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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補貼規則改革方向之探討：
以工業及政府控制企業補貼為例

顏慧欣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2021年9月9日

政大第21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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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今年11月底舉辦WTO第12屆部長會議

◼相較於川普，拜登政府參與WTO議題積極

◼美國與歐盟言歸於好

◼美國與歐盟對中國，有同仇敵愾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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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補貼規則之發展沿革
◼ GATT XVI: Subsidies

◼ Section A — Subsidies in General

◼ 1. If any contracting party grants or maintains any subsidy, including

any form of income or price support, which operat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increase exports of any product from, or to reduce imports

of any product into, its territory, it shall notify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in writing of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 In any case in which

it is determined that serious prejudice to the interests of any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is caused or threatened by any such subsidization, the

contracting party granting the subsidy shall, upon request, discuss with

the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or parties concerned, or with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he possibility of limiting the

subsidization.

◼ Section B — Additional Provisions on Export Subsidies

◼ 3. Accordingly, contracting parties should seek to avoid the use of

subsidies on the export of primary products. If, however, a contracting

party grant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form of subsidy which operates to

increase the export of any primary product from its territory, such

subsidy shall not be applied in a manner which results in that

contracting party having more than an equitable share of world export

trade in that product, account being taken of the shares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in such trade in the product during a previous

representative period, and any special factors which may have affected

or may be affecting such trade in the product.*

◼ GATT協定第16條，為多邊架構對補貼措施的原始
規定

◼ 適用對象: 對增加出口或減少進口有直接或間接影響
的補貼

◼ 以「嚴重侵害」作為請求實施補貼一方減少補貼之
基礎

◼ 要求避免使用「初級產品」實施出口補貼；但若實
施時，則該國應避免在該項產品上，於全球輸出貿
易上取得超過其應有之市場佔有率

→ 1.只考量對國際貿易有潛在移轉或扭曲效果(trade

effects test)

→ 2.未禁止任何類型的補貼措施

→ 3.並未區分工業與農業補貼

→ 4. 僅強調避免對「初級產品」(包含農漁、礦物品)

使用出口補貼，但未完全禁止出口補貼

→ 5.未置喙「非初級產品」(加工製品)出口補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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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補貼規則從「效果論」(effects-based)的方法轉向

◼ 1955 Review Session of the GATT

◼ 於GATT第16條納入區分“primary” v.

“non-primary” products的出口補貼

◼ 維持避免採用「初級產品」之出口補
貼，以及「不應超過全球輸出貿易上
取得超過其應有之市場佔有率」之要
件，且補充評估元素: (1) 之前具代表
性的年度的市佔率；(2)任何影響一國
佔有率的「特別因素」

◼ 1958年開始禁止「加工產品」出口補
貼，若其降低了產品的出口價格時(相
對於國內同類產品)

◼ 1979年東京回合Subsidies Code

◼ 增加「工業補貼」規範

◼ 列出禁止的加工產品的出口補貼類型(放棄「效果
論」)

◼ 礦物從初級產品範圍移除

◼ 增加對開發中國家的S&D

◼ 強化對「農業補貼」之內涵

◼ 對於「初級產品」出口補貼仍採「效果論」加以
規範，但對「超過其應有之市場佔有率」有更多
闡釋

◼ 首次規範「國內補貼措施」，但仍採「效果
論」，僅要求各國應避免採用對正常競爭有
負面影響的國內補貼措施。

⚫ 因US-EC Wheat Flour Case、US-EC Pasta Case、US-EC Oilseeds Case等案，顯示以「效果論」
過於主觀及引發更多問題

⚫ 各國有制定農業協定、修正東京回合補貼規約的意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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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協定

出口補貼

ASCM

Amber

Blue

Green

特定性
可控訴補貼

特定性
禁止性補貼

GATT烏拉圭回合將農產品補貼與工業補貼分
開處理

平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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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ASCM對於工業補貼採「類型化」規範

