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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NDRC Solicits Public Comments on IPR Antitrust Guidelines 

根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我们起草了《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

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称《指南》）。《指南》起草工作按照《反垄断法》

的立法精神，从建立滥用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的指引性规则入手，提高反垄断执法

的透明度，给市场提供更为明确的合理预期，引导经营者正当行使知识产权。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20 日。有关单位和

社会各界人士可以登陆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http://www.ndrc.gov.cn）价监局

子站（http://jjs.ndrc.gov.cn/）“反垄断”栏目，点击“《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

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对《指南》提出意见建议，并将意见发

送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 

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38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邮编：100824。 

电子邮箱：wudm@ndrc.gov.cn 

附件：《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监管动态 Regulator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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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 

（征求意见稿）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序言 

反垄断与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共同的目标，即促进竞争和创新，提高经济运行效

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增进社会福祉。《反垄断法》通过维护市场竞争，推动创新，

促进技术传播和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以保护和激励创新作为直接目标，促进市场竞

争。因此,《反垄断法》不适用于经营者依照法律法规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但是，

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有可能背离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排除、限制竞争，阻碍创新。

《反垄断法》作为维护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基本法律制度，对排除、限制竞争的行

为进行规制，包括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分析和认定排除、限制竞争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在适用《反垄断法》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明确一系列

具体问题。鉴于此，为了建立滥用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的指引性规则，提高反垄断

执法的透明度，给市场提供更为明确的合理预期，引导经营者正当行使知识产权，

根据《反垄断法》，制定本指南。 

一、基本问题 

（一）执法原则 

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涉及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坚持四个方面的原

则： 

1.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进行反垄断规制，采用与其他财产性权利相同的规制标

准，遵循《反垄断法》的基本分析框架，同时考虑知识产权的特点； 

2.不因经营者拥有知识产权而直接推定其在相关市场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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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可能排除、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行使行为进行分析，根据个案需要，充分

考虑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对竞争和创新的积极影响； 

4.坚持公正透明，充分考虑经营者提出的行使知识产权正当与否的事实、证据

和理由。 

（二）相关市场界定 

界定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市场，既要遵循相关市场界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即

通常需要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同时也需要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 

知识产权既可以直接作为交易的标的，也可以被用于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以下

统称商品）。因此，在涉及知识产权的反垄断分析中，如果仅界定相关商品市场难

以全面评估相关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竞争影响，需引入对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根

据个案需要，还可以考虑知识产权行使对研发投资、创新活动的影响。 

相关技术市场是指行使知识产权所涉及的技术和具有替代关系的技术之间相

互竞争所构成的市场。判断技术的可替代性可以考虑的因素包括技术属性、用途、

许可费、知识产权时间期限及其需求者转向其他可替代性技术的可能性及成本等。

当利用不同的技术能够提供具有替代关系的商品时，这些不同的技术之间可能具有

可替代性。 

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技术市场均需界定相关地域市场。界定相

关技术市场的地域市场，需考虑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当相关交易涉及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知识产权时，还需考虑相关交易条件对相关地域市场界定的影响。 

（三）总体分析思路 

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分析和认定经营者是否违反《反垄断法》，滥用知识产权排

除、限制竞争时，需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等学科中的分析方法，就相关知识产权

行使行为可能构成的垄断行为类型进行具体分析，可以考虑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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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否排除、限制竞争，相关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否促进创新、

提高效率。 

1. 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分析 

对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进行分析，可考虑以下因素： 

（1）经营者与相关竞争者、交易相对人的市场地位； 

（2）相关市场的集中度； 

（3）相关市场进入的难易程度； 

（4）交易相对人对相关知识产权的依赖程度； 

（5）产业特点与产业发展状况； 

（6）相关市场中的技术状况，包括技术的更新、可替代技术及其市场份额等。 

在计算相关技术市场的市场份额时，根据个案，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相关知识产权的许可费收入在相关市场的许可费总收入的占比； 

