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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先后推迟了 3次，美国商务部终
于在限期内公布了针对中国太阳能
光伏产品的反补贴调查结果：初步裁
定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存在出口补
贴，并且将对这些产品征收 5%以下
的反补贴税。

一只靴子已经落地，太阳能光伏
界正等着另一只靴子的落地。按照程
序，反倾销的初裁时间为 5月份。

尽管反补贴税率远低于业界之
前的猜测，但对于处于整体低迷期的
光伏业而言，仍是不小的冲击。

业界普遍表示，与其受制于人，
不如尽快打开国内这个最大的光伏
市场。

企业感到遗憾

2011年 10 月 19 日，德国 Solar
World美国分公司联合美国其他 6家
生产商向美国商务部提出针对中国
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申请，美国商
务部于当年 11月 8日正式立案。
此后，美国商务部以案件复杂为

由接连 3 次推迟初裁结果的公布时
间。根据美国相关法律，到 3月 20日
美国商务部必须对调查结果给出一
个说法。按照最后的决定，反补贴调
查的初裁结果于 3 月 20 日公布，而
反倾销的初裁时间定为 5月 16日。

上述 7家企业在申请中提出，对
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征收 100%的税
率。中国光伏业普遍担心美国商务部
会给出十分不利于中国光伏业的调
查结果。

但美国商务部得出的结论是，中
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片制造商
接受了来自政府 2.9%到 4.73%的出
口补贴。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初裁结果，天
合光能出口至美国的太阳能电池将
被征收最高 4.73%的反补贴税，尚德
电力的反补贴税率为 2.9%，其他中国
公司的反补贴税率为 3.61%。

这一结果与此前的最坏预期最
高可达 100%的关税税率相比，可谓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尚德电力首席商务官 Andrew

Beebe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需要的是
更清洁和更安全的新能源，而单方面
的贸易壁垒将阻碍这个进程。Andrew
Beebe表示，尚德在美国的亚利桑那
州还设有生产基地，其生产的产品将
不受反补贴税的影响，仍然能向美国
市场提供数百兆瓦的光伏产品。
天合光能首席商务官 Mark

Kingsley说，目前只是初步裁定，美国
商务部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有进一步
的调查，并做最终裁定。而且，美国光
伏企业是否受到了中国光伏产品的
侵害还有赖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的裁决。未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美业
务还将继续增长。
“反补贴的税率并没有企业当初

想象得那么高。”日地太阳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振军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在美国商务部调查
期间，美国商务部在中国太阳能光伏
产品输美企业中确定了尚德和天合
两家作为强制应诉企业，而其他企业
则都做了积极抗诉工作。根据企业提
交的应诉材料，美国商务部认为尚德
获得国家补贴的资金比较少，那么对
尚德给予了 2.9%的反补贴税率，认为
天合获得的补贴相对多一些，则给出

了 4.73%的反补贴税率。
中投顾问研究总监张砚霖认为，

尽管中国企业在反补贴这一阶段闯
过难关，但是依然不能掉以轻心，目
前美国不少光伏企业纷纷倒闭，裁员
现象也不断出现，这样的产业形势将
会让美国商务部做出对本国企业有
利的判决。这些对于双反调查而言并
非一个好消息。

30%税率利润为零
据悉，美国商务部对于反倾销

税的裁定将在今年 5 月份发布，而
反倾销税的裁定结果将直接关系着
中国光伏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生
死存亡”。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
周修杰指出，一般而言反倾销的税
率较高，税率大幅提高势必增加中
国光伏组件的销售价格，并削弱中
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但是如果税
率较低，则难以撼动中国企业的竞
争优势和领先地位。但更多专家并
不看好最终叠加的关税。业内预计，
美国最终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叠
加税率将在 20%—30%之间，而税
收将增加 30%。也就是说，即便最具
竞争的光伏行业，也将丧失价格优
势，我国光伏企业将基本丧失美国
市场。根据《纽约时报》的数据，中国
光伏企业占据美国光伏过半的市
场。

