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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对文

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

亚等 10 国生效，于 2 月 1 日起对韩国生效。RCEP 域内总人口达 22.6 亿

人，占全球人口的 29.9%，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 GDP30%左右，是全球最

大的区域贸易协定。2022 年 1 月 24 日，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指导意见》，为

地方和企业抓住 RCEP 发展机遇实现更好发展提供指导。《指导意见》指

出，密切关注区域市场深度开放引发的贸易风险，发挥多主体协同作用，

加强预警监测和法律服务。依法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维护产业安全。

为认真贯彻 2022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抢抓 RCEP 正式生效重大机遇”

决策部署，落实省领导有关指示精神，进一步推动我省与 RCEP 成员国贸

易快速发展，扩大山西优势产品出口，本期特编印 RCEP 协定文本关于贸

易救济章节全文及附件一《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相关的做法》概要、

RCEP 中的贸易救济条款该如何发挥作用、涉农企业该如何运用 RCEP“贸

易救济”以及部分 RCEP 成员贸易救济预警信息内容。

******************************************************

RCEP 协定文本第七章关于贸易救济

及附件一《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相关的做法》的内容概要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协定文本第七章贸

易救济，包括“保障措施”和“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两部分内容。

RCEP 贸易救济领域，在世贸规则基础上，对反倾销、反补贴、保

障措施作出详细规定，并首次在自贸协定中纳入“禁止归零”条

款；同时借鉴国际高标准规则，以“最佳实践”清单方式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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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技术水平和透明度。

关于保障措施，协定重申缔约方在 WTO《保障措施协定》下

的权利义务，并设立过渡性保障措施制度，对各方因履行协议降

税而遭受损害的情况提供救济。

关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协定重申缔约方在 WTO 相关协定中

的权利和义务，并制订了“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相关的做法”

附件，规范了书面信息、磋商机会、裁定公告和说明等实践做法，

促进提升贸易救济调查的透明度和正当程序。

本章第十六条不适用争端解决，明确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

就本节或第七章附件一（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相关的做法）项

下产生的任何事项诉诸第十九章（争端解决）的争端解决。争端

解决对本节的适用性将根据第二十章第八条（一般性审查）进行

审查。”

本章附件一《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相关的做法》，在“七、

裁定的公告和说明”中明确：公告或单独报告详细列出《反倾销

协定》第十二条 第二款第（二）项所指的接受或拒绝出口商和进

口商所提有关论据或请求事项的理由，以使出口商和进口商合理

了解调查机关接受或拒绝的理由，并使出口商和进口商可评估调

查机关对这些论据或请求事项的处理是否符合调查机关所在缔约

方的法律和法规以及 WTO 协定。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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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协定文本 第七章 贸易救济

第一节 RCEP 保障措施

第一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一）机密信息包括在保密基础上提供的信息和属机密性质

的信息（例如，由于信息的披露会给予一竞争者巨大的竞争优势，

或由于信息的披露会给信息提供者或给向信息获得者提供信息的

人带来严重不利影响）；

（二）关税是指第二章第一条（定义）第（二）项中定义的

关税；

（三）国内产业指相对于某一进口产品而言，在一缔约方领

土内进行经营的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者全体，或指同

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合计产量构成这些产品国内总产量主要

部分的生产者；

（四）原产货物指第三章第一条（定义）第（十二）项中定

义的原产货物；

（五）RCEP 临时保障措施指第七章第八条（RCEP 临时保障措

施）第一款所述的一保障措施；

（六）严重损害指一国内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

（七 严重损害威胁指根据事实而非仅凭指控、推测或极小

的可能性的，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

（八）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指第七章第二条（RCEP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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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所述保障措施；以及

（九）过渡性保障期指对一特定货物而言，自本协定生效之

日起至一缔约方根据其在附件一（关税承诺表）中的关税承诺表

取消或削减该货物的关税完成后 8年。

第二条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实施

一、如由于依据本协定削减或取消关税，造成进口至一缔约

方领土的另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原产货物，与该缔约方国内生产

相比较绝对或相对数量增加如此之大且情况如此严重，以致对生

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或威胁造成严重损

害，进口缔约方可在防止或补救对其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并便利

其国内产业的调整所必需的限度内：

（一）中止按照本协定进一步削减此原产货物的关税税率；

或

（二）提高此原产货物的关税税率，水平不超过下列中的较

低者：

1.在实施该 RCEP 保障措施时正在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或

2. 本协定对该缔约方生效之日的前一日正在实施的最惠国

关税税率。

二、缔约方理解，关税配额或数量限制均不是允许实施的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形式。