（2）利用相关知识产权提供的商品在下游市场的市场份额的占比计算市场份

额； 

（3）考虑相关知识产权在所有具有可替代关系的知识产权中的数量占比。 

2. 排除、限制竞争的分析 

分析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否排除、限制竞争，可考虑以下因素： 

（1）行为对相关市场存在的竞争及潜在竞争的消除或者阻碍； 

（2）行为控制关键技术等资源，设置或者提高相关市场进入障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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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为对技术创新、推广和发展的阻碍； 

（4）行为对相关产业发展的阻碍； 

（5）行为在产量、区域、消费者等方面产生限制的时间、范围和程度。 

3．促进创新、提高效率分析 

分析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否促进创新、提高效率，需考虑以下因素： 

（1）知识产权行使行为与促进创新、提高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2）知识产权行使行为促进创新、提高效率的程度； 

（3）知识产权行使行为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或者阻碍其他经营者的

创新。 

（4）消费者能够分享促进创新、提高效率所产生的利益； 

二、可能排除、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协议 

判断经营者达成的相关知识产权协议是否排除、限制竞争，需要考虑知识产权

的特点，结合个案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知识产

权协议比不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知识产权协议，更有可能排除、限制竞争。

判断达成协议的经营者之间是否具有竞争关系，需要考虑在没有达成该协议的情况

下，经营者之间在相关市场上是否存在实际或者潜在的竞争关系，还需要考虑在达

成该协议后，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中行使知识产权或利用知识产权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之间是否构成竞争关系。 

（一）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协议 

结合《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垄断协议，具有

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下列知识产权协议，也可能排除、限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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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研发 

本指南所称联合研发，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经营者共同研发技术或者产品。 

联合研发一般能够节约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推动创新，具有促进竞争的

效果。但是，联合研发也可能排除、限制竞争，具体分析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是否限制经营者在联合研发无关的领域独立研发新技术或者新产品； 

（2）是否限制经营者在联合研发无关的领域与第三方合作研发新技术或者新

产品； 

（3）是否限定经营者在联合研发无关的领域研发的新技术或者新产品所涉知

识产权的归属和行使。 

2. 专利联营 

本指南所称专利联营，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专利权人将各自的专利共同对

外许可。专利联营包括专门成立公司、委托特定成员管理或者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管理等形式。 

专利联营一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但是，专

利联营也可能排除、限制竞争，具体分析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联营中的专利是否完全或者主要由相互具有替代关系的技术组成； 

（2）是否限制联营成员单独对外许可其在联营中的专利； 

（3）是否利用专利联营排斥替代技术，或者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 

（4）联营成员是否通过专利联营交换并非专利联营所必需的商品价格、产量、

市场划分等与竞争有关的信息； 

（5）是否限制联营成员研发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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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叉许可 

本指南所称交叉许可，是指经营者将各自拥有的知识产权相互许可使用。 

交叉许可通常可以降低知识产权许可成本，激励创新，促进知识产权实施。但

是，交叉许可也可能排除、限制竞争，具体分析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交叉许可是否为排他性许可； 

（2）交叉许可是否构成第三方进入相关市场的壁垒； 

（3）交叉许可是否阻碍了下游相关商品市场的竞争。 

4. 标准制定 

本指南所称标准制定，是指经营者共同制定在一定范围内统一实施的涉及知识

产权的标准。 

标准制定有助于实现不同产品之间的通用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保证产品

质量，促进竞争，增进社会福祉。但是，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共同参与标准制定

也可能排除、限制竞争，具体分析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是否排除其他特定经营者； 

（2）是否排斥特定经营者的相关方案； 

（3）是否约定不实施其他竞争性标准； 

（4）对行使标准中所包含的知识产权是否有必要、合理的约束机制。 

分析不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联合研发、专利联营、交叉许可及标准制

定等知识产权协议是否排除、限制竞争，同样可以考虑上述相应的分析因素，但是

需要充分考虑达成上述知识产权协议的经营者不具有竞争关系这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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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协议 

