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市场，我国的对 

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在 2004年已经超过日本，继美国、德国之后，超过 1万亿美 

元，达到 1 1547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在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 

我们仍要居安思危，充分看到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国外对中国产 

品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就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一

、如何避免反倾销，应对之法在哪里 

2004年美国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案 ，由于中国企业的仓促 

应诉，最终遭到沉重打击 ，不少企业被征收不同程度的反倾销税， 

使出口企业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的利润大为减少 ，如何避免反倾 

销，减少由于反倾销造成的损失，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1．国家和政府对国外反倾销的态势 ，已经引起高度重视 。 

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为发展国际经贸关系、应对反倾销说话。 

胡锦涛主席在 2005年 5月 5日与布什总统通电话时，表示中美 

经贸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随着中美经贸合作 

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贸领域出现一些摩擦在所难免 ，产生这些问 

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以推动 

中美经贸合作健康稳定发展。温家宝总理在接见欧盟“三驾马车” 

外长时，也对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欧洲问题作了说明，做了工 

作。商务部则在最近任命了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和副代表，由商务 

部一名副部长兼任国际贸易谈判代表，部长助理兼任国际贸易谈 

判副代表，并设立了国际贸易谈判办公室，以处理国际贸易方面 

的重大对外谈判事宜。 

—四 -经贸实践 

口单 东 

对于国外的反倾销、设置贸易壁垒，我国政府坚决进行抵制。 

如针对欧盟委员会对从中国进口的九类纺织品启动特别限制措 

施的决定，我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欧盟主观认定来自中国进口 

的增长超过一定幅度即可对中国产品进行调查，既违背了世贸组 

织的基本原则 ，也违反了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的有关 

规定 ，欧盟仅仅根据 2005年第一季度进口中国纺织品的数据， 

在短时期内做出设限的决定是草率的，这与欧方一贯的自由贸易 

主张相悖 ，使中国纺织品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受到威胁。所以，中 

国对欧盟的设限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并将就此向欧方提交正式评 

论 ，进行正式磋商。对于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设限，中国 

也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2005年 6月 4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 

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和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时 

就表示，中国是在权利和义务基本平衡的条件下加人世贸组织 

的，理应享受纺织品一体化带来的权益 ，希望美方能充分认识这 

一

问题的严重性 ，切实推动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 

中国政府一向顾全大局，为了减缓中美贸易的逆差，减少中 

美、中欧贸易的摩擦 ，中国政府 2005年 1月 1日开始对 1 48种 

纺织品加征出口关税，之后又在 5月 20日公布对 74种产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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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关税。尽管中国政府一再作出退让，但美国和欧盟 