WTO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ASCM )

禁止性
補貼

可控訴
補貼

不可控
訴補貼

具特定性(specific) 不具特定性

該等補貼不受
ASCM規範• 3.1(a)出口補貼

• 3.1(b)以使用國產
品為條件的補的
進口替代補貼

(已認定會扭曲貿易
，不容推翻)

補貼符合以下任一情況:

• 對其他會員產生實質損害
• 剝奪或減損會員在GATT

下的利益對會員產生嚴重
侵害(serious prejudice)

(推定會扭曲貿易，可舉證推
翻)

已於1999年底落日，
歸類於可控訴補貼。
(過去有:研發、環保
、貧瘠地區補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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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補貼與平衡措施規則之不足與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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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履行ASCM的「通知義務」不佳的問題

條次 通知性質 通知內容

第25.1、25.2條 年度通知（6月30日前） 其境內新採行或維持符合補貼定義且具有特定性之補貼措施。

第25.3、25.4、25.5條 年度通知

針對25.1-25.2所為之通知，應包含以下事項；若無法包括以下特定事項時，則

須予解釋：

1. 補貼之形式（補助金、貸款、稅捐減讓等）；

2. 每單位補貼金額，若不可行時，提出補貼之總額或年度預算金額；

3. 政策目標及／或補貼目的；

4. 補貼有效期間及／或其他附帶之期限；

5. 足以評估補貼之貿易效果之統計數據。

若對特定產品或部門授與補貼，通知應按產品或部門編製。

第25.6條 年度通知 境內並未採行或維持第25.1-25.5條的補貼時。

ASCM

第25條
通知規
定

WTO秘書處
統計各國第25

條的通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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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M「公立機構」定義不明的問題

ASCM

◼ Article 1 Definition of a Subsidy

◼ 1.1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a subsidy shall be deemed to exist if:

(a)(1) there is a financial contribution

by a government or any public body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a Member

(referred to in this Agreement as

"government") …

◼ 若各種形式的補貼，並非政府直接提供，
而是「政府控制事業」(俗稱國有企業)提供
時，是否可視為ASCM第1.1條所謂的「公
立機構」?

◼ 據OECD調查，中國多透過金融體系提供較
低利率、較長還款期限、較長寬限期等市場
條件，貸款給中國業者，且優惠融資有98%

由中籍企業享有

◼ WTO上訴機構: 除了政府股權比例、政府控
制力等因素外，須考量法律賦予國有企業的
政策任務、政策指導文件等其他證據，方可
綜合研判國有企業是否被政府被賦予政府權
能，而提供補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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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告方舉證責任是否過大的問題

◼ ASCM規定了指控方之舉證責任:

◼ 證明系爭政府透過影響力讓一公立機構作為提供補貼之人

◼ 證明系爭政府有委託一民間機構行使政府公權力提供補貼

◼ 證明系爭政府以「低於市價」提供補助因此授予利益

◼ 證明提告方所受負面影響，並非基於補貼以外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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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補貼措施引發供需失衡問題

◼中國經濟體規模，「大到」其本身補貼政策足以對全球經濟產
生影響。

◼中國對策略性重點產業的系統性支持措施，往往不顧實際市場
面向需求，例如用融資方式使殭屍企業持續運作。

◼特別在經濟不景氣時，會有「產能過剩」問題，將過剩生產溢
出到出口市場，此等影響可能與出口補貼措施的效果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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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平衡措施不足以反
制中國對產業的扶植政策

◼ 在鋼鐵、鋁製品、太陽能等產品
，中國政府均有提供大量補貼的
證據。

◼ 即便美國對中國左列產品有9成
以上課徵平衡稅(2017年90%)，
但來自中國的相關進口產品仍高
居不下。

美國進口鋼鐵比重

美國進口鋁品比重

美國進口太陽能比重

China

China

China

Source: Bown( 2018, fn. 17); Bown & Hillma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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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歐三方聯合聲明」對工業補貼規則之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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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公布美日歐三方聲明