结合《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垄断协议，不具有

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下列知识产权协议，也可能排除、限制竞争。 

1. 价格限制 

许可人固定被许可人向第三人销售利用其知识产权提供的商品的价格，或者限

定其最低销售价格，适用《反垄断法》关于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规

定。 

2. 独占性回授 

本指南所称回授，是指被许可人就被许可的知识产权所作的后续改进，或者通

过使用被许可的知识产权所获得的新成果授权给许可人。独占性回授，是指仅许可

人有权实施被许可人回授的改进或者新成果。 

回授通常可以降低许可人的许可风险，推动对新成果的投资和运用，促进创新

与竞争。但是，独占性回授可能使许可人获得对改进或者新成果的控制，降低被许

可人的创新动力，可能排除、限制竞争，具体分析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许可人是否就该独占性回授提供实质性对价； 

（2）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在交叉许可中是否相互要求独占性回授； 

（3）独占性回授是否导致相关知识产权的改进或者新成果向单一经营者集中，

进而使其获得或者加强对相关市场的控制； 

（4）独占性回授是否损害被许可人进行后续改进的积极性。 

如果许可人要求被许可人将上述的后续改进或者新成果转让给许可人，或者独

占许可、转让给其指定的第三人，分析该行为是否排除、限制竞争，同样考虑上述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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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质疑条款 

本指南所称不质疑条款，是指许可人要求被许可人不得对其知识产权的有效性

提出异议。 

不质疑条款一般可以避免滥诉，提高交易效率。但是，不质疑条款限制了被许

可人质疑知识产权有效性的权利，可能排除、限制竞争，具体分析时可以考虑以下

因素： 

（1）许可人是否要求所有的被许可人不质疑其知识产权的有效性； 

（2）不质疑条款涉及的知识产权是否为有偿许可或者可能构成下游市场的进

入障碍； 

（3）不质疑条款涉及的知识产权是否阻碍其他竞争性知识产权的实施； 

（4）许可人是否通过提供错误或者误导性信息取得知识产权； 

（5）许可人是否通过不正当手段使被许可人接受不质疑条款。 

4. 其他限制条款 

不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可能包括下列限制条款： 

（1）限制被许可人在特定领域内使用知识产权； 

（2）限制被许可人利用知识产权提供的商品的销售渠道、销售范围或者交易

对象； 

（3）限制被许可人利用知识产权生产或者销售的商品的数量； 

（4）禁止被许可人从第三方获得许可、使用其竞争性知识产权，或者禁止被

许可人生产、销售与许可人商品相竞争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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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条款一般具有商业合理性，会提高效率，促进知识产权实施。但是，

在特定情况下，上述限制条款可能排除、限制竞争，具体分析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限制的内容、程度及实施方式； 

（2）利用知识产权提供的商品的特点； 

（3）持有竞争性知识产权的其他经营者是否实施相同或者相似的限制； 

（4）是否促进许可人知识产权的实施和发展； 

（5）是否阻碍其他知识产权的实施和发展。 

分析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在知识产权协议中达成的独占性回授、不质疑条款

及其他限制条款是否排除、限制竞争，同样可考虑上述相应的分析因素，但是需要

充分考虑达成上述知识产权协议的经营者具有竞争关系这一重要因素。如果上述协

议实质上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垄断协议，

则适用《反垄断法》关于上述垄断协议的规定。 

（三）协议的豁免 

在考虑相关知识产权协议是否可以依据《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获得豁免

时，应重点考虑该协议在促进创新、提高效率等方面的积极效果。市场份额较小的

经营者达成的相关知识产权协议通常不会严重排除、限制竞争，为了提高反垄断执

法效率，给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预期，达成相关知识产权协议的经营者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的，推定该知识产权协议依据《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获得豁免： 

1.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不超过 15%； 

2.不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在协议涉及的任一相关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均不超

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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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达成的相关知识产权协议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明确列

举的垄断协议，以及本指南列举的价格限制，不适用上述推定。 

如果相关知识产权协议虽然符合上述豁免推定情形，但有证据证明其实际上并

不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则不能获得豁免。 

三、涉及知识产权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分析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需首先界定相关

市场并认定该经营者是否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再根据个案具体分析其行

使知识产权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一）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经营者拥有知识产权，并不意味着其必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拥有知识产

