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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静好袁时光如梭遥难忘的 2016 年过去了袁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年遥在这
辞旧迎新之际袁 我谨代表温州市汽摩配行业协会向关心和支持协会工作的各级
领导尧全体会员单位尧汽摩配行业的朋友和各界人士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良好的祝
愿遥

2016是野十三五冶的开局之年遥 这一年叶野十三五冶汽车工业发展规划意见曳发
布尧互联网野入侵冶汽车业尧新能源市场销量火爆尧僵尸车企退出历史舞台尧网约车
政策出台尧 本土品牌影响力大增等等汽车行业的大事件值得我们记住遥 这一年
汽车产销量保持较快增长曰乘用车产销环比尧同比增长较快曰商用车产销同比继
续保持增长曰新能源汽车增长较快遥 温州汽摩配行业也随着整车行业的较快增
长袁保持了稳健发展袁这是政府有关部门尧协会和企业共同奋斗的结果遥

2017年是实施野十三五冶规划的重要一年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
年遥 当前袁全球汽车工业已进入成熟期袁汽车生产厂商更加注重通过成本控制尧
分工合作尧 质量控制等手段提高自身竞争力袁2017年汽车工业全球化采购和专
业化分工趋势日趋明显袁整车制造企业对零部件体系的供应商准入要求也将日
趋严格遥 这既是我们零部件企业面临的机遇袁又是我们零部件企业面临的挑战遥
这就要求我们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尧具备较大的生产规模袁
承担及时供货尧售后服务等责任袁以适应整车制造企业规模化生产的要求遥 作为
行业带头人尧政企中间人和会员娘家人的协会袁定当在实施集群化提升尧实施扶
优促强尧加大品牌创建尧创新营销模式尧推进建立企业战略联盟尧推进物流平台建
设等多方面为会员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遥

崭新的 2017年已经到来袁在新的一年里袁让我们坚持创新驱动袁增强发展信
心袁推进转型升级袁全力共推温州汽摩配行业健康发展浴

温州市汽摩配行业协会会长

张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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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处集聚 6张国字号“金名片”
近年来袁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处连续拿下六张野国

字号冶金名片院全国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尧全国
首个服饰行业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尧 全国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试点城市尧全国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试点
城市尧中国渊温州冤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尧国家中小
微企业知识产权培训渊温州冤基地遥用好国家知识产权
局高端资源袁构筑吸引国内外高端专业人才集聚野洼
地冶袁破解温州民企野创新难尧维权难尧融资难尧人才难冶
问题袁打出了一套精准服务温州经济转型发展的野组
合拳冶遥

今年 1-9月袁 全市三项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已
分别破 4万件和 2万件袁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9140件袁
同比增长 122.76%袁发明专利授权 2157件袁同比增长
81.11%袁发明专利授权量提前超额完成年度考核指标
任务遥同时袁我市今年连续第四年获野国家知识产权试
点示范城市工作先进集体冶称号袁还获得野国家知识产
权培训基地工作优秀单位冶尧野全省专利执法维权工作
优秀单位冶等荣誉遥 [温州商报]

图为国家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培训(温州冤基地昨举办中
小高新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提升班袁课堂上座无虚席

12月 23日袁浙江省委副书记尧代省
长车俊在温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尧 市长张
耕袁瑞安市委书记陈胜峰尧代市长麻胜聪
等领导的陪同下走进瑞立实施 野机器换
人冶 后的机加工车间和自主研发实现装
配自动化的无尘车间遥 车俊代省长对瑞
立在经济新常态下袁勇立改革潮头袁坚定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持续深化野互联
网垣冶战略袁将野机器人垣冶尧野互联网垣冶 袁
与传统汽配制造产业结合产生聚变给予
充分肯定遥

