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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宗企業有限公司申請對「中國大陸產製進口之過氧化苯甲

醯產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案傾銷最後調查

認定報告

                    

壹、傾銷最後調查結論：

本案經本部最後調查認定有傾銷事實，本部關稅稅率委員會

第 153次會議爰決議依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以

下簡稱實施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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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後認定調查。

貳、本案緣起及處理經過：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

育宗企業有限公司係於 98年 9月 9日（本部收文日期）檢附

申請書及有關資料向本部申請對自中國大陸產製之進口過氧

化苯甲醯產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

二、申請資料之初步審查

申請書及有關資料經本部關政司依實施辦法第 7條規定進行

書面審核後，即依實施辦法第 8條規定於 98年 10月 5日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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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貿委會)、工業局、國際貿易

局及本部關稅總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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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審查並獲致

共識如下：請申請人於 98年 11月 2日前就相關貨物範圍補

充書面說明，併請補充相關產品正常價格佐證資料，或改以

提供替代第三國國內價格資料，作為正常價格準據，並依補

正資料調整設算傾銷差率，以及補充其他有關損害我國產業

之資料後，如經審查認已符相關形式要求，即作成應否進行

調查之議案，提交委員會審議是否進行調查。申請人業於上述

期限內補正相關資料，並經審查符於相關形式要求。

三、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

委員會於 98年 12月 1日召開第 148次會議審議，決議本案申

請人符合提出申請案之資格，根據其提供資料之資料顯示，

進口相關貨物已達傾銷及損害我國產業之合理懷疑，即依據

實施辦法相關規定公告進行調查，並分別通知產製國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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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請委員會審議是否臨時課徵反傾銷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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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

經濟部於 99年 2月 5日以經調字第 09800177480號函將國內

產業損害初步調查認定通知本部，其認定略以：本案由自中

國大陸進口過氧化苯甲醯數量之變化、國內過氧化苯甲醯市價

所受之影響及國內過氧化苯甲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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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初

步調查所得相關資料綜合評估，有合理跡象顯示相關傾銷進

口產品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

五、委員會傾銷初步調查認定暨決議臨時課徵反傾銷稅

委員會於 99年 5月 12日第 152次會議決議：本案依據經濟部

初步調查認定，有合理跡象顯示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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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廠商均有傾銷事實，

經審議同意依實施辦法第 13條規定，對相關廠商之產品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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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 5月 17日以台財關字第

09905903720號公告本案自 99年 5月 20日起臨時課徵反傾銷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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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利害關係人及相關貨物說明：

一、利害關係人：

（一）申請人：相關產品於國內僅申請人與宗亞特用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等 2 家生產製造商，惟宗亞特用化學股份有限

公司係我國進口商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之關聯廠商，

依實施辦法第 5條第 2項規定，得不包括在同類貨物產

業以內，亦即同類貨物僅申請人單一生產者，爰具備本

案同類貨物國內產業之產業代表性。

（二）進口商或代理商：鈞泰化工有限公司、盟益實業有限公

司、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弘光興業有限公司。

（三）製造商或出口商：天津阿克蘇諾貝爾過氧化物有限公司、

南京瑞軒化工實業有限公司、河南昊海實業有限公司、山

東菜蕪美星化工有限公司、江蘇常熟市金城化工有限公

司、江蘇強盛化工有限公司（含關聯貿易商常熟市盛德

進出口有限公司，及關聯出口商香港東田國際有限公

司）。

二、相關貨物說明：

（一）貨品名稱及範圍：供工業用含量純度為 70%~80%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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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苯甲醯(BENZOYL PEROXIDE)產品，惟不包含供

食品用、試藥用、藥品用等用途者。

（二）相關貨物之參考貨品分類號列為：2916.32.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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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調查程序：

