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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對對對對「「「「中國大陸產製中國大陸產製中國大陸產製中國大陸產製進口之卜特進口之卜特進口之卜特進口之卜特

蘭水泥及其熟料蘭水泥及其熟料蘭水泥及其熟料蘭水泥及其熟料產品課徵反傾銷稅產品課徵反傾銷稅產品課徵反傾銷稅產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案案案案

傾銷初步調查報告傾銷初步調查報告傾銷初步調查報告傾銷初步調查報告                     

壹壹壹壹、、、、傾銷初步調查結論傾銷初步調查結論傾銷初步調查結論傾銷初步調查結論：：：： 

本案經經濟部初步調查認定涉案貨物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

害，且有跡象顯示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繼續遭受損害，復經本

部初步調查認定有傾銷事實。 100 年 5 月 23 日舉行之本部

關稅稅率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第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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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條第 1項規定，對中國大陸產製進口之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產

品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並應依同辦法第 14 條規定繼續調查，

完成有無傾銷之最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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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提出申請 

臺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於 99年 10月 5日檢附申請書及相關

資料正式向本部申請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之卜特蘭水泥及

其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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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書及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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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 10月 25日邀

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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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會商結果

認為申請書內容已符合形式要件，俟申請人進一步提供「加

權計算所有涉案產品之單一傾銷差率、說明產業代表性及提

供相關產量資料、提供本案進口涉案產品最近 3 年對國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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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貨物價格之影響資料及有關損害我國產業資料」，即提交委

員會審議是否進行調查。申請人業於 99年 11月 16日補正相

關資料，並經審查符合相關形式要求。 

三、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 

委員會於 99年 11月 26日召開第 156次會議審議，決議本案

申請人具備產業代表性，符合提出申請之資格，另根據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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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據實施辦法相關規定公告進行調查，分別通知產製國

政府、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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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 

按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係負責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工

作，依實施辦法第 12 條規定，應自本部調查通知送達翌日起

40日內完成損害調查。該會自 99年 12月 8日展開產業損害方

面之調查後，嗣基於配合利害關係人於聽證會結束後提供補充

意見時程需要，曾爰依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於 99 年 12 月

28 日以貿委調字第 09900035951 號函知本部延長產業損害初

步認定期間至 100年 2月 5日，貿委會嗣於 100年 1月 26日

召開第 70 次委員會議審議作成產業損害初步認定，並經經濟

部於同年 2 月 1 日將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調查認定結果通知本

部，內容略以：本案依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卜特蘭水泥及其熟

料數量之變化、國內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市價所受之影響及國

內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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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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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關「國內產業在調查期間是否繼續遭受損害」一節，貿委

會於 100年 5月 5日召開第 71次委員會議，會議決議略以：「本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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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參參參、、、、利害關係人及利害關係人及利害關係人及利害關係人及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貨物說明貨物說明貨物說明貨物說明：：：： 

一、利害關係人： 

（一）申請人：為生產水泥及熟料生產商依法成立之公會，主

張其 8 家會員公司係我國主要國產水泥之生產業者，其

產業代表性符合課徵辦法第 6條規定。 

（二）已知之進口商：台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新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晉瑜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龍德廠、騰輝股份有限公

司龍德研磨廠、寶虹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華中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泓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餘慶堂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鼎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三）已知之中國大陸製造商或出口商：上海海螺建材國際貿

易有限公司、大宇水泥（山東）有限公司、昌興水泥有

限公司、廈門恒中進出口有限公司。 

二、相關貨物說明： 

(一)貨品名稱及範圍：卜特蘭水泥依我國國家標準分為八型，

中國大陸出口至我國市場之水泥，需符合我國 CNS 標準，

其添加物不得超過 5%。本案以卜特蘭水泥第 I、II 型及其

熟料（Portland Cement Type I、II and its Clinker）為涉案貨

物範圍。 

(二)材質：卜特蘭水泥係以水硬性矽酸鈣為主要成分之熟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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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而得之水硬性水泥，通常並與一種或一種以上不同形態

之硫酸鈣為添加物共同研磨，製造過程中必先形成熟料，

再混入 4%的石膏，經過粉碎研磨等加工程序，即可製成

水泥。 

(三)規格：第Ⅰ型又稱普通水泥，係指不具其他任一型水泥之

特性者，為國產及進口業者之主要產品，其抗硫酸鹽性較

差、水合熱較高。第Ⅱ型又稱平熱水泥或稱中熱水泥，其

特性為具備中度抗硫酸鹽侵蝕及中度水合熱特性；早期強

度較Ⅰ型為低，但九十天以後之晚期強度較高；乾燥收縮

較低，耐久性較佳。 

(四)用途：第Ⅰ型適用於無特殊要求之一般建築、工程使用。

第Ⅱ型適用於水庫工程、巨積混凝土、道路舖裝、地下構

造物、港灣、碼頭、濱海、高樓之基礎及柱樑建築等。 

(五)涉案貨物之稅則號別：2523.29.90及 2523.1090。   

(六)輸出國或產製國：中國大陸。 

   