在参观过程中袁 瑞立集团董事长张
晓平向车俊代省长一行汇报了公司的经
营发展情况和野十三五冶战略目标遥 车俊
代省长为瑞立建立各项研发平台袁 不断
研发适销对路的系列化尧模块化尧集成化
新产品袁为国内 60多家汽车制造厂提供
配套袁并出口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尧引进
国千尧省千等多名高层次海外人才袁促进
企业创业创新尧 瑞立不断加大技术改造
投入袁 成立自动化部自主研发装配自动
线袁推进野机器人垣冶袁实现了野四下降尧两
提高冶尧点赞袁更为瑞立不仅建立了覆盖

400多万用户的线下销售网络袁而且推进
野互联网垣冶建立线上服务平台袁实现线上
线下互动和抓住机遇袁以野工匠精神冶打
造野浙江质造冶的新能源电动空压机袁在
新能源市场开拓上实现突破点赞遥

车俊代省长指出袁瑞立有好人才尧好
技术尧好产品袁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尧技术
创新尧机器换人方面都等走在了前列袁勉
励瑞立强化创新驱动袁坚守实体经济袁加
快拓展市场袁进一步做大做强遥

为发扬友爱互助精神袁 向公益爱心事业贡献力
量袁近日瑞明集团组织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袁各部
门积极响应袁广大职工踊跃报名参加遥

12月 9日上午 8时袁献血者陆续来到献血现场袁
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袁认真填写献血登记表袁排队测
血压尧 做血型化验袁 经血液检验合格后开始无偿献
血遥 献血过程中袁大家精神饱满袁情绪高昂袁用实际行
动践行野贴心小棉袄袁温暖你我他冶服务理念遥 本次无
偿献血活动共有 157人参与袁献血总量 28800毫升遥
血站工作人员为献血者颁发了献血证并送上小礼
品袁同时提醒大家袁早休息尧多喝水尧不饮酒尧不做剧
烈运动等遥

近年来袁 瑞明集团多次组织大规模无偿献血活
动袁累积献血达 860人次袁累积献血量 254590毫升遥
荣获了 野瑞安市无偿献血先进单位冶 等多项荣誉称
号遥 瑞明人用实际行动展现瑞明集团服务社会公益
事业的风采袁营造出了勇担社会责任尧传递社会正能
量的良好氛围袁彰显了野世界级零部件企业冶的责任
与担当意识袁充分展现瑞明人的风采袁传递了瑞明人
的正能量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叶环境保护税法曳遥作为我国第一部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袁叶环境保护税法曳 将于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遥 渊温州商报冤

从市经信委获悉袁今年以来袁温州工业经济呈现
野稳中有进尧稳中向好冶之势袁规模以上工业在去年低
位增长的基础上企稳回升袁呈现出好于去年同期尧好
于全省的运行态势遥 今年前 11个月袁全市实现规上
工业增加值 1020.45亿元袁同比增长 7.8%袁增速高出
去年底 1.5个百分点袁高出全省 1.7个百分点袁稳居
全省第 3位遥 规上工业增加值连续 16个月保持环比
回升或持平遥
今年以来袁 随着我市持续推进领军和高成长型

企业培育尧野五帮五助冶助企服务活动尧重大项目引进
推进等系列工作袁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明显袁工业结构
不断优化升级袁 装备制造业尧 高新技术产业表现抢
眼遥 近段时间袁瑞立集团各个车间开足马力生产袁工
人加班加点赶订单遥 已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十多年
的瑞立集团袁第三财季净利润为 323.86万美元袁同比
增长 58.13%袁预计全年销量与利润有望再创新高遥这
一亮眼的成绩单袁 正是得益于瑞立多年如一日深耕
汽摩配领域袁持续推进技术改造与创新袁今年该集团
完成的 3个技改项目袁总投资近 1.2亿元遥 与瑞立集
团一样袁温州制造正在全力突围遥 电气尧汽摩配尧泵
阀尧鞋革尧服装等传统支柱产业袁积极对接中国制造
2025和野互联网+冶袁加强对野品牌+研发+标准+渠

道+供应链管理冶等商业模式的创新袁推进全生命周
期再造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遥