三、应任何缔约方请求，货物委员会可在不迟于过渡性保障

期期满前三年，讨论和审查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实施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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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包括实施期限。

第三条 通知和磋商

一、在下列情况下，一缔约方应当立即向其他缔约方发出书

面通知：

（一）发起本章第四条（调查程序）所指的与严重损害或严

重损害威胁相关的调查程序及其原因；

（二）就因增加的进口所造成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作

出调查结果；

（三）实施或延长一项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以及

（四）决定修改，包括逐步放宽一项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

二、第一款第（一）项所指的书面通知应当包括：

（一）调查所涉及的原产货物的精确描述，包括该货物在协

调制度编码下的品目或子目和该缔约方的国别关税税则；

（二）发起调查的原因摘要；以及

（三）发起调查的日期及调查期限。

三、一缔约方应当向其他缔约方提供其主管机关依据本章第

四条（调查程序）第一款要求所作出的报告的公开版本副本或网

络地址。所提供的报告的语言可以是调查缔约方调查机关在报告

中使用的最初的语言。

四、第一款第（二）项至第（四）项所指的书面通知应当包

括：

（一）关于受制于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原产货物的精确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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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包括该货物在协调制度编码中的品目或子目和该缔约方的国

别关税税则；

（二）关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证据，表明根据本协

定实施的关税削减或取消所引发的其他一个或多个缔约方原产货

物进口增加造成了损害；

（三）拟实施的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精确描述；

（四）实施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建议日期、其预计的期

限及，如可行，根据第七章第五条（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范围

和期限）第三款逐步放宽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时间表；及，

（五）如涉及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延长的情况，关于有关国

内产业正在调整的证据。

五、拟实施或延长一项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当

向对有关货物具有实质利益的出口缔约方提供事先磋商的充分机

会，其目的特别包括：审查因第七章第四条（调查程序）所述调

查产生的根据第二款和第四款提供的信息，就 RCEP 过渡性保障措

施交流观点，及就实现第七章第七条（补偿）中所列目标的方式

达成谅解。

第四条 调查程序

一、一缔约方只有在其主管机关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第三

条和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调查后，方可实施一项过渡性保障

措施；为此，《保障措施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第二款经必要修

改后纳入本协定并成为本协定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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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一缔约方应当保证其主管机关在发起第一款所述的调

查之日起一年内完成该调查。

第五条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范围和期限

一、任何缔约方不得实施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

（一）除非是在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并便利调整所必需的限

度和期限内；

（二）超过三年，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如实施 RCEP 过渡性保

障措施的缔约方主管机关根据本条规定的程序认定，继续实施该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对于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以及便利调整确

有必要，且有证据表明该国内产业正在进行调整，则该措施的实

施期限可延长不超过一年，但 RCEP 临时和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总实

施期，包括初次实施和任何之后的延期，不得超过四年。尽管有

本项规定，一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可将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再延

长一年；或

（三）在过渡性保障期期满后。

二、自本协定对一原产货物开始削减关税或取消关税的承诺

生效第一年内，不得对上述原产货物的进口实施 RCEP 过渡性保障

措施。

三、在一项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预计期限超过一年的情况

下，为便利调整，实施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缔约方应当在实施

期内按固定时间间隔逐步放宽该过渡性保障措施。

四、当一缔约方终止一项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时，该措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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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原产货物的关税税率应当为，在没有该措施情况下，根据

该缔约方在附件一（关税承诺表）的关税减让表本应实施的关税

税率。

五、对于已经受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约束的原产货物的进

口，在先前的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实施期限或该措施期满后一年

中较长期限相等的时间内，不得再次实施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

第六条 微量进口和特殊待遇

一、对于一缔约方的一原产货物，只要其进口额占进口缔约

方从所有缔约方进口该货物总额的比重不超过百分之三，即不得

对该原产货物实施临时性或过渡性 RCEP 保障措施，前提是占比不

超过百分之三的缔约方进口额合计不得超过该货物总进口额的百

分之九。

二、不得对来自任何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的原产货物实施临

时性或过渡性 RCEP 保障措施。

第七条 补偿

一、提出实施或延长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当与

将受该措施影响的出口缔约方磋商，向那些出口缔约方提供双方

同意的适当方式的贸易补偿，形式为具有实质相等的贸易效果的

减让或与该措施预计所导致的额外关税的价值相等的减让。实施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当自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实