肆肆肆肆、、、、調查程序調查程序調查程序調查程序：：：： 

一、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 

（一）展開反傾銷調查前通知出口國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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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 11月 26日台財關字第 09905910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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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反傾銷調查公告及通知利害關係人與出口國政府：

本部依第 156次委員會決議於 99年 12月 6 日以台財關

字第 09905910720 號公告進行調查，並於同日分別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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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關字第 09905910721 號函知利害關係人，及台財關字

第 099059107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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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經濟部進行損害調查：本部於 99 年 12 月 6 日以台

財關字第 09905910722 號函請經濟部就產業損害部分進

行調查。 

二、傾銷初步調查結果之審議期限： 

依實施辦法第 12 條規定，經初步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

者，本部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起 70日內提交委員會審

議後，作成有無傾銷之初步認定。本部係於 100年 2月 8日

接獲貿委會決議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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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通知，依前揭實施辦法規定，原應於

同年 4月 19日前，將傾銷初步認定結果，提交委員會審議，

作成有無傾銷之初步認定。惟由於部份涉案中國大陸出口廠

商於調查問卷填復期限屆滿前，依規定申請延長填復期限，

並獲本部同意延至 100年 3月 31日止，另有部分涉案廠商填

復之問卷資料有欠完整，經本部要求於 100 年 4月 8 日前補

正資料；又本案申請人亦同時申請臨時課徵反傾銷稅，須俟

貿委會於 100年 5 月 5 日召開委員會議，討論我國產業是否

於調查期間繼續遭受損害，俾供本部委員會參考，以利合併

審議本案有無傾銷之初步調查暨是否臨時課徵反傾銷稅等因

素，致本案無法於原訂期限內完成傾銷初步調查認定。本部

爰依實施辦法第 18條規定，將本案有無傾銷事實之初步認定

期間延長二分之一至 100年 5月 24日止。 

三、傾銷調查資料涵蓋期間：查本案係於 99年 12月 6日公告展

開調查，考量調查資料完整性，得以「季」或「半年」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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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進行分析，爰將傾銷調查涵蓋期間定為自 98年 10月 1日

起至 99年 9月 30日止，為期 1年。 

四、傾銷問卷資料填復情形： 

本部於 100年 2月 11日以台財關字第 10000049970號函將調

查問卷資料寄送上海海螺建材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等已知相關

廠商，並請其於 100年 3月 18日前回復，並應部分涉案廠商

之申請，延長調查問卷填復期限至至 100年 3 月 31日止。相

關涉案廠商回復情形如下： 

(一)上海海螺建材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未回復問卷。 

(二)大宇水泥（山東）有限公司：依限回復部分問卷。 

(三)昌興水泥有限公司：依限僅回復出口價格資料。 

(四)廈門恒中進出口有限公司：未回復問卷。 

由於昌興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昌興水泥）係代理上海海

螺建材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海螺）出口涉案產

品至我國之貿易商，由於上海海螺未回復問卷，且未提供相

關正常價格或生產成本資料予昌興水泥，致無法核算昌興水

泥之個別傾銷差率，爰昌興水泥及其他未填復問卷廠商，本

部均依實施辦法第 21條規定，依已得資料予以審查。 

五、相關資料查核：本部為查核相關廠商銷售至我國之逐筆交易

資料，於 99年 10月 29日以台財關字第 09905909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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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 11月 16日以台總局

徵字第 0991023433號函提供相關報單及發票影本到部在案。 

伍伍伍伍、、、、有無有無有無有無傾銷事實之初步傾銷事實之初步傾銷事實之初步傾銷事實之初步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一、傾銷認定之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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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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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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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市場經濟國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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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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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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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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以印度的水泥消費量總量

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中國大陸，相關產銷與市場取向與

中國大陸相關產品類似，本部爰決定以印度作為本案替代

第三國，並以該國生產廠商國內銷售價格資料，取代中國

大陸涉案廠商之正常價格資料。 

二、傾銷認定之依據： 

（一） 涉案貨物之正常價格： 

１、印度之價格資料 

(1)依本部 95年 5月 29日台財關字第 09505502880號公告及

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5 項規定，中國大陸係非市場經濟國

家，有關正常價格之調查，將以內需市場規模及社經發展

程度與中國大陸相當之印度為替代第三國，以該國生產廠

商國內銷售價格資料，取代中國大陸涉案廠商之正常價格

資料。本案根據印度經濟監測中心(Centre for Monitoring 

Indian Economy)2009年 10月至 2010年 9月止印度各地包

括孟買、德里、加爾各答、清奈及海德拉巴等地之 50公斤

袋裝水泥各月份平均銷售價格(附件 1)，計算出每公噸新台

幣 3185.2元(附件 2)， 

(2)調整項目：涉案廠商出口之水泥為散裝水泥，惟前述印度

水泥價格係依 50公斤袋裝水泥計算得出，爰須將包裝費及

其他稅費予以調整，以求公平比較。其中水泥加值稅為

12.5% (附件 3)；另依中華經濟研究院編撰之國際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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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週報第 1681期研究內容及 The Times of India 報導，印度