支柱产业稳尧新兴产业快尧龙头企业猛遥 据市经
信委统计袁1月至 11月袁全市五大传统支柱产业实现
增加值 502.79亿元袁同比增长 7.7%袁占规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达到 49.3%袁对规上工业增加值贡献率达到
48.7%遥 特别是电气行业加快发展成套设备尧高压电
气等高端产品袁增加值同比增长 9.5%曰汽摩配行业在
零部件国产化尧新能源汽车配套的带动下袁增加值同
比增长 9.8%遥同时袁我市加大战略型新兴产业重大项
目引进推进力度袁 大力发展传感器等由传统产业衍
生而来的新兴产业遥 1月至 11月袁战略新兴产业尧高
新技术产业尧 高端装备制造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0.1%尧9.3%尧9.4%遥 精准服务尧助企转型遥 今年以来袁
由市经信委牵头袁各部门共同参与尧深入基层袁围绕
全市 101家领军企业和 217家高成长型企业建立了
野四个一冶服务机制袁开展野五帮五助冶助企服务活动袁
取得良好成效遥 龙头企业勇挑大梁袁1月至 11月袁全
市 101家领军企业和 217家高成长型企业分别实现
销售产值 1067.27亿元尧267.93亿元袁 同比分别增长
9%尧24%袁高出规上工业 1.2和 22.2个百分点遥

[温州日报]

2016年度民间融资监测 渊民间
借贷服务中心冤暨野温州窑中国民间
融资综合利率指数冶编报研讨会袁于
12月 22日下午在我市召开遥来自人
民银行总行尧浙江省金融办袁以及知
名高校尧相关商会尧全国各地民间借
贷服务中心等的专家学者尧 与会代
表等近 200人参会遥 研讨会材料显
示院今年三季度袁野温州指数冶综合利
率为 16.73%渊相当于月息 1分 39冤袁
同比和环比双双下降遥

数据显示院民间借贷以小额尧短
中期融资为主袁利率呈下降趋势遥 从
不同监测主体来看袁小额贷款公司尧
农村资金互助会尧 民间借贷服务中
心和社会直接借贷的融资利率为

16.49% 尧10.96% 尧14.04%和 15.91% 袁
环比分别下降 0.33尧0.76尧2.15 和
0.57个百分点曰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
和典当行尧 担保公司等其他市场主
体利率为 14.25%和 25.85%袁 环比分

别上升 1.22和 0.45个百分点遥 从交
易笔数看袁 三季度小额融资规模
渊100万元以下冤尧中额融资规模渊100
万-500万元冤 和大额融资规模渊500
万元及以上 冤 占 83.02% 尧14.95% 尧
2.03%袁环比分别上升 1.76尧下降 1.90
和上升 0.14个百分点遥 从融资期限
来看袁 三季度我市民间融资中短期
渊1-6个月冤融资的比重为 78.9%袁环
比上升 3.41个百分点遥短期融资渊一
月期冤 的比重为 25.82%袁 环比上升
1.87个百分点袁 短期过桥资金需求
上升遥

野温州指数冶由温州市金融办联
合相关机构统计尧编制袁于 2012 年
12月 7日正式对外发布袁全名为野温
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冶袁是全国首个
民间借贷利率指数遥 它是反映温州
及全国其他地区民间融资利率及趋
势的一套指数体系袁 是温州金融改
革的一大成果遥 渊温州商报冤

瑞明集团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

瑞立向“机器人＋”、“互联网＋””转型
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车俊点赞

2018年起将开征环保税

工业增加值稳居三甲的“三字诀”
支柱产业稳 新兴产业快 龙头企业猛 综合利率 16.73%同比环比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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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1日上午袁 市政府副秘书长
虞立清率领市贸促会尧市商务局尧瑞安市贸促
会尧平阳县商务局尧温州市汽摩配协会等有关
单位负责人赴上海参加由法兰克福 渊上海冤展
览有限公司主办的 2016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尧
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遥

虞立清副秘书长率相关负责人在展会中

巡视了本会会长单位瑞立集团袁副会长单位冠
盛集团尧瑞明尧京信尧环球滤清器等几十家温州
参展企业的展位遥 下午袁虞立清副秘书长在会
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多功能厅召开了野温州市
汽摩配企业座谈会冶袁共有 30余家参展企业代
表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各位企业家各抒己见袁畅所
欲言袁分析了温州汽摩配企业的现状尧存在的

