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6月4日，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欧盟贸易委员德
古赫特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6月5日， 浙江长兴县供电局工作人员在一家企业即将并网的屋顶光伏电站开展消缺工作， 为并网运行做准备。 新华社发

经济环境不利，贸易摩擦增加，制裁中
国企业， 似乎成了近期欧盟的一种惯常策
略。尤其在一些成员国反对的背景下，对华
光伏产品双反的初裁“靴子” 依然悍然落
地，实为罕见。

此次双反的背后是什么？ 对中国产业
经济带来哪些隐忧？ 中国企业如何自强自
救？都值得深思。

欧盟缘何“悍然落靴”
当地时间6月5日，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

双反的初裁结果准时出炉———将自6月6日至
8月6日对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11.8%的
临时反倾销税， 如果双反未能在两个月内达
成解决方案，4个月之后税率将升至47.6%。

业内人士认为，欧盟如此“悍然”制裁中
国企业，可以说站不住脚，但也在意料之中。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组件企业还能享受两
个月的低关税，至8月6日前的两个月时间是
谈判关键期，如果协商一致，欧盟委员会仍
有可能在半年之后的终裁中撤销临时关税。

国内光伏企业阿特斯公司称， 欧委会
的临时反倾销税措施， 表明欧委会在关键
时刻还是意识到了光伏在中欧贸易中举足
轻重的地位，没有贸然征收高税。

但另一方面，“这使得磋商的时间变短
了。原来磋商是六个月，现在是两个月。”江
苏中能副总经理吕锦标担忧道。

事实上， 国内对于即使有多数成员国
反对， 欧委会仍会以最大努力推动在初裁
中决定对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临时性
反倾销关税的决定感到不安。 业内都很清
楚，一旦开始征税，那么即使此后中欧能够
通过磋商和解， 中国光伏产业失去的市场
将无法挽回。 据透露，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
内，中国和欧盟磋商的主要是价格承诺。

“要达成价格承诺，就得把欧盟之前认
定的47.6%的倾销幅度弥补上。 现在中国在
欧洲的组件价格大致是0.6欧元每瓦， 补上
价差相当于变成0.9。”吕锦标解释道，这个
价格等于把中国产的组件都挡在了欧盟门
外，因为像台湾、日本的企业售价在0.7至0.8
欧元，中国的产品没有任何吸引力。

光伏市场，两头在外，成了欧美对华贸
易战的“靶子”。据统计，中国光伏产品绝大
多数用于出口，而上游的硅料和硅锭生产也
在很长的时间内依靠国外的技术。 因此，在
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不景气、纷纷加大贸易
壁垒的背景下，对外依存度达90%以上的中
国光伏企业不得不面对“双反”困境。

没有赢家的战争
2012年9月和11月， 欧盟委员会先后

应欧盟支持太阳能组织的请求， 对原产自
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发起反倾销、 反补贴调
查。 对于欧洲企业的指控， 中国企业坚决
否认。 但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 使得欧洲
国家普遍削减了对光伏生产企业的补贴，
也使欧洲光伏业在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自此， 中欧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光
伏” 战。

尽管国内企业还在等待最终的判决，
但是这场长达近一年的“光伏战”，也颇让
人感到疲惫，毫无疑问，贸易战将导致“双
输”结果，这场“战争”中没有赢家。

从中国方面来说， 此案涉及中国200
多亿美元的对欧出口， 占中国对欧出口总
额的7%左右，占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的
80%左右， 关系到中国上千家企业的生存
和40多万人就业。

而欧盟的损失也是显而易见。虽然，某些
欧盟光伏产品制造商可能因此受益， 但为数

更多、经营规模更大、吸纳就业能力更强的欧
盟光伏产业的上游企业将遭受严重打击。

据瑞士独立研究所Prognos的调查显
示， 如果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
关税， 将使欧盟消费者对光伏产品的需求
下滑， 导致欧盟三年内失去24.2万个就业岗
位以及272亿欧元 （约合353亿美元） 的损
失。

中国企业出路在何方
对于这场“贸易战争”的最终结果，国

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林伯强表示，
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已经是

“板上钉钉”，变数不大。
申银万国新能源分析师余文俊亦认

为；“谈判的意义已经不大， 中国应该发起
反制措施， 不能在贸易战中一直处于被动
地位。”

此前有业内人士认为， 中方可能对欧

盟采取反制措施， 欧盟方面的多晶硅、红
酒、汽车等可能都会被涉及，其中，对欧盟
的多晶硅“双反”会首当其冲。

但在吕锦标看来， 对多晶硅的双反并
不是简单的报复，应该独立客观地看待，我
们应该有WTO思维，做到有理有据，不能
授人以柄。“目前， 国内能够维持生产的多
晶硅企业仅有4家，不足10%，实际开工率
不足25%， 我们国内企业生存空间遭到恶
意挤压是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立余称，
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不受外交关系影响，在
WTO规则的框架下，在国内产业受损后依
法发起反倾销调查。但目前，在光伏业等不
少行业蔓延的无序扩张， 使得我们的企业
和政府都不堪重负； 而国内企业的无底线
的激烈价格竞争， 最终带给我们的也不是
利益，而是对整个产业的伤害。