一、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

（一）展開調查前之通知出口國政府：反傾銷協定第 5條第 5

項規定，略以：進口國於進行發動反傾銷案件調查前應

通知有關之出口國政府。本部爰於本案提交委員會審議

前，以 98年 12月 2日台財關字第 09805902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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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調查之公告及通知利害關係人與出口國政府：本部

依第 148次委員會決議於 98年 12月 8日以台財關字第

09805903120號公告進行調查，並於同日分別以台財關

字第 09805903122號函知利害關係人，及台財關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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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05903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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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部於 98 年 12 月 8 日同日並以台財關字第

09805903123號函請經濟部就產業損害部分進行調查。

二、傾銷調查資料涵蓋期間：查本案申請人係於 98年 9月 9日提

出申請，考量調查資料之完整性，得以「季」或「半年」為基礎

進行分析，爰將傾銷調查資料涵蓋期間，定為自 97年 10月

1日起至 98年 9月 30日止，共 1年。

三、傾銷調查初步認定：

（一）傾銷問卷資料之填復情形及相關處理

1、填復情形：本部於 99 年 2 月 9 日以台財關字第

09900058040號函將問卷資料寄送中國大陸江蘇強盛化工

有限公司（下稱江蘇強盛）等 7 家已知相關廠商，並請於

99年 3月 19日前回復。惟僅江蘇強盛、常熟市盛德進出口有

限公司（下稱常熟盛德）、（香港）東田國際有限公司（下

稱香港東田）等 3 家關聯廠商依限回復；其餘天津阿克蘇

諾貝爾過氧化物有限公司、南京瑞軒化工實業有限公司、河

南昊海實業有限公司、山東菜蕪美星化工有限公司、江蘇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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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市金城化工有限公司等廠則均未回復問卷資料。

2、相關處理：為確保自生產以迄出口至我國流程資訊之完整

與正確，本部爰將製造商江蘇強盛所提供之生產成本及國

內銷售資料，與其關聯廠商常熟盛德、香港東田所提供之相

關交易資料予以合併審查；至未填復問卷廠商，本部均依

實施辦法第 21條規定，依已得資料予以審查。

（二）傾銷調查初步認定

按中國大陸前經本部公告列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惟本部

依江蘇強盛等關聯廠商於問卷中有關渠等已符合相關市

場經濟標準之說明，乃參照歐盟作法，暫個案承認渠等

市場經濟地位，採認其相關資料作為相關價格計算基礎；

至就中國大陸其他廠商部分，本案本部係選定以印度作

為替代第三國，並以我駐印度代表處提供○○○、○○

○、○○○，及○○○等 4 家印度廠商現行售價資料為

基礎，推算相關廠商正常價格基礎，另以扣除江蘇強盛

等關聯廠商出口至我國部分後之我國海關進口報單資料

為基礎，參照回復問卷廠商之調整項目資料，估算調整

至出廠層次之出口價格（輸入我國價格）。相關傾銷差

率初步認定結果如下：

相關廠商 CIF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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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強盛化工有
限公司（製造
商）    

常熟市盛德進出
口有限公司（關
聯貿易商）

香港「東田國際
有限公司」（關
聯出口商）

○○○ ○○○ ○○○ ○○○ 13.61%

中國大陸

其他廠商

○○○ ○○○ ○○○ ○○○ 57.28%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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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9年 6月 6日

至 10日派員赴中國大陸相關廠商江蘇強盛，就相關資料（含

關聯貿易商常熟盛德，及關聯出口商香港東田部分）進行實

地查證工作，相關查核經過及查核結論，詳如附件 1。

五、傾銷最後調查審議期限：依實施辦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財

政部初步認定之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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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 5月 17日作成本案之傾銷初步調查認

定，爰應於 99年 7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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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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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非市場經濟地位之認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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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惟依受調查之江蘇強盛等關聯廠商於問卷中之說明，其在「勞

方向資方協商工資之自由程度」、「政府股份或控制生產要素

之程度」、「政府控制價格資源分配之程度」、「企業定價及產出

決定之程度」、「企業營運受法律保障之程度」、「企業會計紀錄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標準之程度」等節，均可認已達市場經濟