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等相关意见和建议遥
最后袁虞立清副秘书长做了总结发言袁指出汽
摩配企业在温州企业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袁
但存在产业层次低尧行业恶性竞争加剧尧人才
留不住等问题遥 他强调温州汽配企业发展要做
好三篇野文章冶袁一是做好服务的文章袁有关部
门应完善相关政策的针对性袁推出若干政策意

见袁助推产业发展曰二是做好自身发展的文章袁
大力发扬工匠精神尧科技创新精神袁占领行业
标准袁站在行业发展的至高点曰三是做好合力
的文章袁企业应抱团参展袁把产品做全尧做精遥
行业协会应发挥自律作用袁政府各部门应加强
指导袁为企业提供支持和帮助遥

本报讯 据温州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通知袁本会荣获野2016 年
度温州市优秀市级行业协会 冶称
号遥 此次评选根据根据浙经信办
也2016页116 号 尧 温政办 也2016页84
号和温经信行业也2016页204 号等

文件要求袁 经市经信局尧 市财政
局联合组织对温州市优秀市级行
业协会 渊商会冤 和优秀行业分析
研究工作项目申报评定袁 共评定
出 13家市优秀行业协会袁 本会名
列其中遥

市政府副秘书长虞立清率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上海汽配展并召开座谈会

近年来袁 根据公安交通部门调查统计袁车
辆在在高速路上由爆胎引发的交通事故占

70%以上遥 而对于长期在路上高负荷行驶的重
卡来说袁安全风险不言而喻遥 面对严峻的交通
安全形势袁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近
日袁在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袁圆满完成
了国内首次商用车在重载情况下的爆胎应急

安全装置试验遥
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冤

近日袁国家质检总局召开叶2016年缺陷产
品召回工作曳发布会遥 数据显示袁截至 2016年
12月 25日袁 累计实施缺陷汽车召回 1295次袁
涉及车辆 3668万辆遥 自 2013年叶缺陷汽车产
品召回管理条例曳颁布实施以来袁汽车召回数
量明显增加遥 2013-2015年连续三年突破 500
万辆 袁2016 年首次突破 1000 万辆 袁 达到
1132.56万辆袁 同比增长 103%袁 创历史新高遥

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冤

近期袁国家质检总局在官方网站公布了进
口刹车片监督抽查情况袁进口刹车片不合格率
48.4%遥 这是质检总局首次将刹车片产品的质
量监督抽查范围从国内生产产品扩展到进口

产品袁覆盖了国内市场尧跨境电商尧进口产品集
散地等商品主要流通领域袁涉及 60多个品牌袁
18个原产国家或地区袁其中日本尧德国尧韩国尧
意大利尧英国的进口数量相对较多遥

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冤

近日袁叶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

办法曳正式实施遥与已废止的叶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管理规定曳相比袁其最大亮点在于进一步明
确了汽车产品生产者作为召回主体的义务袁并
增加了对汽车零部件生产者的义务袁从信息管
理尧缺陷调查及法律责任三方面细化了零部件
企业的责任袁这是我国首次将零部件生产者纳
入汽车召回体系遥

渊盖世汽车冤
近日袁叶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

项目目录渊2016年本冤的通知曳正式发布遥 叶通
知曳对于今年 10月 8日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
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的野原则上不
再核准新建传统燃油汽车生产企业冶作出了进
一步明确遥 叶通知曳第四条指出袁野严格控制新增
传统燃油汽车产能袁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传统
燃油汽车生产企业遥

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冤

近日袁据最新产销数据显示袁11月袁汽车
生产完成 301.06万辆袁销售完成 293.87万辆袁
当月产销环比和同比增速均超过 10%袁产销量
创历史新高遥 与此同时袁今年 1-11月袁汽车产
销完成 2502.70万辆和 2494.80万辆袁 同比分
别增长 14.26%和 14.11%袁前 11个月汽车产销
量已超越 2015年全年遥 11月袁乘用车销量接
近 260万辆袁环比和同比均呈较快增长遥