权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上是否具有支配地位，应依据《反垄断法》规定的认定或推

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因素和情形进行分析，结合知识产权的特点，还可具体考虑以下

因素： 

1.交易相对人转向替代知识产权的可能性及转换成本； 

2.下游市场对利用相关知识产权所提供的商品的依赖程度； 

3.交易相对人对经营者的制衡能力。 

认定标准必要专利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可继续考虑以下因素： 

1.相关标准的市场价值与应用程度； 

2.是否存在替代标准； 

3.行业对相关标准的依赖程度及使用替代标准的转换成本； 

4.不同代际相关标准的演进情况与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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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纳入标准的相关技术被替换的可能性。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对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

地位的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是否构成滥用行为，需要考虑知识产权的特点和对竞争

的影响，结合个案进行具体分析。 

1. 以不公平的高价许可知识产权 

经营者有权就其知识产权获得合理的激励性回报，以收回研发投入，继续创新。

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收取许可费的行为，通常不会受到《反垄断法》

的规制。但是，如果经营者滥用其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许可知识

产权，会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 

分析和认定经营者是否以不公平的高价许可知识产权，可考虑以下因素： 

（1）经营者主张的许可费是否与其知识产权价值明显不符； 

（2）相关知识产权所负担的许可承诺； 

（3）相关知识产权许可历史或者可比照的许可费标准； 

（4）经营者是否超出知识产权的地域范围或者覆盖的产品范围收取许可费； 

（5）经营者进行一揽子许可时是否就过期或者无效的知识产权收取许可费； 

（6）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是否包含其他导致不公平高价的许可条件； 

（7）经营者是否采取不正当手段使被许可人接受其提出的许可费。 

分析和认定经营者是否以不公平的高价许可标准必要专利，还可考虑符合相关

标准的产品所承担的整体许可费情况及其对相关产业正常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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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拒绝许可 

拒绝许可是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情况下，经营者不承担

与竞争对手或者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义务。但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无

正当理由拒绝许可，可能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公共利

益。 

分析拒绝许可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相关知识产权所负担的许可承诺； 

（2）相关知识产权是否为进入相关市场所必需，以及是否存在可合理获得的

替代知识产权； 

（3）许可相关知识产权对经营者进行创新的影响及程度； 

（4）被拒绝方是否缺乏支付合理许可费的意愿和能力； 

（5）被拒绝方是否缺乏必要的质量、技术保障，以确保知识产权的正当使用

或者产品的安全和性能； 

（6）被拒绝方使用知识产权是否会对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产

生不利影响。 

3. 搭售 

本指南所称搭售，是指经营者许可、转让知识产权时，要求交易相对人接受其

他知识产权的许可、转让，或者接受其他商品。 

搭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商品功能的完善。但是，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进行搭售，可能排除、限制竞争。 

分析搭售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可考虑以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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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违背交易相对人意愿； 

（2）是否符合交易惯例或者消费习惯； 

（3）是否无视相关知识产权或者商品的性质差异及相互关系； 

（4）是否为实现技术兼容、产品安全、产品性能等所必不可少的措施； 

（5）是否排除、限制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机会。 

4. 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交易中附加下列限制条件，可

能排除、限制竞争： 

1.要求交易相对人将其改进的技术进行独占性回授； 

2.禁止交易相对人对其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或者针对其提起知识产权

侵权诉讼； 

3.限制交易相对人利用竞争性的技术或者商品； 

4.对过期或者无效的知识产权主张权利； 

5.禁止交易相对人与第三方进行交易，或者对交易相对人与第三方的交易行为

在对象选择、交易地域等交易条件方面进行限制。 

5. 差别待遇 

经营者有权对不同的被许可人实施不同的许可条件。但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实质相同的被许可人实施不同的许可条件，可能

排除、限制竞争。 

判断差别待遇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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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许可人的条件是否实质相同，可以考虑被许可的知识产权范围、不同