◼自2018年5月以來，美日歐共舉行了三次貿易部長會議，議題聚焦
於第三國非市場導向政策、產業補貼及SOE、強制技術移轉、透
明化義務及WTO改革。

◼ 2020年1月14日，三國公布工業補貼規則的強化方向(以下簡稱「
三方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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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聯合聲明重點一:

新增四種禁止性補貼類型

美日歐三方聲明 修改意涵

新增四種禁止性補貼態樣：

1. 無限擔保；

2. 對沒有可靠重組計劃的破產企業提供補
貼；

3. 產能過剩產業之中，政府針對無法從獨
立商業管道取得長期融資或投資的企業；
以及

4. 政府直接豁免企業之特定債務。

⚫ 創造於現行ASCM「出口實績」與「進口替代補貼」以外的禁止性
補貼類型。

⚫ 聲明強調「不附條件」(unconditionally)，認為這四種補貼相當於
出口補貼對國際貿易嚴重影響的效果，特別是中國等國家採取措施
之規麼巨大，對競爭造成重大障礙，因而不論是否與出口或進口貨
品有任何形式之結合，都應禁止!

⚫ 可能爭議：

1. 中國經濟規模大才有影響，其他國家採行這四種措施列為禁止性
補貼的必要性?

2. 除產能過剩外，其餘3項實質上並非直接與貿易有所連結，乃涉
及會員本身之經濟體制，是否嚴重干涉各國經濟政策方向?

2. ASCM對於禁止類補貼乃屬有條件之規範，而此聲明將其列為
「無條件禁止」，與ASCM之體系有極大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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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聯合聲明重點二:

嚴重損害應包括「扭曲產能、產能過剩」

美日歐三方聲明 ASCM相關條文 修改意涵

ASCM第6.3條「嚴重損害其他
會員之利益」之補貼類型應涵
蓋可能扭曲產能的補貼措施。

美日歐主張應將扭曲產能的補
貼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一併納
入ASCM協定第6.3條嚴重損害
之情形。

第6.3條

有下列任一情況時，可能發生第5條第(c)項所
稱之嚴重損害：

(a) 補貼之效果係在替代或阻礙其他會員之同
類產品進入提供補貼會員之巿場者；

(b) 補貼之效果係替代或阻礙同類產品由第三
國巿場出口者；

(c) 補貼之效果，使受補貼之產品相較於其他
會員之同類產品在同一巿場之價格，有顯著的
削價情形，或顯著的價格抑制或跌價情形，或
在同一市場上喪失銷售機會之情形；

(d) 補貼之效果，使實施補貼之會員就受特定
補貼之初級產品或商品，相較於該會員在前三
年之平均全球巿佔率有所增加，且此項增加在
授予補貼之期間內，持續一段期間者。

⚫ 現行ASCM對嚴重損害之情形分為
4種 :對(1)進口或(2)出口同類產品
產生替代或阻礙之情形；(3) 造成
削價；以及 (4)受補貼初級產品全
球市占率有增加；(5)扭曲產能。

⚫ 因此美日歐主張應將扭曲產能之補
貼所造成之損害納入第6.3條之嚴
重損害，亦即呼應聲明本身第1、2

項之內容。



17

三方聯合聲明重點三:

對特定補貼，改由實施國證明未造成嚴重損害

美日歐三方聲明 ASCM相關條文 修改意涵

如果個別國家實施之補貼措施涉及：

1. 過度之大量補貼；

2. 補貼無競爭力的企業，以防止它們
被市場淘汰；

3. 透過補貼創造大量產能卻沒有私營
企業參與；以及

4. 補貼導致國內特定產品的中間投入
成本，相對低於同一產品作為出口
用途時。

則補貼實施國就必須證明該等補貼措施
未對貿易或產能有嚴重的負面影響，以
及所實施的補貼措施已落實有效的透明
化程序。

如果個別國家實施上述補貼措施，而又
無法充分證明沒有嚴重的負面影響，實
施國應立即撤銷該項補貼措施。

第五條 不利效果
5.1.會員不得藉使用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指之任何補貼，而對他會員造成
不利效果，即
(a) 對另一會員國內產業之損害；
(b) 剝奪或減損其他會員依 GATT1994 直接或間接享有之利益，特別是依
GATT1994 第二條得享有之關稅減讓利益；
(c) 對另一會員利益之嚴重損害。

第6.1條(已落日)

有下列情形時，應視為存有第5條第(c)款所稱之嚴重損害：
(a) 給予一產品之從價補貼逾百分之五者；
(b) 為彌補一產業之營業虧損而提供之補貼；
(c) 為彌補一事業之營業虧損而提供之補貼。但對該事業所提供，非經常性、
不會重複，且僅係為提供緩衝時間以擬訂長期解決辦法及防止發生嚴重社會
問題之單一措施者，不在此限；
(d) 債務之直接免除，即免除對政府之債務，及授予清償債務之補貼。

第6.2條
縱有前項之規定，若實施補貼之會員能證明系爭補貼並未造成第三項所列之
效果時，則不構成嚴重損害。

第6.3條
有下列任一情況時，可能發生第5條第(c)項所稱之嚴重損害：
(a) 補貼之效果係在替代或阻礙其他會員之同類產品進入提供補貼會員之巿場
者；
(b) 補貼之效果係替代或阻礙同類產品由第三國巿場出口者；
(c) 補貼之效果，使受補貼之產品相較於其他會員之同類產品在同一巿場之價
格，有顯著的削價情形，或顯著的價格抑制或跌價情形，或在同一市場上喪
失銷售機會之情形；…

⚫ 增加四種可控訴補貼類型之
例式。至少應就這四種應轉
換舉證責任，由「實施國」
證明該補貼措施未對貿易或
產能有嚴重的負面影響。

⚫ 1999年實施屆滿落日的SCM

協定第6.1條嚴重損害推定成
立；落日後，目前證明補貼
效果的責任，乃由原告方負
擔。(未落日前，補貼措施一
旦是第6.1條規定的補貼類型，
自動推定該補貼措施對原告
構成嚴重損害；但被告可依
第 6.2條，證明其未構成第
6.3條嚴重損害之效果，則可
推翻第6.1條之推定)。

⚫ 有意重建類似於協定第6.1

條至第6.3條 (第6.1條已落
日)之法律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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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聯合聲明重點四:

針對通知義務新增「誘因」機制

美日歐三方聲明 ASCM相關條文 修改意涵

第25條應就通知補貼加入
強烈的誘因機制，例如會
員所實施的補貼漏未通知
而被其他會員提出反通知
（質疑實施國未將補貼措
施通報到WTO）的措施，
此時，應禁止該會員實施
此類遭到反通知的補貼措
施，除非該會員在法定期
限內提出被要求提供之書
面資訊。

第25.1條

諸會員同意，在不影響 GATT 

1994 第16條第1項規定之情況下，
其補貼之通知應於每年六月三十
日前提出，並應符合第2項至第6

項規定。

第25.2條

諸會員應通知於其領域內被授與
或維持第1條第1項所稱，且為第2

條所指具有特定性之補貼。

⚫ 現行ASCM對於不履行通知義務的會員，其他會員或是
SCM委員會都無計可施。

⚫ 聲明意在強化ASCM的監督功能。

可能爭議:

⚫ WTO透明化改革提案，美日歐等包含我國在內的9個會
員，共同提倡以「反通知」(其他會員或秘書處)強化透
明化義務，降低行政懲罰色彩；但開發中會員已反彈。

⚫ 美日歐聲明之效果強度高於過去提案，對此，不只中國，
印度、非洲集團必定反對! (印度是目前曾被反通知的唯
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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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聯合聲明重點五:

針對不使用國內價格制定明確的判斷標準

美日歐三方聲明 ASCM相關條文 修改意涵

美日歐主張應新增在何種
情況下國內價格 (domestic

price)可以被拒絕、如何建
立適當的衡量指標，以及
使用補貼國以外會員的價
格等規定。

第14條 以接受者所受利益計算之補貼金額

就第五篇之目的而言，主管調查機關用以計算接受者依第一條第一項
所受 利益之任何方法，應於相關會員之國內法律或施行之行政規章中
規定之， 且其對每一個別案件之適用應為透明並經充分說明。此外，
該計算方法應 符合下列準則：

第14.1條

政府提供股本資本，除其投資決定可視為不符該會員境內民間投資者
之一般投資實務（包括風險資本之提供）者外，不應視之為授與 利益；

第14.2條

政府提供之貸款，除其貸款廠商為該政府貸款所付之金額與其為自 市
場所能實際取得之相當商業貸款所付之金額不同者外，不應視之 為授
與利益。如有不同，則以兩金額之差額為授與之利益；

第14.3條

政府提供之貸款擔保，除被擔保廠商為該政府擔保之貸款所付之金 額，
與於無政府擔保時為實際所能取得之相當商業貸款所付之金額 不同者
外，不應視之為授與利益。如有不同，則以經調整其費用上 之差異後
兩金額之差額，為授與之利益；

第14.4條

政府提供貨品或勞務或購買貨品，除係以低於適當之報酬提供，或 以
高於適當之報酬購買者外，不應視之為授與利益。報酬之適當性， 應
以系爭貨品或勞務在提供國或採購國之現行市場行情（包括價 格、品
質、供應情況、銷售情況、運輸及其它有關買賣之條件）認定之。

⚫ WTO對這四項準則的實務見解，容許主管機關
在經充分調查、分析及說明下，可不採用系爭
國家的資料，而採用第三國或其他適當的推定
結果：

⚫ 因為ASCM第14條「前言」(chapeau)，因
該條所採用詞為「各調查機關計算所受利
益之「任何」方法」，意謂主管機關認定
方法可有彈性，不限於第14條列出的四
項準則；但「前言」提到各種計算方式
「每一個別案件之適用應為透明並經充分
說明」(adequately explained) 」。

⚫ 因此各調查機關不採用系爭企業與系爭國資訊
來計算受補貼程度，需詳加分析與說明義務後，
方可不採用受調國數據資料。

⚫ 此聲明意在建立不使用國內價格之判斷
標準，以簡化與降低主管機關不採用受
調查國的境內資訊時之調查與說明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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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聯合聲明重點六:

檢討公立機構認定基準，明確涵蓋SOE之補貼措施

美日歐三方聲明 修改意涵

檢討「公立機構(public body)」的認定基準，
使 其 能 夠 涵 蓋 透 過 國 營 企 業 (State

Enterprises)管道提供之補貼措施：

美日歐主張，不應以「系爭機構是否被賦
予或行使政府權能」，作為認定公共機構
之判斷標準。據此，美日歐同意將繼續討
論適當的公共機構之判斷標準。

⚫ 由於WTO上訴機構過去於數個爭端案件之裁決報告中以「系爭機
構是否被賦予或行使政府權能」作為公立機構之認定標準，即調
查機關無法以提供系爭補貼為國有企業，逕自認定已構成第1.1條
「政府或公立機構之財務補助」；WTO上訴機構認為調查機關應
進一步調查與確認該國有企業「被賦予或行使政府權能」而提供
系爭補貼下，方可構成第1.1條要件。

⚫ 美歐等過去即認為WTO上訴機構解釋逾越權限增加了ASCM未規
定的要件，故不當增加會員的義務。

⚫ 本聲明目的:

✓ 直接將「國營企業」等實體納入ASCM公立機構之範圍

✓ 明文排除上訴機構前述實務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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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WTO工業規則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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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聯合聲明提議內容並非全新概念

◼ WTO杜哈回合談判正如火如荼進行時，美歐均已提出類似概念，該等問題經10多年發酵，已是須正視
的問題:

⚫ 恢復已落日之第6.1條嚴重損害補貼。

⚫ 擴大禁止性補貼範圍，當初建議應納入的類型，包括政府直接挹注資金，以減少企業或產業的營

運損失；政府放棄對企業債務求償；政府提供貸款或其他資助給信用不佳的企業；政府以不符合

正常投資原則投入企業股本；其他不符合商業條件的補助措施。

⚫ 注意到政府持股企業與公共機構也應納入規範，但當時仍以強化相關資訊揭露義務為主。

修正幅度 代表性國家 提案主張

大幅修正派 美、歐 如上。但歐盟主張應有不可控訴的環境補貼。

局部調整派 澳、加 主要以釐清現有規定的執行面規則，但有主張恢復第6.1條「視為嚴重
損害」之救濟措施、明確化禁止性補貼的救濟措施

無須修正派 印度、埃、巴西 僅主張特別及特殊待遇之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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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中全面投資協定」反映的可能共識點

◼ 2020年12月歐中宣布完成「
歐 中 全 面 投 資 協 定 」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之「原則性
協定」，因新疆人權相互制
裁導致歐盟內部推動CAI批准
程序告停。

◼ 但CAI在SOE納入的規定，為
中國首次在對外協定所接受
的相關條款，仍有其意義。

章節 章名

Preamble

Section I Objectives and general definitions

Section II Investment liberalisation

Section III Regulatory framework

(Annex to Section III Subsection II Article 8 

Transparency of Subsidies)

Section IV Invest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ction V Dispute settlement

Section VI Institutional and final provisions

Schedules of commitments

CAI協定架構

第8條
Transparency 

of Subsidies

第3之1條
Covered 

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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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之可能意涵

◼ 界定服務業補貼: 將ASCM第1.1條補貼定義、特
定性，在CAI下延伸適用至服務業之補貼措施。

◼ 提升服務業補貼透明化: 設立網站，公布有納入附
件的服務業補貼(CAI生效2年內設置)

◼ 增加工業及服務業補貼負面影響的諮商機制:對於
工業補貼(不適用農業、漁業補貼)、與服務業補貼措
施，若對締約方造成投資利益影響，可請求額外
資訊、諮商、雙方尋求最佳解決之道。

◼ 就雙方無法達成最佳解決之道一事，不可尋求
CAI爭端解決機制。

◼ 適用實體: 中央及各級政府，持50%股權；透
過所有權控制行使50%投票權；指定董事會
半數成員；透過其他所有權權益控制企業決
策。

◼ 前述實體從事商業活動，應遵守「不歧視」
及「基於商業考量」，並未提及產業補貼等
問題。

◼ 若有造成負面影響，可請求提供該實體的股
權結構、內部決策運作組織等資訊。

對工業補貼規則無新意

中國首接受「政府控制力」之概念；但
未將SOE實施產業補貼造成損害納入



25

結語

◼ 三方聯合聲明雖是川普任內的三方合作，但拜登政府並無意改變作法。

◼ 今年5月17日美歐處理鋼鋁產能過剩問題之共同聲明，即表示「問題仍是因為
第三方過剩產能造成的扭曲，對以市場為導向的歐盟與美國的鋼鐵和鋁業以
及其工人構成嚴重威脅，將追究中國大陸扭曲貿易政策的責任」。

◼ 從美中第一階段協議、歐中CAI等經驗，均未納入額外的工業補貼規則，
顯示單以美國、歐盟一己之力，均不足以干涉或改變中國國內補貼作法，
更可能因此這些國家集結聯手ASCM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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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