（据新华社上海6月5日电）

“光伏战”没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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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5日电 代表欧洲600多
家光伏企业的行业协会———欧洲平价太阳能联盟5
日发表声明，抗议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临时反
倾销税的决定。

欧洲平价太阳能联盟在声明中称，“欧委会无
视投反对票的18个成员国。我们为此感到遗憾。”声
明强调，即使前两个月的税率调低了，欧洲的光伏
产业仍将受到“严重破坏”。

欧洲平价太阳能联盟说， 欧委会做出上述决定，
还无视来自数百家欧洲光伏企业、15个欧洲光伏行业
协会和各种行业联盟的警告。 包括德国工业联合会、
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内的机构近
日公开表示，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不仅会
伤害欧洲光伏产业，还会破坏整个欧洲经济。

瑞士独立经济研究机构预测研究所近期所做的一
项研究显示，欧盟如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将导致欧盟消费者对光伏产品的安装及相关服务的需
求大量减少，从而减少就业机会。与此同时，由于中国
很多光伏企业都从欧洲进口原材料、部件、制造设备，
因此这一贸易保护行为也将导致欧洲“附加值”减少。

欧洲光伏企业：

提出抗议

据新华社柏林6月4日电 德国经济部长勒斯勒
尔4日批评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
收临时性惩罚关税。

勒斯勒尔当天对德国《世界报》说：“德国政府
已向欧委会明确表示，我们认为采取惩罚性关税是
错误的。开展对话而不是进行威胁，从一开始就是正
确的方式。”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也曾表示，德国将
尽一切可能避免欧中双方陷入贸易战。

德国联邦工业协会对欧委会的决定表示遗憾。
该协会总务处成员施泰芬·迈尔说：“欧委会应在今
年底以前通过谈判的方式找到解决办法”，以便重新
恢复公平竞争，阻止双方采取惩罚性关税。

德国：

表示遗憾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当地时间6月4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
调查初裁结果，决定从6月6日至8月6日对涉
案中国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
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5日就此发表
谈话说，中国政府和产业对通过对话磋商解
决问题表现了极大诚意， 作出了巨大努力，
欧方仍执意对中国输欧光伏产品采取不公
正的征税措施，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沈丹阳表示，中方同时注意到，欧方裁
定的临时反倾销税率从此前建议的47.6%降
低到目前的11.8%。 我们希望欧方进一步拿

出诚意，展现灵活性，通过磋商找到双方都
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沈丹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中欧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经贸关系是中欧关系的重要基
础，中方不愿意看到光伏产业贸易摩擦影响
中欧关系大局。 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希
望欧方与中方尽早开始价格承诺谈判，维护
中欧经贸合作大局。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欧盟方面执
意对中国输欧光伏产品征收不公正的临时
关税，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洪磊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
和有关产业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有关
问题，体现了极大诚意，做出了巨大努力。中
方重视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维护
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欧盟方面
与中方相向而行，不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
施，否则只会损人不利己。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商务部5日发布
消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
启动对欧盟葡萄酒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程序。

商务部已收到国内葡萄酒产业递交的

申请， 指控原产于欧盟的进口葡萄酒以倾
销、 补贴等不公平贸易方式进入我国市场，
对我国葡萄酒产业造成冲击，要求商务部发
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商务
部注意到近年来自欧盟进口葡萄酒的数量确
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对于此次国内葡萄酒产业
提出的申请，商务部将依法严格进行调查。

在被问及5日商务部决定启动对欧盟葡萄
酒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程序一事时，商务部公
平贸易局副局长刘丹阳表示，这并非报复性措
施。

欧盟光伏双反“悍然落靴”
■中方坚决反对 ■商务部启动对欧盟葡萄酒“双反”调查

■快评 欧盟应理性和诚意对待光伏谈判
随着欧盟宣布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实施 “分

阶段” 征税方案， 中欧光伏贸易争端新一轮谈
判有望近期重启。 在经历数月 “折腾” 后， 真
心希望欧盟能以更大诚意和理性对待谈判， 避
免 “双输” 局面。

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 ， 双边贸易额巨
大， 出现一些贸易摩擦是正常的， 关键在于如
何妥善处理， 而对话磋商是中国和大多数欧洲
国家的选择。 中方一直在为架起顺畅的对话渠
道而努力， 但遗憾的是， 欧盟有关方面却一直
不能以诚相待。

5月， 欧盟委员会直接回绝了应邀前往布鲁
塞尔谈判的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提出的解决
方案， 对中方谈判工作组提出的问题也置之不
理。 了解谈判进程的有关人士介绍说， 欧方人员
在谈判过程中 “态度极为强硬”， “没有表现出
丝毫的灵活性”。