亘人，大打反倾销大棒。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反 

5年 6月 1日起 ，中国正式取消对 81种中国纺织品加 

兑。中国对美国和欧盟在纺织品问题上的反击，是维护 

见则和世贸组织赋予中国成员国的权利，也是保护我国 

利益的重要措施。 

取有关国家和国际友好人士的支持。欧盟对中国纺织 

羞口进行限制，不少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 

}勺代表在 2005年 5月 10日召开的欧盟部长会议上， 

=巴对中国纺织品的进口限制问题提到日程上，但是瑞典 

室一做法，认为这样的限制将引发与中国的贸易摩擦 ， 

市场上的纺织品价格在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有望降低 

果欧盟决定对中国纺织品采取限制措施 ，那么价格只 

；～4％。我们可以争取像瑞典这样的国家的支持 ，以取 

立。 

争取有关国家的支持外，争取国际经济界、贸易界友好 

应对反倾销中的作用，也不失为一大策略。他们有时 

种关系，从中斡旋 ，从而取消反倾销的动议，或者减轻 

呈度。有时可以提供信息，或帮助处理有关问题 ，使矛盾 

有的友好人士具有话语权，我们也可借重。针对美国和 

时中国纺织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的行为，世界贸易组织 

咱猜表示，在纺织品配额取消仅仅几个月就因为纺织品 

而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是一个错误，这些国家在采取保 

，至少应该等待一年时间。此话是有一定分量的。世界 

j勺副总干事也明确表示过反对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 

品的不当做法。 

3．吸取民营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成功经验。以前的反倾销案 

例说明，如果民营企业对反倾销事件作出迅速反应，聘请律师，准 

备材料，到最后反而就打不成官司了，而如果抱着侥幸心理，或迟 

迟不作反应 ，官司倒会找上门来。所以，遇到反倾销或类似的贸易 

壁垒，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好办法，就是积极应对。前些年温州民营 

企业应对欧洲打火机反倾销，由于积极应对 ，团结一致，最终取得 

了胜利，这个宝贵经验 ，应该吸取并广而用之。 

4．借重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在应对反倾销中可以起 

到积极作用。如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针对欧盟委员会 2005 

年 4月宣布对中国九类纺织品进行“特保”调查之事，代表中国 

纺织服装出口企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欧盟对我纺织品服装出口 

进行特别限制调查，并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声明指出，这 9类产 

品中 ，有 2类是欧盟 自行增加的，设限的做法属违反《中国加人 

世贸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 242段的相关规定，滥用裁量权 ，与 

中欧友好政治大环境严重不符。 

行业协会和商会应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行业协会、商会可 

以利用它们相对于企业来说要更为有利的信息渠道和对外联系 

沟通的能力，为行业制定相应的动态预警机制，分析产品在国外 

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发布有关信息 ，以使企业可以防患于未然。 

5．加强行业自律，寻求共赢方案。在对外商品出13方面，我 

们要有约束 ，不能乱搞低价倾销，否则也会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 

上海、江苏、浙江的 10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发表《长三角纺织服 

装企业后配额时代共同宣言》，承诺企业将加强行业自律，优化出 

口结构，自觉保证有序出口，企业走低能耗、低污染、高科技发展 

之路 ，倡导区域合作和共赢。这三省市占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一 

半，而三省纺织企业的主体是民营企业，浙苏沪分别列全国纺织 

服装出13的第一、三、四位 ，他们加强自律，有利于改善我国纺织 

服装出口秩序，减少国外反倾销案件的发生。此外，正如龙永图所 

指出的，中国企业应在取消服装纺织品配额的头几年学会自律， 

适当考虑对方的承受能力 ，从长远考虑，逐步加量 ，防止“井喷”， 

使对方能够接受，不致反倾销。 

6．提高民营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 ，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 

出口产品不能仅靠低价取胜，低价竞争最易引起国外的反倾销。 

比如说，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鞋向欧盟出口，如果单纯从数量 

上扩张 ，事实证明就不太现实，而应该走“优质优价 ，适量发展”的 

路子 ，适当提高价格 ，不能一味低价竞争。我国的空调企业中不少 

是民营企业，以广东省为例 ，2005年 1～2月份出口空调 235万 

台，价值 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5．5％和 21．3％，在国内原材 

料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空调海外出口市场却以降价来争夺订 

单 ，单价不断下降， 

以致 已经引起反倾 

销的苗头。 

在 目前世 界上 

经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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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首屈一指的中国服装纺织品行业，企 