的被许可人利用相关知识产权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是否存在替代关系； 

（2）许可条件是否实质不同，除分析许可协议本身的条款外，还需综合考虑

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达成的其他商业安排对许可条件的实质影响； 

（3）是否对被许可人参与相关市场竞争产生显著不利影响。 

6. 禁令救济 

本指南所称禁令救济，是指专利权人请求司法机构或者准司法机构颁发限制使

用相关专利的命令。 

禁令救济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依法享有的维护其合法权利的救济手段。但是，

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利用禁令救济申请迫使被许可人接受其提

出的不公平的高价许可费或其他不合理的许可条件，可能排除、限制竞争。 

分析和认定标准必要专利经营者申请禁令救济是否排除、限制竞争，可考虑以

下因素： 

（1）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及其体现出的真实意愿； 

（2）相关标准必要专利所负担的有关禁令救济的承诺； 

（3）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所提出的许可条件； 

（4）申请禁令救济对许可谈判、相关市场及下游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的影

响。 

四、涉及知识产权的经营者集中 

（略） 

来源: 国家发改委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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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目录 

八家滚装货物国际海运企业串通投标行为被处罚款 4.07 亿元 

Eight Ocean Shipping Companies Fined CNY 407 Million for 

Collusive Tendering by NDRC 

根据相关企业提供的线索，历经一年多的调查，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对日本邮

船株式会社、川崎汽船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商船三井、威克滚装船务有限公司、华

轮威尔森物流有限公司、智利南美轮船有限公司、日本东车轮船有限公司、智利航

运滚装船务有限公司等 8 家滚装货物国际海运企业达成并实施价格垄断协议（串通

投标）的行为依法做出处罚，分别处以 2014 年度与中国市场相关的滚装货物国际

海运服务销售额之 4%至 9%不等的罚款，合计罚款 4.07 亿元。 

调查证据显示，8 家滚装货物国际海运企业在往返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滚装货物（包括汽车、卡车以及工程机械等）海运服务市场上，存在互不侵犯既有

业务以维持或抬高运费水平的共识，并针对滚装货物制造商发出的进出口中国的海

运业务招标、询价等事项，通过电话、会议、聚餐、电子邮件、专程拜访等方式频

繁进行双边或多边沟通，交换敏感信息、进行价格协商、商讨投标意向、分配客户

及航线，多次达成报高价或不报价的协议并予以实施，协助具有竞争关系的海运企

业获得了海运订单。相关海运企业规避反垄断监管的意图明显，采取了多种不正当

手段。相关海运企业价格垄断行为持续时间长，从 2008 年中国《反垄断法》施行

算起，存续时长不少于四年。相关海运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影响面广，涵盖滚装货物

进出口中国海运市场的北美-中国、欧洲-中国、中国-南美、中国-欧洲、中国近海

等主要航线，涉及多个汽车品牌和工程机械品牌。 

8 家滚装货物国际海运企业达成并实施价格垄断协议（串通投标）的行为排除、

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抬高了滚装货物国际海运费率，损害了中国相关滚装货物进

出口商和终端消费者的利益，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关于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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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达成并实施固定价格、分割市场等垄断协议的规定。案情查明后，国家发展改

革委先后两次向 8 家海运企业通报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并听取反馈意见，给被查企

业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8 家海运企业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性质、危害并深表歉

意，愿意承担中国《反垄断法》项下的相应法律责任，同时提出了相关整改措施：

一是加强反垄断合规制度建设，如设置首席竞争合规官并建立审查机制等；二是加

强反垄断合规培训教育，如向全体员工印发反垄断合规手册等；三是加强反垄断合

规技术建设，如开发软件系统筛查内部敏感邮件等。 

根据价格垄断协议行为的违法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国家发展改革委

依法对 8 家海运企业分别处以各自 2014 年度与中国市场相关的滚装货物国际海运

服务销售额不同比例的罚款：一、对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持续时间长、涉及品牌多、

涉案事件多，情节严重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川崎汽船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商船三

井，考虑到这 3 家海运企业主动报告了汽车等滚装货物国际海运市场达成垄断协议

的有关情况并提供了重要证据，符合中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宽大情节，

因而对第一家适用宽大制度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免除处罚，对第二家适用宽大制度

的川崎汽船株式会社处以 4%的罚款，计 2398.09 万元，对第三家适用宽大制度的

株式会社商船三井处以 7%的罚款，计 3812.11 万元；二、对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