標準，經參照歐盟將中國大陸視為「特別市場經濟制度」，個

案決定個別廠商是否具備市場經濟地位（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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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MET）或給予個別待遇（Individual treatment；

IT）之作法，本部爰於本案調查過程中，承認江蘇強盛等關

聯廠商之市場經濟地位，採認渠等所提供之生產及銷售價格

資料，作為計算正常價格基礎，並於實地查證過程中，就渠

等是否確符於相關市場經濟地位標準一節予以確認。

三、至就中國大陸其他廠商，則仍維持以選擇適當之市場經濟國

家，作為替代第三國，以核定其正常價格之處理。經考量內

需市場規模與社經發展程度等因素，並參酌歐盟與美國在對

中國大陸出口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時，經常以印度作為替代

第三國之作法，復以印度所產製相關產品，除供應其國內銷

售外，亦供外銷至荷蘭、比利時、土耳其、瑞士等國之用，相

關產銷與市場取向與中國大陸相關產品之高度類似性，本部

認印度應可提供最有利、最直接、最公開之生產要素價格參考

資料，爰決定以之作為本案之替代第三國，並以印度相關產

品生產廠商之銷售價格資料，取代未配合調查及其他廠商之

正常價格資料。

陸、傾銷事實之最後調查

一、傾銷認定之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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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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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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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銷最後調查認定：

（一）正常價格：

1、江蘇強盛等關聯廠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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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江蘇強盛計提供○○○筆國內銷售資料，並主張將國

內運費列為調整項目。本案於初判階段，係參照該公司

於回復問卷內所主張有關每單位產品推定價格為○○○

人民幣/公斤之標準，將該公司計○○○筆單位銷售價格

係低於該標準之國內銷售資料予以剔除，並將剩餘之

交易資料回推至出廠層次，計算其國內銷售價格為○○

○美元/公斤，作為正常價格基礎。

（2）於實地查證過程中，江蘇強盛表示前揭推定價格○○○

人民幣/公斤，係並計入每單位產品利潤計算之結果，

於評估相關產品成本時，不應計入該單位產品利潤部

分。其主張經核符於成本計算之概念，爰予以納入調整

考量，並經實地查證核算其每單位生產成本應為○○○

人民幣/公斤（附件 2）。惟於實地查證過程中，復發現

1 筆非屬本案相關貨物之交易資料（序號 129 與○○○之

交易資料），且仍有○○○筆交易資料之單位銷售價格

係低於前揭經實地查證核算之每單位生產成本○○○人

民幣/公斤，爰均仍予以剔除，並以經剔除後所剩餘之

交易資料回推至出廠層次所得之國內銷售價格○○○美

元/公斤（附件 3），作為計算正常價格基礎。

2、中國大陸其他廠商部分

天津阿克蘇諾貝爾過氧化物有限公司等未答復調查問卷之

廠商及其他廠商，依實施辦法第 21條規定，均依已得資

料進行審查，本案係以印度相關產品生產廠商之銷售價格

資料，取代未配合調查及其他廠商之正常價格資料。案經

本部於 99年 4月 7日以台財關字第 09905902490號函請我

國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協助蒐集本案調查期間同類貨物於

印度國內市場之零售及躉售價格資料，俾供計算相關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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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價格之參考。惟相關產品性質特殊，並無公開市價可