施之日起 30 天内向将受此类措施影响的出口缔约方提供磋商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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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根据第一款进行的磋商在开始后 30 天内未能就贸易补

偿达成协议，则货物被实施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任何缔约方可

对实施该过渡性保障措施的缔约方的贸易中止实施实质相等的减

让。

三、货物被实施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当在其根

据第二款中止减让至少 30 天前，书面通知实施 RCEP 过渡性保障

措施的缔约方。

四、第一款下提供补偿的义务和第二款下中止减让的权利随

该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终止而终止。

五、只要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在进口绝对增加的情况下实施

并符合本协定规定，第二款下中止减让的权利在该 RCEP 过渡性保

障措施生效的前三年不得行使。

六、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实施或延长一项 RCEP 过渡性保障措

施，受影响的缔约方不得要求其做出任何补偿。

第八条 RCEP 临时保障措施

一、在延迟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一进口缔

约方可以根据其主管机关的初步裁定实施一项本章第二条（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实施）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所列形

式的 RCEP 临时保障措施，且上述初步裁定认定存在明确证据表明

本协定项下的关税削减或取消导致来自另一缔约方或数个缔约方

的一原产货物增加的进口已经或正在对该进口缔约方国内产业威

胁造成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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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实施 RCEP 临时保障措施前，一缔约方应当书面通知其

他缔约方。与对有关货物具有实质利益的出口缔约方的磋商应当

在 RCEP 临时保障措施实施后立即开始。

三、RCEP 临时保障措施的期限不得超过 200 天，在此期间，

实施该措施的缔约方应当遵守本章第四条（调查程序）第一款的

要求。如果根据本章第四条（调查程序）第一款进行的调查没有

得出本章第二条（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实施）要求的结论，实

施措施的该缔约方应当立即退还因实施 RCEP 临时保障措施而加

征的关税。为进一步明确，任何此类 RCEP 临时保障措施的期限

应当计入本章第五条（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范围和期限）第一

款第（二）项所述的总实施期。

四、本章第二条（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实施）第二款，第

五条（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范围和期限）第四款和第十条（其

他条款）第一款、第二款在细节上经必要修改后应当适用于 RCEP

临时保障措施。

第九条 全球保障措施

一、本协定不得影响缔约方在《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十九条和《保障措施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二、除非本条第三款另有规定，本协定不对各方根据《1994 年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和《保障措施协定》采取的行动授

予任何权利或施加任何义务。

三、应另一缔约方请求，拟根据《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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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和《保障措施协定》实施保障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当立即

提供《保障措施协定》第十二条第一、二、四款要求的关于发起

保障措施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调查结果等的所有相关信息的书

面通知或网络地址。如果一缔约方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第十二

条将该措施通知 WTO 保障措施委员会，则应当视为其已遵守本

款。

四、任何缔约方不得同时针对同一货物实施：

（一）RCEP 临时或过渡性保障措施；及

（二）根据《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和《保障

措施协定》实施的保障措施。

第十条 其他条款

一、每一缔约方应当保证有关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法律

和法规得到一致、公正和合理的执行。

二、每一缔约方应当就 RCEP 过渡性保障措施采取或维持公

正、及时、透明和有效的程序。

三、在本章第三条（通知和磋商）第一款、第七条（补偿）

第三款、第八条（RCEP 临时保障措施）第二款中的书面通知应当

使用英语。

第二节 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第十一条 一般规定

一、缔约方保留其在《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

《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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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确认并建立在这些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

二、在任何调查程序中，当一缔约方的调查机关决定进行实

地调查以核查一应诉方提供的信息，且该信息与计算反倾销税幅

度和可诉补贴水平有关，则调查机关应当迅速通知该应诉方其调

查意向，且：

（一）应当努力向该应诉方至少提前 7个工作日提供关于调

查机关拟开展实地调查以核查信息的日期；

（二）应当努力在核查信息的实地调查前至少 7个工作日，

向应诉方提供一份文件，其中列出应诉方在核查中应准备作出回

应的题目，并说明应诉方需要提供供审核的证明文件的类型，只

要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实施不会对调查的进行造成不必要

的迟延。

三、一缔约方的调查机关应当为每一调查和复审案件设立非

机密案卷，其内容包括：

（一）属调查或复审记录一部分的所有非机密文件；及

（二）在可行且不泄露机密信息的限度内，每一项调查或复

审记录中所含机密信息的非机密摘要。

四、在一项调查或复审期间，一缔约方的调查机关应当通过

以下方式向利害关系方提供调查或复审的非机密案卷：

（一）在调查机关的正常工作时间内供现场查阅和复印；或

（二）以电子方式。

第十二条 通报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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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缔约方主管机关在收到针对另一缔约方进口产品的附

