告將中國

大陸列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本部對自中國大陸進口之

相關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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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中國大陸相關廠商之正常價格。

（2）東泰精細化工於本反傾銷案原始核定時，業經本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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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查證其營運模式係遵守市場經濟法則，爰參照歐盟

作法，個案同意比照市場經濟國家廠商之處理方式，

核實後採認該公司提供之資料，作為傾銷差率之計算

基礎。故本次情勢變更案之採認，亦延用市場經濟國

家廠商待遇，依該公司所提供之生產及銷售價格資料，

作為計算正常價格基礎。

二、傾銷調查認定之資料：

（一）正常價格：

（1）東泰精細化工計提供ＯＯＯ筆不含稅之國內銷售資料，

並將國內運費及包裝費列為調整項目。

（2）本案選取內銷資料計ＯＯ筆，銷售噸數共ＯＯＯ噸計算。

另審視該公司所計算之吊白塊每單位成本為每公噸人民

幣ＯＯＯ元，經核內銷資料筆數內，含有低於單位成本

銷售部分計ＯＯＯ筆約ＯＯＯ噸，佔本涉案產品內銷噸

數約ＯＯ%，依實施辦法第 28條規定，得以一併排除，

遂以剩餘ＯＯＯ筆，計算平均每噸內陸運費及包裝費共

人民幣ＯＯＯ元，回推至出廠層次之國內銷售價格為每

公噸人民幣ＯＯＯ元（附件 2）。另經實地抽核內銷之

相關帳務憑證、銷售合同、費用單據、轉匯款憑單等文件

經審查其主張尚屬合理，爰予以採認，作為正常價格基

礎。

（二）出口價格(輸入我國價格)： 

（1） 東泰精細化工計提供ＯＯＯ筆出口台灣之交易資料，

其輸入我國 CIF 加權平均價格為每公噸人民幣ＯＯＯ元。

（2） 該公司主張佣金、海運費（聯運費）、海運保險費、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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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稅費、內陸運費、銀行費用、包裝費及棧板費用等列為

調整項目共計人民幣ＯＯＯ元，經實地抽核外銷之相關

帳務憑證等文件，經審查其主張尚屬合理，爰予以採認。

由輸入我國 CIF 加權平均價格減除前述調整項目，計算

至出廠層次之出口單價為每公噸人民幣ＯＯＯ元（附件

2）。

（四）本案東泰精細化工傾銷差率擬認定如下：(單位：人民幣

/噸)

CIF 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ＯＯＯ ＯＯＯ ＯＯＯ ＯＯＯ 15.33%

註：傾銷差率=（正常價格 - 出口價格）/CIF 價格；相關價格均已調整至出

廠層次。 

伍、本案傾銷調查結果與後續程序

依前述傾銷調查結果，顯示東泰精細化工之傾銷事實已有改變，

由原核課反傾銷稅率 14.72%，擬變更為 15.33％，至中國大陸其

他廠商之反傾銷稅率則維持 28.93%，本部將於委員會審議作成

變更課徵稅率之認定後，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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