渊盖世汽车冤

2016年 11 月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金额
39.71亿美元袁 当月同比增长 11.44%袁 增幅较
10月上涨 18个百分点遥 由于出口市场经济衰
退袁我国许多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海外市场出口
受到了影响袁同时贸易壁垒也是出口企业最头
疼的问题遥 以轮胎为例袁美国是我国轮胎出口
的大国袁近两年美国频繁对我国轮胎实施野双
反冶调查袁我国轮胎出口遭遇危机遥渊盖世汽车冤

欧委会官网近日消息遥欧委会科学建议机
制渊SAM冤下的高水平小组发布其第一份意见
书袁 阐述加强针对汽车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袁
其中一条重要措施是采用新的排放测试程序遥
SAM高水平小组的第一份意见书将成为 2020
年后欧盟汽车和货车排放标准的关键参考遥新
的排放测试程序将于 2017年生效遥

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冤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尧 法国首都巴黎尧希
腊首都雅典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2日宣布袁将
致力于 2025年前禁止柴油汽车和厢式货车在
上述城市中通行遥 4座城市的市长近日在墨西
哥城宣布了这一决定袁这一举措可减少空气污
染尧降低相关疾病发病率袁并帮助城市完成应
对气候变化的减排目标遥柴油燃料是引发城市
空气污染的关键因素遥

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冤

近日袁大众排放门丑闻事件的曝光袁显示
出整个欧洲汽车行业存在某种可疑行为遥据透
露袁欧盟因此将会对包括德国和英国在内的 7
个国家采取行动袁以惩罚他们在汽车尾气排放
方面未能制定相应的监管法规遥 据了解袁目前
欧洲地区一半以上的汽车为柴油发动机车辆袁
而柴油发动机尾气污染物中的氮氧化物

渊NOx冤 容易导致呼吸系统疾病遥
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冤

因被疑参与大众排放作弊丑闻袁德国汽车
零部件供应商博世公司此前被美国车主控告遥
据了解袁 博世已与美国车主达成和解方案袁将
以 3亿美元结束此案件遥 据了解袁2015年袁美
国大众柴油车车主将博世告上法庭袁称其帮助
大众研发排放测试作弊软件袁并指出在大众长
达十年的作弊计划中袁博世一直是野积极的参
与者冶遥 渊盖世汽车冤

本会被市政府评为
2016年度温州市优秀市级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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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17尧18日, 温州市人民政府
主办,市经信委尧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尧温
州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承办的野温州市首届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园推介会暨企业搬迁对接会冶在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遥 陈建明副市长为展会

致辞并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人巡视了展会遥 全市
50多个小微园尧工业园区在展会上设摊袁13家
商业银行参展会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
务袁温州市汽配行业协会等 8家行业协会设摊
为众筹投资对接服务遥

在这两天的展会上袁 本会在接待了 42家
企业袁现场登记需求征地 450多亩遥 本会在对
接会结束后立刻将汇总资料上报给市经信委遥

从这次小微园推介会以及对企业调查情
况来看袁本行业企业在自身发展需求和搬迁改

造尧野四无冶整治等倒逼措施共同推动下袁对小
微园需求量仍然较大遥 本会将积极与政府相关
部门取得联系袁反映企业诉求和实情袁为帮助
企业众筹厂房和土地投资做好后续工作袁以促
进温州市汽摩配行业健康稳定发展遥

温州市政府举办首届小微企业创业园
推介会暨企业搬迁对接会

一尧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主要有哪些钥
答院主要包括反倾销尧反补贴尧保障措施袁

此外袁中国叶外贸法曳还规定了其他救济措施袁
如使用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袁 针对进口转移
的救济措施等遥 之前的专题中袁笔者已经为大
家介绍了反倾销措施的有关内容袁 这次专题
接着向各位讲解其他救济措施要要要反补贴遥