資查詢，廠商亦多以商業秘密為由，不願提供具體售價資

訊，欲取得調查期間內之價格資料，實有困難，本部爰以

我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竺經字第 09901011130號函所提供

○○○、○○○、○○○，及○○○等 4 家印度廠商現行售價資料作

為推算基礎；另考量中國大陸與印度市場規模與社經發展

之相似性，本案乃參照江蘇強盛之成本以上國內銷售內陸

運費資料作為調整項目，並配合實地查證結果，將所參採

之單位運費由初判報告中之○○○美元/公斤調整為○○○美元

/公斤，據以估算相關產品於印度之國內銷售價格，亦因

此由初判報告所推估之○○○美元/公斤調整為○○○美元/公

斤，並據此調整後之數據取代其他中國大陸相關廠商之正

常價格，作為傾銷差額計算比較基礎（附件 4）。

3、又本案申請人認考量社經發展程度、內需與外銷市場規模、

化工產業技術水準之類似性等因素，應可以土耳其國內銷

售價格，作為認定相關產品在中國大陸之正常價格基準，

並檢附調查期間內單價分別為○○○美元/公斤、○○○美元公

斤、○○○美元/公斤、○○○美元/公斤之之相關產品土耳其國

內銷售發票作為證明及設算基礎，惟相關數據與我駐土耳

其代表處經濟組於 99 年 2 月 9 日以土 耳經字第

09900000320號函所查報○○○美元/公斤至○○○美元/公斤之

土耳其國內售價（附件 5），實差異過大，爰不予參採，

併予敘明。

（三）出口價格(輸入我國價格)： 

1、江蘇強盛等關聯廠商部分：

（1）江蘇強盛等關聯廠商計提供○○○筆交易資料，經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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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相關產品之進口期間非屬本案所訂調查期間之調

查資料後，所餘○○○筆交易資料之 CIF價格及數量，

經核均與我國海關進口資料相符，其輸入我國之 CIF

加權平均價格為○○○美元/公斤。

（2）江蘇強盛等關聯廠商復主張將海運費、保費、港雜費

（包括訂艙費、單證費、危險品裝箱費及運費、倉庫短駁

費、報關費、申報費、操作費、緊急燃油附加費等）、增值

稅費（含退稅部分）、信貸費用、銀行扣費及內陸運費

等列為調整項目，經審查其主張均稱合理，與申請人

主張項目範圍亦大致相同，且均檢附相關佐證文件，

並經實地查證無訛，爰予以採認。經據以調整至出廠層

次之出口單價為○○○美元/公斤（附件 6）。

2、中國大陸其他廠商部分

（1）天津阿克蘇諾貝爾過氧化物有限公司等未答復調查問

卷之廠商及其他廠商，依實施辦法第 21條規定，均依

已得資料進行審查，亦即採用調查期間我國海關進口

報單資料，調整至出廠層次估算之。

（2）扣除江蘇強盛等關聯廠商出口至我國部分後，我國於

調查期間自中國大陸進口之相關產品平均進口 CIF 單

價為○○○美元/公斤，因相關產品之產製、運送與出口銷

售條件類似，爰參照江蘇強盛等關聯廠商主張之海運

費、保費、港雜費、增值稅費（含退稅部分）、信貸費用、

銀行扣費及內陸運費等調整項目（其中信貸費用、銀行

扣費係參照江蘇強盛等關聯廠商交易資料相關數據之

平均值），調整至出廠層次之出口價格為○○○美元/公

斤。（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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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中國大陸相關廠商之傾銷差率最後認定如下：

相關廠商 CIF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江蘇強盛化工有
限公司（製造
商）    

常熟市盛德進出
口有限公司（關
聯貿易商）

香港「東田國際
有限公司」（關
聯出口商）

○○○ ○○○ ○○○ ○○○ 4.73%

中國大陸

其他廠商

○○○ ○○○ ○○○ ○○○ 59.70%

註 1.單位：美元/公斤；傾銷差額＝正常價格 - 出口價格；傾

銷差率=傾銷差額/CIF價格；相關價格並均已調整至出廠

層次。

2. 其他廠商 CIF價格係扣除江蘇強盛等關聯廠商之進口資

料外，其他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為計算基礎。

柒、本案後續調查程序：

一、本案經最後認定有傾銷事實，本部應即以書面通知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及公告，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應於接獲通知之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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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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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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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起 10日內提交委員會審議

是否課徵反傾銷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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