有适当证明文件的反倾销申请后，应当努力在发起反倾销调查的

至少七天前，向另一缔约方提供其收到申请的书面通知。

二、一缔约方主管机关在收到针对另一缔约方进口产品的附

有适当证明文件的反补贴税申请后，且在发起补贴调查的至少 20

天前，应当努力向另一缔约方提供其收到申请的书面通知，并邀

请另一缔约方就该申请进行磋商。有关缔约方将努力在此期间内

进行磋商。

三、关于第二款所指的磋商，拟发起第二款所指调查的缔约

方应当在发起调查前，应另一缔约方要求向其提供申请的非机密

文本。拟发起调查的缔约方还应当努力向另一缔约方提供充分的

机会，在适当且符合前一缔约方法律和法规规定的程序规则情况

下，提出评论并提交额外信息或文件。

第十三条 禁止归零

在根据《反倾销协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三款、第九条

第五款和第十一条确定、评估或复审倾销幅度时，应当将所

有单独幅度，不论是正的还是负的，纳入加权平均对加权平均和

逐笔交易对逐笔交易的比较。本条中的任何规定不得损害或影响

一缔约方在《反倾销协定》第二条第四款第（二）项第二句下与

加权平均对逐笔交易比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基本事实的披露

在不违背《反倾销协定》第六条第五款和《补贴与反补贴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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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协定》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的前提下，每一缔约方应当确保，

在可能的限度内，在作出最终裁定至少 10 天前，充分和有意义地

披露所有正在考虑中的、构成是否实施措施决定依据的基本事实。

披露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给予利害关系方充分的时间提出意见。

如在该缔约方的法律和法规或调查机关规定的时限内收到此类意

见，该缔约方的调查机关在最终裁定中应对其加以考虑。

第十五条 机密信息的处理

一缔约方的调查机关应当要求提供机密信息的利害关系方

提供《反倾销协定》第六条第五款第（一）项提到的此类信息的

非机密摘要。《反倾销协定》第六条第五款第（一）项所指的非

机密摘要应当足够详细，以使利害关系方能合理理解以保密形式

提交的信息的实质内容，以便使调查中的其他利害关系方有机会

作出回应并维护其利益，以与《反倾销协定》第六条第二款相一

致。

第十六条 不适用争端解决

任何缔约方不得就本节或第七章附件一（与反倾销和反补贴

调查相关的做法）项下产生的任何事项诉诸第十九章（争端解决）

的争端解决。争端解决对本节的适用性将根据第二十章第八条（一

般性审查）进行审查。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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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缔约方 1995 年～2021 年上半年

启动和被诉贸易救济调查情况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1995 年～2021

年上半年， 在启动反倾销调查位居前十的成员中，RCEP 缔约方

有 22 个，为澳大利亚（375 起）和中国（292 起），分别位居第

六和第七位，各占同期 WTO 成员启动反倾销调查总数（6422 起）

的 5.8%和 4.5%；同期，在启动反补贴调查位居前十的成员中，涉

及的 RCEP 缔约方同样是澳大利亚（39 起）和中国（17 起），分

别位居第四和第六位，各占同期 WTO 成员启动反补贴调查总数

（644）的6.1%和 2.6%。此外，根据WTO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1995～

2020 年，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位居前十的成员中，RCEP 缔约方有

2个，分别是印度尼西亚（38 起）和菲律宾（20 起），分别位居

第二和第五位，分别占同期 WTO 成员启动保障措施调查总数（400

起）的 9.5%和 5%。

从被诉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情况来看，1995 年～2021

年上半年，在被诉反倾销调查位居前十的成员中，RCEP 缔约方有

66 个，分别是中国（1507 起、占比 23.5%），韩国（480 起、占

比 7.5%），泰国（256 起、占比 4.0%），印度尼西亚（241 起、占

比 4.0%），日本（237 起、占比 3.7%）和马来西亚（188 起、占比

2.9%），合计占同期 WTO 成员启动反倾销调查总数（6422 起）的

41.5%；同期，在被诉反补贴调查位居前十的成员中， RCEP 缔约

方有 66 个，分别是中国（193 起、占比 30.0%），韩国（32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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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5.0%），印度尼西亚（30 起、占比 4.7%），越南（23 起、