的持续时间长、涉及品牌多、涉案事件多，情节严重但提供了反垄断执法机构未掌

握的有关违法事实和证据的威克滚装船务有限公司、华轮威尔森物流有限公司，综

合考虑分别处以 9%和 8%的罚款，分别计 2.84 亿元和 4506.13 万元；三、对达成并

实施垄断协议持续时间长但涉及品牌、事件和航线数量较少的智利南美轮船有限公

司、日本东车轮船有限公司、智利航运滚装船务有限公司（还具有在垄断协议中仅

起到协助配合作用的情节）分别处以 6%、5%和 4%的罚款，分别计 307.67 万元、

1126.86 万元和 119.84 万元。 

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1 号 

当事人：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地  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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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本机关于 2014 年 8 月起对当

事人涉嫌垄断的行为进行了调查，现查明当事人与具有竞争关系的滚装货物海运企

业达成并实施了垄断协议。本机关的调查情况和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和证据 

当事人近年来一直从事往返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滚装货物国际海

运服务。滚装货物包括汽车、机械等非集装箱装运并且可以在轮船上通过滚上、滚

下的方式装卸的货物。至少在 2008 年至 2012 年 9 月期间，针对滚装货物制造商发

出的与中国进出口海运相关的市场调研、询价、招标等事项，当事人频繁与具有竞

争关系的滚装货物海运企业通过电话、会议、聚餐、专程访问等方式进行双边或多

边沟通，交换敏感信息、进行价格协商、分配客户及航线，多次就特定滚装货物制

造商涉及中国航线海运业务的报价达成协议并予以了实施。 

当事人与竞争对手在业务承揽过程中约定互不侵犯各自既有的运输业务，一方

面针对当事人已经承运的特定航线上特定制造商的业务，要求竞争对手给予尊重，

以不报价或者报高价的方式，协助当事人获得订单，维持甚至提高运费水平；另一

方面针对竞争对手已经承运的特定航线上特定制造商的业务，当事人给予尊重，以

不报价或者报高价的方式，协助竞争对手获得订单，维持甚至提高运费水平。 

经查，当事人至少从事了下列行为： 

欧洲至中国航线：2009 年 9 月，（略）发出市场调研，当事人通过电话分别联

系川崎汽船株式会社以下称“川崎汽船”)、株式会社商船三井(以下称“商船三井”)和

威克滚装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称“威克船务”），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2010 年

4 月，（略）发出招标，当事人通过电话、会面等方式与川崎汽船、商船三井、威

克船务进行讨论，交换投标意向，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2011 年 7 月，（略）

发出招标，当事人与川崎汽船、商船三井进行电话讨论，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

施。2012 年 3 月，（略）发出招标，当事人与川崎汽船进行电话沟通，讨论报价水

平，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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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略）发出询价，当事人与威克船务通过电话、会面等方式多次

联系，反复讨论，约定当事人以高于威克船务目标运费的水平进行报价，并予以了

实施。2011 年 11 月，（略）发出招标。在正式招标前后，当事人与威克船务通过

电话、互访、面谈等方式多次沟通，反复讨论，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协助

威克船务最终获得订单并实现了涨价。 

2010 年 8 月，（略）针对新增运量发出询价。当事人与川崎汽船通过电话、会

面等方式讨论、约定提高报价，并予以了实施。当事人同时通过电话、面谈等方式

与威克船务进行讨论，约定威克船务对此次询价报出高价以协助当事人涨价；作为

回报，当事人承诺将协助威克船务获得该航线上（略）汽车的承运业务。2011 年 7

月，（略）发出招标。当事人通过电话、会面等方式与川崎汽船多次进行讨论，相

互确认涨价意向、约定报价水平，同时与商船三井反复商讨，分配意图中标航线，

约定报价水平，并予以了实施。当事人还通过会面等方式与威克船务进行协商，约

定威克船务以报高价的方式协助当事人获得订单；作为回报，当事人将协助威克船

务获得该航线上（略）汽车的承运业务。当事人按照约定予以了实施。 

2009 年 8 月，（略）发出招标。当事人与威克船务进行面谈，交换投标意向和

价格信息。2010 年 1 月，（略）针对部分车型的运输需求发出信息征询，并于 5 月

针对其他车型发出招标。当事人与威克船务通过电话多次沟通，讨论报价水平，达

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2011 年 7 月，（略）发出询价。当事人与威克船务通过