2011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光伏板
的金额由 2005 年的 2.13 亿美元，升
至 26.5亿美元。但是一旦中美之间发
生光伏电池的双向摩擦，美国受损将
更为严重，中国光伏电池出口美国的
规模在 20亿美元，而美国出口中国
的光伏电池原材料和设备规模在 40
亿美元左右，美方保持着 18.8亿美元
的顺差。

2011年 11月，美国商务部发起
“双反”调查，这场中美贸易的战争涉
及中美数十万就业岗位和上千家企
业，近百亿美元的贸易额，一旦开战
将没有赢家，两败俱伤。
“国内光伏产品能够热销海外，

主打的是产品质量和价格，而价格优

势是关键所在。”王振军说，如果叠加
在一起达到 20%—30%的税率，那么
中国的光伏产品价格就不具有优势。
“如果行业的纯利润能够达到 20%—

30%，那么企业还能够接受‘双反’结
果，但目前关键问题是，行业利润在
不断受到挤压，根本达不到如此高的
利润率。”

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沈
宏文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目前国内光伏企业在美国销售
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大概在每瓦
0.75美元左右，而美国公司的平均价
格约在 0.97美元/瓦左右。随着反补
贴税和反倾销税的相继推出，国内光
伏企业出口到美国的光伏电池税收
可能增加 30%左右，这将导致国内的
光伏电池企业失去价格优势，丧失了
最重要的竞争力。
“国内国外的差价只有 30%，如

果叠加在一起超过 30%，那么就面临
出局。”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林伯强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在 30%以内，那
么就等于不赚钱，几乎没有利润。
“本来是 30%的利润，现在只剩

下 1%的利润，那么企业做这件事的
意义就很小了。”林伯强表示。
“那么只有等到终裁结果公布，

如果结果不容乐观，企业可以选择提
出上诉。”一位分析师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
“目前，企业正在考虑是否上

诉。”中国应诉企业代理律师盛德国
际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磊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企业认
为上诉的意义不大，或者胜诉的几率
比较小，企业可能选择不上诉。

无锡尚德公共关系经理张建敏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在有必要
的情况下会提起上诉。”

“做好自己”

事实上，美国光伏“双反”调查，
也如同双刃剑。
“美国的光伏‘双反’调查，正面、

反面意义都有。”全国工商联新能源

商会会长、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河君表示，正面意义，其实通过“双
反”，可以调整我们国家太阳能结构
升级。反面意义则是业界所不期望看
到的，欧洲的效仿。

应对美国等国的贸易保护，“中
国企业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情，开拓更
多的市场。”中国光伏产业联盟副秘
书长李俊峰表示。

在业界普遍看来，全球最大最具
潜力的太阳能市场就是中国市场。国
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此前表示，我
国太阳能的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中
国出口的太阳能，占世界贸易额的
50%以上，而中国国内生产的太阳能，
有 90%出口到国外，只有 10%是留在
国内用。国内太阳能市场开发不足的
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太阳能的电价
远远高于其他能源。此外，我国在政
策配套方面做得不够。

目前国内光伏企业的主要产品
并非销往美国，而是销往欧洲市场，
尤其是德国市场。沈宏文表示，业界
担心的是德国如果效仿美国，对中国
光伏企业发动“双反”调查，将对中国
光伏产业造成致命打击。目前德国经
济受欧盟其他国家影响，也处于比较
艰难的处境，其光伏产业的发展也承
受了不小的压力，在此情况下贸易保
护主义开始抬头，这对于国内的光伏
企业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

张砚霖表示，中国应该反思自身
的产业发展政策，考虑如何在遵守世
贸规则的前提下适当修改对光伏企
业的补贴政策。同时也应该积极推动
国内光伏市场的启动和发展。

因此，“当前最为迫切的是打开
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中国光伏
市场。”林伯强则认为，中国企业应该
冷静对待此事，往后类似的贸易摩擦
会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更
多“做好自己”，努力打开国内市场，
提高技术能力，改变受制于人的境
况。

王振军呼吁，行业停止低水平重
复建设，由政府确定行业准入制度，
引导企业健康发展，限制低水平企业
做高科技产品。

本报记者 陈玮英

输美光伏产品
或面临“零利润”