占比 3.6%），泰国（22 起、占比 3.4%）和马来西亚（19 起、占比

3.0%），合计占同期 WTO 成员启动反补贴调查总数（644 起）的

49.5%。

从 RCEP 缔约方之间贸易救济调查情况来看，1995 年～2021

年上半年，RCEP 的 15 个缔约方共启动反倾销调查 1316 起，其中

针对 RCEP 缔约方启动的反倾销调查共计 938 起，占比 71.3%；同

期，RCEP 的 15 个缔约方共启动反补贴调查 67 起，其中针对 RCEP

缔约方启动的反补贴调查共计 37 起，占比 55.2%。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WTO 网站）

RCEP 缔约方 1995 年～2021 年上半年对华

启动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情况

1995 年～2021 年上半年，14 个 RCEP 缔约方共针对中国启动

反倾销调查 212 起，启动反补贴调查 24 起，分别占同期 14 个 RCEP

缔约方启动反倾销调查总数（1316 起）和反补贴调查总数（67 起）

的 16.1%和 35.8%。中国也成为 RCEP 缔约方启动反倾销调查和反补

贴调查的最大对象国。

具体来看，1995 年～2021 年上半年，在对华启动反倾销调查

的 RCEP 缔约方中，启动调查数位居前五的分别是澳大利亚（64

起）、韩国（37 起）、印度尼西亚（32 起）、泰国（28 起）和

马来西亚（17 起）；同期，在 14 个 RCEP 缔约方中，仅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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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西兰对华启动了反补贴调查，分别为 21 起和 3起。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总体而言，RCEP 缔约方启动的贸易救

济调查数量较少，但被诉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数量在所有

WTO 成员中较为突出，WTO 成员启动的逾 60%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

贴调查的对象国（地区）是 RCEP 缔约方。而从 RCEP 缔约方之间

的贸易救济调查来看，占比同样较高，超过 70%的反倾销调查和

超过 50%的反补贴调查在 RCEP 区域内发生。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WTO 网站）

RCEP 中的贸易救济条款该如何发挥作用

RCEP 生效实施后，我国与多数成员国实现 90%以上农产品零

关税（日本、韩国、缅甸、老挝为 60%左右），区域市场开放给

各成员国经贸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国内涉农企业可充分利用关税

优惠实现出口利益。同时，RECP 协定还涵盖了产业和企业如何减

少市场开放可能带来的冲击、维护自身利益的贸易救济条款，这

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贸易救济”条款的必要性

根据协定中的关税承诺表，我国对 RCEP 成员国农产品自由化

水平普遍在 92%左右。其中，对东盟农产品进口零关税比重为

92.8%、对澳大利亚为 91.5%、对新西兰为 92%、对韩国为 88.2%、

对日本为 86.6%。对成员国取消或削减关税将不可避免促进农产

品进口增加。若因进口激增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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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则需要采取必要的保障措

施来维护国内农业产业安全；若发现成员国存在倾销或补贴行为，

则需要通过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来维护我国涉农企业利益。与多

边框架下贸易协定中相同，区域性自贸协定中“贸易救济”仍然

是维护农业产业安全和涉农企业利益必不可少的措施。

二、RCEP 协定中的“贸易救济”

“贸易救济”相关内容出现在 RCEP 协议文本中第七章，共包

含两节十六条以及第七章附件内容，具体介绍了 RCEP 中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两反一保”有关内容。

（一）RECP 中的“两反”——反倾销反补贴税

RCEP 反倾销反补贴税内容与世贸组织多边框架下贸易救济

措施相关内容一致。具体内容包括：

1.前提条件：成员国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将其商品销售至

我国，或对其出口商提供财政资助、价格支持等，对我国国内产

业造成实质性损害，且损害与倾销、补贴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具体执行：应符合《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反倾

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项下的权利义务要求，同

时对书面信息、磋商机会、裁定公告和说明等实践做法进行了规

范。

（二）RCEP 中的“一保”——过渡性保障措施

RCEP 保障措施最主要的特点是设立了过渡性保障措施制度，

即成员国只能在协定生效之日起至关税承诺表中取消或削减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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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 8年过渡期内实施保障措施，过渡期结束后将不能使用。