电话进行沟通，约定报价水平，达成报价协议，以协助威克船务获得订单并予以了

实施。2012 年 1 月，（略）发出招标，当事人与威克船务电话沟通，约定提高报价，

并予以了实施。2012 年 2 月，为了解开设新出发港口的可行性，（略）发出信息征

询。当事人通过电话分别与川崎汽船、商船三井进行沟通，讨论报价水平，约定报

出高价以阻止（略）开设这一新出发港口，并予以了实施，最终（略）放弃调整。 

北美至中国航线：2009 年 9 月，（略）发出询价。当事人与川崎汽船进行电话

沟通，讨论配合条件，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2010 年 5 月，（略）发出招标，

当事人与川崎汽船进行电话沟通，约定当事人在川崎汽船提供的运费水平之上进行

报价，并予以了实施。2012 年，（略）发出招标。当事人与川崎汽船通过电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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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等方式进行沟通，约定当事人按照川崎汽船提供的运费水平进行报价，并予以了

实施。2012 年 2 月，（略）发出招标。当事人与华轮威尔森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称

“华轮威尔森”）通过电话、会面等方式讨论报价水平，约定当事人以报高价的方式

协助华轮威尔森维持运费水平，并予以了实施。2012 年 2 月，（略）发出信息征询。

当事人分别与商船三井、华轮威尔森通过电话、会面等方式进行沟通，交换投标意

向，达成报价协议。同年 5 月，在信息征询的基础上，（略）发出招标。当事人与

华轮威尔森通过电话、会面等方式进行协商，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 

中国近海航线：2010 年 5 月，（略）发出询价，希望降低运费。当事人与华轮

威尔森进行会面，讨论如何应对（略）的降价要求，达成了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

2011 年 1 月，（略）发出询价。当事人通过电话、会面等方式与华轮威尔森多次沟

通，讨论涨价水平和策略，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2012 年 3 至 4 月，当事

人又与华轮威尔森开展形式相同的讨论，频繁交换价格等敏感信息，讨论报价水平，

排挤拟进入市场的新竞争者，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最终，当事人和华轮威

尔森均成功获得订单，竞争对手退出竞争。 

2011 年 4 月，（略）发出询价。当事人与华轮威尔森通过电话进行沟通，华轮

威尔森要求当事人拒绝报价，当事人同意并予以了实施。 

中国至欧洲航线：2010 年 5 月，（略）发出招标。当事人与川崎汽船、商船三

井通过电话、会面等方式多次沟通，讨论报价水平，达成协议，约定川崎汽船和商

船三井以报高价的方式对当事人在该航线上的海运业务予以尊重，同时当事人也分

别尊重川崎汽船和商船三井在该航线上的海运业务。当事人按照约定予以了实施。

2011 年，（略）发出询价。当事人通过邮件与华轮威尔森联系，交换了报价信息。

2011 年 11 月，（略）发出报价要约。当事人与华轮威尔森讨论报价水平，达成报

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 

在该航线上，当事人与威克船务一直保持密切沟通，频繁交换价格等敏感信息。

2011 年，当事人与威克船务多次开会讨论对（略）汽车在该航线上的海运业务进

行提价，于同年 10 月达成了提高运输费率的协议，并于 2012 年 2 月新一期合同更

新时予以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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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至北美航线：2010 年 8 月，（略）发出询价。当事人与华轮威尔森及其关

联企业沟通，约定以不报价的方式协助华轮威尔森获得订单，当事人与华轮威尔森

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 

中国至南美航线： 2007 年 11 月 7 日，当事人与缔结联营协议的川崎汽船、智

利南美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称“南美轮船”）、智利航运滚装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称“智