水泥除課徵加值稅外，亦課徵中央消費稅 8% (附件 4 )；至

包裝費則以國內水泥製造商提供之原物料採購合約（附件

5），50公斤裝水泥袋單價為新台幣○○○元，換算成每公

噸單價則為新台幣○○○元，再加計人工操作費約每公噸

○○○元，合計包裝費約為○○○元。 

(3) 正常價格之計算：前開印度 50公斤袋裝水泥銷售價格每

公噸新台幣 3185.2元，扣除每公噸加值稅(12.5%)新台幣○

○○元、消費稅(8%)新台幣○○○元及包裝費新台幤○○

○元，則正常價格為每公噸新台幣○○○元(附件 6)。 

２、中國大陸涉案廠商之價格資料 

(1)大宇水泥(山東)有限公司 

大宇水泥(山東)有限公司僅出口水泥並無熟料至我國，該

公司雖提供中國大陸境內之水泥銷售價格供參，惟該公司

在國內銷售數量占出口至中華民國數量比例僅○○○% ，

低於 5%，爰不具代表性；又該公司除出口我國外，僅出口

水泥至韓國，且僅銷售至其關係企業韓國母公司 Daewoo 

International Corp，爰該銷售價格無法作為計算正常價

格之基礎；又該公司亦未提供相關生產、管銷及利潤等資

料，至本部無法以推定價格作為正常價格。另該公司雖於

調查問卷說明涉案貨物價格、成本、投入、產出、銷售及

投資等相關資料，係完全由供給與需求之市場經濟原則所

決定，惟未提供任何佐證資料，爰依據前開印度經濟監測

中心 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9 月止印度各地水泥平均價

格，扣除各項稅費後每公噸新台幣○○○元，做為該公司

之正常價格，以計算傾銷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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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中國大陸廠商 

上海海螺等未配合調查廠商及中國大陸其他廠商則依實

施辦法第 21 條規定，依本部已得資料進行審查，爰依據

前開印度經濟監測中心 2009年 10月至 2010年 9月止印

度各地水泥平均價格，扣除各項稅費後每公噸新台幣○○

○元，做為正常價格，以計算傾銷差率。 

（二） 熟料之正常價格： 

按熟料係水泥製造過程中之中間產品仍視為水泥「同類產

品」，前開印度經濟監測中心僅提供水泥銷售價格，並無熟

料銷售價格（附件 3），爰利用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每公

噸熟料及水泥離岸（FOB）價格比約 94.05%，換算求出印

度各地之熟料平均價格為每公噸新台幣 2995.76 元，扣除

加值稅(12.5%)新台幣○○○元、消費稅(8%)新台幣○○○

元及包裝費每公噸新台幤○○○元，熟料正常價格為新台

幣○○○元(附件 6)，以計算傾銷差率。 

（三） 涉案貨物之出口價格與輸入我國價格： 

１、 大宇水泥(山東)有限公司 

A. 該公司僅出口水泥予我國進口商台宇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經查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

（附件 7），兩者並非關係人。經核對該公司銷售資料

表、進口商之進口資料表及海關進口統計資料，進

（出）口數量及完稅價格相符，其輸入我國 CIF平均

價格為每公噸新台幣○○○元(附件 8)。 

B. 依該公司每公噸 FOB 平均水泥價格新台幣○○○元

(附件 9)扣除中國大陸加值稅 (17%)(附件 10)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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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出口價格計為每公噸新台幣○○○元。 

２、 中國大陸其他廠商部分 

上海海螺等未配合調查之已知中國大陸涉案廠商及其他

中國大陸廠商則依實施辦法第 21條規定，依本部已得資

料進行審查，即採用調查期間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不

包含大宇水泥(山東)有限公司部分），調整至相同之交易

層次（離岸價格扣除中國大陸加值稅）估算之。輸入我

國 CIF水泥平均價格為每公噸新台幣 1437.29元， FOB

水泥平均價格每公噸為新台幣 1181.33元，扣除中國大陸

增值稅 (17%)新台幣○○○元，計算出口價格為每公噸

新台幣○○○元 (附件 6) 。 

（四） 其他廠商熟料之出口價格與輸入我國價格: 