具体内容包括：

1.前提条件：因 RCEP 协定削减或取消关税，导致自成员国原

产货物进口激增，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

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

2.保障手段：只能通过关税税率方式，例如中止进一步削减

关税税率，或提高关税税率但不超过最惠国关税水平，而关税配

额或数量限制等方式均不被允许。

3.保障期限：一般不超过 3年，如程序认定必要，可再延长

不超过 1 年，总实施期不得超过 4年。如若过渡性保障期期满，

不得再实施过渡性保障措施。

4.特殊规定：各成员国不得对缅甸、老挝等最不发达国家实

施过渡性保障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RCEP“两反一保”条款适用于所有成员国，

我国有出口优势的农产品同样也可能在与 RCEP 成员国贸易交往

中遭遇“两反一保”诉讼，届时国内产业代表也需要进行应诉。

因此，各涉农企业在推动农产品出口中应遵守协定规则和相关规

定，避免因其他成员国发起诉讼而使企业利益受损。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网站）

涉农企业该如何运用 RCEP“贸易救济”

若 RCEP 成员国违反“两反一保”协定要求，我国涉农企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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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用 RCEP 贸易救济条款来防范和化解风险。

一、找证据

1.反倾销反补贴税需收集以下证据：一是申请调查进口产品

存在倾销或补贴；二是对申请人所代表的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

损害；三是倾销、补贴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保障措施需收集以下证据：一是因协定削减或取消关税导

致进口数量增加；二是对申请人所代表的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

损害；三是进口增加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找支持

发起申请必须得到国内产业同业者的支持，且所有支持者产

量需占支持者和反对者总产量一半以上，只有这样才可认定申请

是由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的。

三、找对门

根据我国法律和相关条例，对损害的调查和确定由商务部负

责，具体部门为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涉及农产品的国内产业

损害调查由商务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进行。其中，农业农村部农业

贸易促进中心（简称贸促中心）可提供专业的农业产业损害监测

预警分析和农业贸易救济相关咨询服务。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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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高粘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启动

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

2022 年 2 月 10 日，日本财务省发布公告，应三井化学株式会

社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除外）的高

粘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日文：高重合度ポリエチレンテレフ

タレート）启动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涉案产品为粘

度大于等于 0.7dl/g 的白色颗粒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涉及日

本海关编码 3907.61 项下的产品。本案倾销调查期为 2020 年 10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损害调查期为 2016 年 4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应日本企业三井化学株式会社、三菱化学

株式会社、日本ユニペット株式会社和越前ポリマー株式会社于

2016 年 9 月 6日提交的申请，日本经济产业省和财务省正式对进

口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除外）的粘度 0.7dl/g 以上的

高粘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2017 年 8 月 4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和财务省同时发布公告，对进口自中国内地

的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产业损害肯定性初裁。2017 年 9 月 1 日，

日本财务省发布公告，对进口自中国内地的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

肯定性初裁，裁定对涉案产品征收 39.8%～53.0%的临时反倾销税。

2017 年 12 月 8 日，日本财务省发布公告，对进口自中国内地的涉

案产品作出反倾销终裁，决定自 12 月 28 日起对涉案产品征收

39.8%～53.0%的反倾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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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韩国对涉华氢氧化铝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

2022 年 2 月 28 日，韩国贸易委员会在韩国官方公告发布第

2022-4 号公告称，应韩国企业케이씨주식회사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提

交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氢氧化铝（Aluminum

Hydroxide）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为白色粉末状、分子

式为 Al(OH)3，平均粒径（Dp50）小于等于 55 微米的氢氧化铝，

涉及韩国税号 2818.30.9000 项下的产品。本案倾销调查期预计为

2020 年 10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损害调查期预计为 2018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铝山东有限公司（Chalco Shandong

Co, Ltd.）及其关联企业、龙口东海氧化铝有限公司（Longkou

Donghai Alumina Co, Ltd.）及其关联企业涉案。除另行延期（最

长 2个月）外，初裁将于 3个月内作出。

利益相关方应于公告发布 3周内进行应诉登记，于公告发布

4周内就涉案产品范围向韩国贸易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

调查机关（韩国贸易委员会）联系方式：

产业损害调查部（무역위원회산업피해조사과）/倾销调查部（무역위

원회덤핑조사과）

地址：세종특별자치시한누리대로 402정부세종청사 13동산업통상자원부무

역위원회(우편번호) 30118

电话：044-203-5868（产业损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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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203-5877（倾销调查）

传真：044-203-4815（产业损害调查）/

044-203-4813（倾销调查）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