美商务部发布反补贴初裁结果，反倾销税将于 5月裁定，
业界预计两项税率之和将高达 30%

（上接第二十五版）
针对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递

交的第一批侵权名单，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作
出回复称，中国商标总局已驳回了
“尼诺·费雷 (意大利 )”(Nino Ferletti

Italy)、Bestibelli Milan 两个品牌的商
标注册申请。至于一些涉案商标使
用人在商标使用中自行添加意大利
地名的行为，回复称意方可向当地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举报投诉。还有
一些宣称其为意大利品牌或意大利
企业，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及误导消
费者的行为，需由有管辖权的工商
机关依法调查后予以认定。

针对现在被国内媒体报道的“意
大利政府来华‘打假’”一事，戴胜桥
对记者说，这里的“假”不是说假货
或冒用已经存在的意大利品牌，如
果是假货，直接受到利益损害的意
大利企业可以根据中国的商标法等
法律在中国维权。他指出，此次“打

假”的范围是在中国运营的企业不
实宣称它的产品、服务等与意大利
有某种联系，例如使用意大利三色
旗、在自己的商标上标有“Italy feel原
ings”，或说它是意大利商标，或来自
1873年的罗马……

业内专家指出，如果是单纯从
“净化血统”的维权角度看，此次意
大利知识产权部门在华“打假”，很
大一部分是因为去年“达芬奇事件”
触动了其神经，但不排除其他国家
也会闻风而动来华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

打假遭遇监管尴尬

“‘伪品牌’现象的爆出，真正受
害的是我国政府形象和消费者利
益。”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表
示，大量造假现象出现的原因，第
一，国人崇洋媚外的心态形成的国
人崇洋媚外之风让不法企业有机可

乘；第二，洋品牌背后巨大的商业利
润是一些造假企业铤而走险的重要
原因；第三，我国自主品牌的缺失也
造就了洋品牌在我国的大行横道，
进而为伪洋品牌带来了巨大的市场
空间；第四，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对于
市场监管不到位和过于“宽容”的行
为；第五，国人的知识产权意识不
强。

在更多业界人士看来，中国企
业喜欢虚构海外血统、山寨国际名
人的普遍行为，已经明显折射出中
国企业品牌文化的危机。
有评论称，千万别以为来了一个

意大利“打假团”，市面那些“西西里
风情”、“罗马韵味”从此就销声匿迹
了，在国产品味没有赢得信任前，这
些“傍意大利”者总会在市场上占有
一席之地。3月 16日，央视节目曝光
了国内著名的所谓意大利品牌“卡
尔丹顿”，其实是纯正国产品牌，打
着假洋品牌的幌子，要价动辄几千

元乃至上万元，严重损害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然而，危机发生后，卡尔
丹顿却另辟蹊径，在各大网络媒体
上投放大量品牌形象的报道，制造
有利于卡尔丹顿品牌形象塑造和构
建的正面舆论。
“单纯的虚构海外品牌背景或

是抢注外国名人汉译名商标，更多
的是在短时间内带来一些品牌效
应，但是当消费者发现你的企业内
涵与实际并不相符，消费者就不会
在你的企业和产品上停留。”郭占斌
说。

有专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杜绝
此类“伪洋”现象，我国政府应该大
力鼓励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对于
自主品牌企业给予政策的优惠和扶
持，大力引进国外优良设备和技术，
在边学习边创新的道路上创造国际
一流的自主品牌。当然，政府对市场
的严格监管也是杜绝“伪洋品牌”的
重要手段。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贸易摩擦，中美之间在农业领域的
合作却正在不断深化。近日，美国爱荷华州副州长金·雷诺
兹访华时指出，中美两国在生物技术等农业科技方面的合
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专家指出，中美两国在农业方面
的合作越深入，在其他领域发生碰撞的危险就会越小。

今年 2 月中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粮集
团、中储粮总公司等在爱荷华州签署了采购 862 万吨大豆
的协议，同期，中美又共同签署了《中美农业战略合作规划
（2012—2017 年）》，确定了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等 8 个重点
合作领域及重点合作项目。这一系列动作都为中美之间在
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和贸易等领域的
合作揭开了新的篇章。