一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简介遥
渊一冤尧调整反补贴措施的法条有哪些钥
答院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曳

渊二冤尧什么是补贴钥
答院出口商品在生产尧运输尧买卖的过程

中接受的来自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直接
或间接的补助尧 奖金或者优惠政策称之为补
贴遥 其中袁向国内出口商提供的以支持其扩大
出口的补贴称为出口补贴袁 向国内出口商品
生产者提供的以提高其增值性产品的生产和
出口能力的补贴袁 称为国内补贴或生产补
贴遥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 叶补贴与反补贴协
议曳中讲出口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尧可申诉补
贴和不可申诉补贴三种遥 禁止性补贴是不允
许成员政府实施的补贴曰 可申诉补贴是指一
成员所使用的各种补贴如果对其他成员国内
的工业造成损害袁 或者使其他成员利益受损
时袁该补贴行为可被诉诸争端解决曰不可申诉
补贴就是不可诉诸争端解决的补贴袁 但在国
际贸易中袁 该补贴的主要目的往往是对某些
地区的发展给予支持袁或对研究与开发尧环境
保护及就业调整提供的援助等遥

渊三冤尧反补贴调查由哪个部门负责调查
和确定钥

答院在国际贸易中袁反补贴救济措施可
分为两类袁一是通过WTO叶补贴与反补贴措
施协议曳发起调查袁一类是通过本国立法的有
关规定发起调查遥 我国是由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渊以下简称外经贸部冤和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渊以下简称国家经贸委冤负责遥

渊四冤尧构成法律法规禁止的补贴措施需
要哪些条件钥

答院 补贴是一种政府行为袁是各国为了
扶持国内产业发展而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采
取的袁在世界上属于一种普遍现象遥 因此袁并
不是所有补贴行为都会被采取反补贴调查遥
在我国袁 反补贴调查启动需要满足以下基本
条件院1.进口产品确实存在补贴的事实袁该补
贴还需存在专项性曰2.补贴行为对国内产业造
成了损害曰3补贴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遥

渊五冤尧什么是损害钥
答院 损害是指补贴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

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袁或
者对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
碍遥 国家经贸委负责对损害的调查和确定袁外
经贸部则负责对补贴的调查和确定遥 同样地袁
涉及农产品的反补贴调查袁 由国家经贸委会
同农业部进行遥

累积评估院 补贴进口产品来自两个以上
国家渊地区冤袁并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袁可以
就补贴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进行
累计评估院第一袁来自每一国家渊地区冤的补贴
进口产品的补贴金额不属于微量补贴 渊指补
贴金额不足产品价值 员豫的补贴袁对发展中国
家地区则为 2%冤袁 并且其进口量不属于可忽
略不计的曰第二袁根据补贴进口产品之间的竞

争条件以及补贴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
间的竞争条件袁进行累积评估是适当的遥

渊六冤尧什么是因果关系钥
进口补贴产品与国内产业损害必须存在

因果关系遥 补贴进口必须是造成国内产业损
害的原因遥 在确定补贴对国内产业的损害时袁
应当依据肯定性证据袁 不得将非补贴因素对
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补贴遥

渊七冤尧反补贴调查如何进行钥
国内发起反补贴调查主要有两种方式院

一是基于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
人尧 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向外经贸部提出反补
贴调查的书面申请曰特殊情况下袁外经贸部已
掌握充分证据袁经国家经贸委后袁可以决定立
案调查遥
申请应当包括两大方面院第一袁申请者要

提供初步的补贴尧 损害尧 因果关系事实的证
据曰第二袁有足够的国内生产者的支持袁在支
持申请和反对申请的生产者中袁 支持者的产
量占二者总产量的 50%以上袁 同时不得低于
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25%遥