业数量激增，产量过度膨胀，国内市场无法 

消费，企业只能到海外市场上找出路 ，因 

此 ，企业不仅需要练好内功，跳出量增价 

跌、低价恶性竞争的困境 ，提高产品的核心 

竞争力，多生产高端产品。同时，还需要理 

性对待国际市场的现实，弄清权利与义务 

的关系 ，要有自我约束措施 ，如在南非、阿 

根廷、巴基斯坦等国家，纺织产业是支柱产 

业，我们不能对这些国家大量出口纺织产 

品，否则断了人家的财路，也不合适。我们 

只有多方考虑，兼顾他人，才能使纺织服装 

的出口突出重围。 

7． 对国外进口造成倾销的产品也实 

行反倾销。反倾销这个武器不光外国能用， 

我们也能用。对在我国内造成倾销 ，对我国 

产品造成实质损害的进口产品，我们也应 

当运用反倾销的武器 ，以维护我国的经济 

利益。例如 ，我国商务部 2005年 5月 1O 

日发布公告，公布了对原产于日本、美国、 

欧盟的进口氯丁橡胶的反倾销调查终裁决 

定，决定即 日起对进 口该产品征收为期 5 

年的税率 2％到 1 51％不等的反倾销税。这 

也是按照国际贸易惯例采取的一项必要措 

施，也是对本国产品的一种保护。反倾销在 

对外贸易中是不可避免的。国外对我产品 

进行反倾销 ，同样，我们也可以对外国产品 

实行反倾销 ，对我国企业实行必要的保护。 

例如，日本曾对我国的紫菜、大蒜等产品实 

行反倾销，相应地 ，我国也对其一些工业产 

品如汽车等商品实行反倾销，征收高关税， 

直到日本取消对我产品的反倾销为止。 

当然，应对反倾销的办法有多种多样， 

这里不可能都一一提及。只要我'filed以重 

视，认真应对 ，我们就一定会在这场反倾销 

的声浪中，平稳地度过贸易摩擦高发期，发 

展我们的对外贸易。 

(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教授，浙江省民 

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民营经济研 

究会会长) 

平湖光机电产业 
一

、 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发 

展现状与特点 

从上世纪末，日本电产芝浦(浙江) 

有限公司、关东辰美电子(平湖)有限公 

司等91、资企业落户平湖并获得成功以 

来，通过“以外引外”形成了“葡萄串效 

应”，引来一连串上下游配套企业，以数 

码光学镜头、光电投影、微电机、精密机 

械、智能化仪器仪表为主的光机电产业 

快速发展。目前，平湖全市拥有年销售 

收入 500万元以上的光机 电规模企业 

66家，行业经济总量每年以5O％以上 

的幅度递增。2004年 ，平湖市光机电产 

业年销售 500万元以上企业共实现产 

值 67．4亿元，同比增长 64％；销售收入 

62亿元，同比增长 58．6％：利税总额 

3．5亿元，同比增长 126．4％。2005年 ， 

光机 电行业规模产值预计可以达到 9O 

亿元。 

1．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平湖光机电企业主要集聚于占地 

3平方公里的光机电基地核心区内。目 

前该区拥有国家、省、市级高新技术光 

机电企业 24家，形成了以“日本电产” 

系列为龙头的光机电工业区，带动和培 

育了一批光机电龙头企业。至2004年 

底，平湖市拥有年产值 1亿元以上光 

机电企业 9家，其中超 1O亿元企业 2 

家。已经形成以平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光机电基地核心区)为核心 ，微 电机、 

精密机械及其装备、光电子、智能仪器 

仪表为主，辐射乡镇工业园、企业工业 

园三区联动光机 电工业发展的产业格 

局。 

在基地建设的拉动下，光机电特色 

产业基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已培育了 

一 批光机电骨干企业，如关东辰美电子 

(平湖)有限公司、日本电产科宝 (浙江) 

有限公司、日本电产 (浙江)有限公司、 

东特 (浙江)有限公司、嘉兴市恒业电子 

有限公司、浙江伴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等。 

平湖光机电产业链产品的发展一 

是向产品的零部件配套、原材料及其加 

工等下游发展 ，二是向以该产品为零部 

件的产品组装上游延伸 ，重点发展光机 

电产品的基础配套产业，如模具、控制 

电子电路、精密机械加工以及注塑件 

等。注重引进和发展关联度大、效益好 

的产品和技术，如汽车零配件、电子组 

装件等，以此来带动相关零配件、电子 

组装件和产品生产等。平湖光机电集群 

的产品涉及数码相机快门、手机用摄像 

头、电子硬盘、MP3、光纤收发器、光纤 

分路器、流体动压精密轴承、微型电机、 

精密模具、光导纤维套管、数码相片；中 

印机、投影仪、精密测定仪器、电子零件 

传感器等高新技术产品。 

在国际市场，平湖光机电产品拥有 

相当的竞争力。日本电产科宝 (浙江)有 

限公司生产的数码相机快门，关东辰美 

电子 (浙江)有限公司生产的手机摄像 

头 ，NTN日本电产 (浙江)有限公司生 

产的 HDD流体动压轴承单元，分别占 

据国际市场份额的 25％、65％、1OO％。 

由此带动了平湖市机 电类产品出口， 

2004年机电产品外贸出口额 3．42亿 

美元 ，同比增长近 58％，占全市外贸出 

口比重近 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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