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美国爱荷华州大
豆协会首席执行官科克·利兹，他表示，中美两国在农业领
域的全方位深入合作的机会已经到来。
《中国企业报》：今年 2 月中旬，中美农业论坛在爱荷

华州召开，请问这个论坛对于推动中美之间的农业合作有
哪些现实意义？今后是不是将定期举办这样的论坛？

科克·利兹：“美国农业部于今年 2 月 16 日主持召开中
美农业论坛，这一论坛今后很有可能会继续举办。而在此
前的 2 月 15 日，中美双方在爱荷华州签署了一份大豆进
口协议。虽然这两件事本质上并不相同，但其重要性却不
言而喻。而爱荷华州大豆协会并没有直接参与中美农业论
坛。我个人认为美国农业部和中国农业部有意向在今后继
续举行相关会谈。同时，在中美农业论坛进行期间签署的
上述协议是中美双方合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将会推动
双方协同合作，共同确保食品安全和可持续性农业发展，
并且深化中美商业合作和互利共赢。”
《中国企业报》：曾经有业内人士指出，美国大豆大批

出口中国，是因为美国政府对大豆进行高额补贴，请问您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科克·利兹：“事实上这是完全没有的事。美国的农户
可以购买农作物保险以预防产量的滑坡以及价格风险，但
是这一获得了世界贸易组织认可的保险涵盖所有种类的
农作物，并且只涉及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并不能影响
农户的种植计划。

如今，中国家庭已经越来越多地食用猪肉、鱼肉、家
禽、鸡蛋，并且食用油的用量也在增加。这一趋势表明，中
国对动物产品、饲料、豆制品的需求都在增长。美国继续保
持其大豆和其它农产品出产国的地位，有利于中国保证其
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对包括大豆在内的农作物，美国
都有着巨大的出口量。同时美国的大豆种植农户承诺，一
定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农业贸易伙伴提供高品质产
品。
《中国企业报》：有评论认为，美国大豆转基因产品较

多，是这样吗？
科克·利兹：是这样的。但美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生产

包括大豆在内的转基因农产品的国家。许多国家的农产品
中都包含转基因产品。生物技术大豆产品的主要出口国还
有巴西和阿根廷。

我们持有的立场就是让选择食用非转基因农产品的
人有所食。美国大豆的安全，是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
信赖的原因之一，同时，美国的大豆种植农户也在作业过
程中完全遵守美国农业部和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的要求。

美国的大豆产品占据了全球大豆市场约 35%的份额，
除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信赖美国的大豆产品。
45%的美国大豆产品被美国本土消费，并不出口。所以可以
确定安全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

举例来说，我们使用抗除草剂的大豆作物来降低对化
学制剂的依赖，以安全度高的食品保护人类和其它动物。”
《中国企业报》：中国大豆对外依存度已高达 80%，而

世界粮食交易量的 80豫被几大跨国粮商控制，因此也主导
了大豆等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权，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从
爱荷华州进口中国的大豆的价格，受哪些因素影响？

科克·利兹：“我是美国大豆种植农户们的代表，并不
能代表这些跨国粮商。美国的大豆种植农户向中国承诺，
作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他们将确保继续向中国供应高
品质、高安全系数的大豆。

大豆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易的商品，其价格受
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并不是受控于粮食出口公司。除了这
四大粮商，现在还有许多公司能够从美国进口大豆。”
《中国企业报》：近年来不少中国公司赴美投资农业科

技和可持续农业，爱荷华州是美国重要的粮食基地，是否
有这方面的商机 ?对于去投资农业科技的中国公司，爱荷
华州是否有相关政策支持？

科克·利兹：“我们乐于为中国创造政策上允许的机
会，以便于中国有关方面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以
此加深中国对食品安全的需求。我们正在与美国的其它
农业组织进行合作研究，寻求一种适合的机制，以允许外
国资本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对农业生产及产品
进出口有着关键的影响。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也就
是这项研究结束之前，得出一些结论，同时也乐于把相关
成果和发展契机在今后由中国举办的类似会议中进行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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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表示，如果两项税率叠加超过 30%，中国光伏产品就不再有利润。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