依海關進口統計資料計算輸入我國 CIF 熟料平均價格為

每公噸新台幣 1391.45元， FOB熟料平均價格為每公噸

新台幣 1111.07元，扣除中國大陸加值稅 (17%)新台幣○

○○元，計算出口價格為每公噸新台幣○○○元 (附件

6) 。 

（五）本案中國大陸涉案廠商傾銷差率初步認定如下： 

相關廠商 
涉案

產品 
CIF 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大宇水泥(山東)

有限公司 

 

水泥 
○○○ ○○○ ○○○ ○○○ 

95.26% 

(單位：台幣/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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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廠

商 

涉

案

產

品 

CIF 價

格 

出口價

格 

正常價

格 

傾銷差

額 

傾銷差

率 
進口量 

水泥熟

料進口

比例 

依進口

量加權

平均傾

銷差率 

水

泥 

○○○ ○○○ ○○○ ○○○ ○○○ ○○○ ○○○ 其

他

廠

商 

熟

料 

○○○ ○○○ ○○○ ○○○ ○○○ ○○○ ○○○ 

95.29% 

(單位：台幣/公噸) 

註 1.傾銷差額＝正常價格 - 出口價格；傾銷差率=傾銷差額/CIF 價格；大宇

水泥(山東)有限公司出口價格係以該公司提供之離岸價格( FOB價格)扣

除中國大陸內銷增值稅；其他廠商出口價格係以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

之離岸價格( FOB 價格) 扣除中國大陸內銷增值稅計算得出。 

2.正常價格係以印度各地水泥價格之簡單平均數扣除加值稅(12.5%)、消

費稅(8%)及包裝費每公噸新台幣○○○元為計算基礎。 

3. 以水泥及熟料之進口量作為權數，加權計算其他廠商涉案產品之單一傾

銷差率 

因本案尚需進行傾銷最後調查，不排除依實地查核結果或其他

新事證，而獲致不同之傾銷差率或結論。 

 

陸陸陸陸、、、、有有有有臨時課徵反傾銷稅臨時課徵反傾銷稅臨時課徵反傾銷稅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必要之必要之必要之必要 

一、法令依據 

依據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公告進行調查，並已給予利害

關係人提供資料及陳述意見之機會，經初步認定有傾銷事

實，且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為防止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繼

續遭受損害，財政部於會商有關機關後，得對該進口貨物臨

時課徵反傾銷案。惟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不得於進行調查之

日起 60日內為之，其課徵期間最長為 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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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人之主張與理由 

申請人主張略以：大陸業者傾銷涉案貨物至我國，乃長期存

在之事實，且我國業者之市場佔有率亦已遭受大陸業者嚴重

掠奪之明顯趨勢，復臺灣進口商明知大陸業者此削價競爭行

為已構成傾銷事實，但仍繼續進口，又進口成長率更是逐年

增加，是以大陸業者對該涉案貨物曾有傾銷造成損害之歷史

紀錄及大量進口之事實，如不及時採取遏止傾銷行為而使該

貨物之進口持續增加，將造成我國產業更大實質損害。 

三、事實要件 

（一）損害部分： 

就產業損害情形，貿調會初步調查發現：「就自中國大陸產

製進口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數量之變化、國內卜特蘭水泥及

其熟料市價所受之影響及國內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產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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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國內產業在調查期

間是否繼續遭受損害」一節，貿委會決議：「本案調查資料

涵蓋期間，99年前 3季涉案產品於進口市場占有率高達 90.3

％，已成為我國水泥主要之進口來源，且其於我國市場占有

率亦上升至 21.4%。又涉案產品於 98年及 99年前 3季持續

降價，降價幅度達 10.1％，同期國產品為減緩市場占有率持

續下滑，故於 99 年第 3 季時方採降價策略，降價幅度雖達

10.7％，然與涉案產品價差每公噸仍達 429元，國內產業之

生產量、產能利用率、營業利益及稅前損益等獲利情況皆持

續惡化。鑒於價格向為購買者採購之重要因素，因此並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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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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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傾銷部分： 

依前述傾銷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大宇水泥(山東)有限公司以

及其他中國大陸涉案廠商之傾銷差率為分別為 95.26％及

95.29％，顯有傾銷事實。 

（三）綜上，本案係於 99 年 12 月 6 日公告進行調查，並已提

供相關利害關係人表達意見機會，且案經本部初步認定中國

大陸廠商有傾銷事實，復經經濟部認定相關傾銷進口產品對

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且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將繼續遭受

損害，應臨時課徵反傾稅。 

柒柒柒柒、、、、本案後續本案後續本案後續本案後續處理處理處理處理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依據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繼續對有無傾銷事實進行最後調

查，並於初步認定之翌日起 60 日內提交委員會審議，以完成

有無傾銷之最後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