欧盟委员会此番决定将税率从此前一直坚
持的47.6%暂时降至11.8%， 释放了一点积极信
号。 欧盟委员会说， 如果两个月内双方能达成
妥协 ， 惩罚性关税将停止征收 。 业内人士认
为， 虽然11.8%的关税对中国企业来说依然是
沉重打击， 但欧盟委员会暂时 “松口”， 似乎
让人们看到有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可能。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德古赫特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以友善的方式解决光伏贸易争端，
是欧中双方的最佳选择。”我们希望欧盟委员会
言行一致，不再漫天要价，不再咄咄逼人，而是
心平气和地听听中国企业的声音。

同时， 希望欧盟委员会从欧盟整体经济利
益和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 倾听大多数欧盟
成员国的声音和欧盟光伏业界的呼声。

经过半年多的辩论， 欧洲业界、 学界、 政
界的主流观点认为， 欧洲光伏产业的比较优势
体现在设计、 研发、 服务、 设备制造等方面 ，
而对中国光伏产品征税， 不仅无助于解决欧洲
在光伏生产领域的天然劣势， 反会因光伏市场
的萎缩导致大量失业。

欧洲独立经济研究机构近期的研究显示 ，
如果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欧
盟3年内最多可能失去20多万个就业岗位和272
亿欧元 （约356亿美元 ） 的 “附加值 ”。 据了
解， 欧洲光伏生产企业仅吸纳8000左右就业人
员， 而光伏设备安装、 售后服务、 光伏发电等
上下游企业则创造数十万就业。

欧盟成员国对欧盟委员会的征税提议也是
“反对者众”。 据透露， 包括德国、 英国在内的
18个欧盟成员国反对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惩罚
性关税， 仅有4个国家支持。 对欧洲来说 ， 光
伏产业奉行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希望欧盟委
员会能像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一样， 保持清醒和
理性。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张正富 崇大海

光伏市场成欧美对华贸易战“靶子”

6月5日， 天津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员工在组
装太阳能电池板。 新华社发

欧盟委员会4日宣布， 欧盟将从6月6日起对产
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如
果双方未能在8月6日前达成妥协方案，届时反倾销
税率将升至47.6%。

此前，欧委会曾向欧盟成员国提议对中国光伏
产品征收平均为47.6%的临时反倾销税。 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欧盟资深专家说，欧委会此番暂时放弃
其强硬态度，并“创造性”地推出分阶段征税方案，
根本上源自得不到欧盟成员国和业界的广泛支持。

欧委会发起涉及中国对欧出口200多亿美元的
“史上最大双反案件”之后，遭到了欧洲政界和商界
广泛反对。据可靠消息人士透露，欧委会此前的提
议遭到了包括德国和英国在内的18个成员国的反
对， 欧盟700多家光伏企业的高管也曾向欧盟贸易
委员德古赫特发去联名信表达强烈抗议。

在解释为何出台分阶段征税方案时，德古赫特在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一方面是为欧盟和中国提供
一个以“友善的方式”解决光伏产品贸易争端的“机会
窗口”；另一方面，先征收较低的关税有利于避免欧盟
“极为庞大”的光伏产品进口市场受到“干扰”。

两位接近欧委会的欧盟贸易专家告诉记者，欧
委会一改此前“毫无弹性”的强硬态度，还是中欧高
层近日频频干预的结果。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
月底访问德国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反对通过
征收惩罚性关税解决欧中贸易争端。 李克强3日晚
应约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通电话， 也起到了
“关键作用”。

记者注意到，德古赫特在其声明中和回答记者
提问时多次强调“友善的解决方案”和“磋商”等话
语。德古赫特在声明中强调说，欧盟委员会将随时
准备与中国的光伏产品出口商和相关商会展开讨
论，如果双方能够找到妥善解决方案，临时性关税
将停止征收，一个双方协商的方案就可以实现。

德古赫特在新闻发布会后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友善地解决光伏贸易争端是欧中双方的最佳选择”。

一位常驻布鲁塞尔的资深业内人士说，与几周
前相比，中欧双方谈判的大门再次打开，而且11.8%
的税率也为中国企业参与谈判提供了一个稍稍有
利的条件。

但是，这位长期处理中欧贸易关系的人士也警告
说，欧盟真正想要的是中国企业以价格承诺的方式提
高其产品在欧洲的价格，从此前欧委会“漫天要价”的
做法来看，中欧双方此后的谈判进程将非常艰难。

此外，这位资深业内人士还提醒说，反倾销措
施之后， 欧委会将很可能在7月份宣布反补贴的调
查结果， 并向成员国提交征收临时反补贴税的提
议。他说，摆在中国光伏企业面前的又一场战役即
将打响。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4日电）

中欧光伏争端
前景不乐观

■观察

设计台词：瞪什
么啊， 兄弟，理
性点吧，“光伏
战”你我都不是
赢家。

■聚焦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