反补贴调查分为初步裁定和终局裁定两
个阶段遥 初步裁定补贴和损害以及他们之间
的因果关系确实成立的袁 调查机关则会继续
调查直至作出终局裁定遥 以下几种情况会终
止反补贴调查院申请人撤诉曰证据不足曰补贴
金额为微量补贴曰 倾销进口产品实际或者潜
在的进口量或者损害可忽略不计曰 其他商务
部认为不适宜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情况曰
通过与有关国家渊地区冤政府磋商达成协议袁
不需要进行反补贴调查的曰 外经贸部和国家
经贸委共同认为不适宜继续进行调查的遥

渊八冤尧反补贴措施是什么钥 具体措施有哪
些钥

反补贴措施包括临时反补贴措施尧 承诺
和反补贴税遥

初步裁定确定补贴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
业造成损害的袁可以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遥 临
时反补贴措施包括现金保证金或者保函作为
担保的征收临时反补贴税的形式遥

终局裁定确定补贴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
业造成损害的袁可以征收反补贴税遥 若终局裁
定确定不征收反补贴税的袁 或者终局裁定未
确定追溯征收反补贴税的袁 应当退还已收取
的保证金袁并解除保函遥

邵见娣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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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车位
瑞典沃尔沃总部

有两千多个停车位袁
早到的人总是把车停
在远离办公楼的地
方袁 天天如此遥 问院
野你们的泊位是固定
的吗钥冶他们答院野我们
到的比较早袁 有时间
多走点路遥 晚到的同
事或许会迟到袁 需要
把车停在离办公楼近
的地方遥 冶

要要要多为别人着
想时袁 路才会走得更
远遥

2.借伞
孔子有天外出袁

天要下雨袁 可是他没
有雨伞袁有人建议说院
子夏有袁跟子夏借遥孔
子一听说院不可以遥子
夏这个人比较吝啬袁
我借的话袁 他不给我
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
师长袁 给我肯定要心
疼遥

要要要和人交往袁
要知道别人的短处和
长处袁 不要用别人的
短处来相处和考验袁
否则就会友谊不长
久遥

3.取经
一头马尧 一头驴

听说唐僧要去西天取
经袁 驴觉得此行困难
重重袁放弃曰而马却立
刻追随而去袁 经九九
八十一难取回真经遥
驴问院兄弟袁是不是很
辛苦啊钥马说院其实在
我去西天这段时间袁
您走的路一点不比我
少袁 而且还被蒙住眼
睛袁被人抽打遥 其实袁
我是怕混日子更累遥

要要要真正的累袁
来自于内心的无知与
迷茫遥

4.合作
一日袁夜深人静袁

锁叫醒了钥匙并对钥
匙埋怨道院野我每天辛
辛苦苦为主人看守家
门袁而主人喜欢的却是
你袁总是每天把你带在
身边袁真羡慕你啊浴冶而
钥匙也不满地说院野你
每天待在家里袁舒舒服
服的袁多安逸啊浴 我每
天跟着主人袁日晒雨淋
的袁多辛苦啊浴 我真的
厌倦了袁 我更羡慕的
是你浴 冶

一次袁 钥匙也想
过一过锁那种安逸的
生活袁 于是把自己偷
偷藏了起来遥 主人出
门后回家袁 不见了开
锁的钥匙袁 一番折腾
后袁主人气急之下袁把
锁给砸了袁 并顺手把
锁扔进了垃圾堆里遥
主人进屋后袁 找到了
那把钥匙袁气愤地说院
野锁也砸了袁现在留着
你还有什么用呢钥冶说
完袁 把钥匙也扔进了
垃圾堆里遥 在垃圾堆
里相遇的锁和钥匙袁
不由感叹起来院野今天
我们落得如此可悲的
下场袁 都是因为过去
我们在各自的岗位
上袁不是相互配合袁相
互支持与合作袁 也没
有看到对方的价值与
付出尧 而是这山望着
那山高袁 彼此斤斤计
较袁 相互妒忌和猜疑
啊浴 冶

要要要很多时候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
是相互的袁互相扯皮尧
争斗袁 只能是两败俱
伤袁唯有互相配合袁相
互欣赏尧相互团结尧相
互支持尧相互信任尧相
互珍惜尧 方能合作共
赢遥

说看懂这 4个故事
才是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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