利航运”）召开经理级别会议，讨论并约定该航线上中国出口汽车的海运费率最低

指导价为 85 美元每立方米，并确定这一费率是提供给经联营协议全体成员批准的

特定客户的特殊优惠费率，未经全体成员商讨同意的客户的运输费率应当高于 85

美元每立方米。2008 年 1 月 25 日至 28 日，当事人与联营协议的其他成员通过邮

件进行讨论，再次强调 85 美元每立方米的费率仅适用于部分客户，约定其余中国

出口的乘用车和 SUV 汽车的运输费率应当高于 85 美元每立方米，卡车、机械和公

共汽车的运费应当在 115-120 美元每立方米之间。该最低指导价格既适用于成员共

同承运的业务，也适用于成员各自承运的业务。当事人与联营协议的其他成员在一

系列询价、招标和承运业务过程中，通过电话、邮件、会议、定期报告等方式频繁

交换报价信息，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 

2008 年 8 月，（略）发出招标。当事人与川崎汽船、南美轮船、智利航运多次

召开电话会议或通过邮件讨论，商定其他三家企业报价略微不同但都高于川崎汽

船，以协助川崎汽船中标，当事人予以了实施。2010 年 5 月，（略）针对一个短期

合同发出询价。当事人与川崎汽船、南美轮船、智利航运通过电话、邮件、会议讨

论商定由南美轮船中标，其他三家企业则报出高价。2010 年 6 月，（略）针对一个

长期合同发出询价。当事人与川崎汽船、南美轮船、智利航运又进行了形式相同的

讨论，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2012 年 6 月，（略）再次发出询价。当事人与

川崎汽船、南美轮船、智利航运讨论报价水平，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2008

年 8 月，（略）发出招标。当事人与川崎汽船、南美轮船、智利航运通过会议、邮

件等方式多次沟通，约定其他三家企业报高价以协助川崎汽船中标，达成报价协议

并予以了实施。2011 年 7 月，（略）发出询价。当事人与威克船务、南美轮船通过

邮件、电话等方式交换了报价水平，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2011 年全年，

当事人与威克船务多次开会讨论关于（略）汽车在该航线上的运费涨价事宜，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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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识，威克船务于 2012 年 2 月新一期合同更新时按照约定提高了报价。 

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财务数据，经本机关核定，确认当事人 2014 年度与中国市

场相关的滚装货物国际海运服务销售额为人民币（略）元（汇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 2014 年度平均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 

以上事实，有本机关在调查过程中获取的电子邮件、会议记录、出差报销凭据、

财务数据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等为证。 

二、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与具有竞争关系的滚装货物海运企业约定互不侵犯各自既

有的运输业务，在此基础上交换敏感信息、进行价格协商、分配客户及航线，就特

定滚装货物海运业务达成报价协议并予以了实施。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的规定，构成了与具有竞争关系的

经营者达成并实施“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分割销售市场”垄断协议的行为，排

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损害了中国相关滚装货物进出口商和消费者的利益。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且当事人在部

分违法事件中起主导作用，违法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

十六条第一款及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处以 2014 年度与中国市

场相关的滚装货物国际海运服务销售额 10％的罚款。但鉴于当事人第一个主动向

本机关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且停止了违法行为，在调查

过程中全面持续配合、进行整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

二款和《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免

予行政处罚。 

三、相关事项 

当事人如对本机关免予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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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15 年 12 月 15 日 

来源: 国家发改委官网 

回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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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监局与上海市张江高新区管委会签署竞争政策与反垄断合

作框架协议 

NDRC Price Bureau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hanghai Zhangjiang High-tech District Sign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of Competition Policy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12 月 22 日下午，价监局与上海市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在委内签署竞争政策与反

垄断合作框架协议。张汉东局长和上海市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曹振全出席

签字仪式并讲话。 

张汉东局长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大力实施竞争政策，对释放市场活力，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次与张江高新区管委

会开展合作的目的，就是共同探索实施竞争政策的有效路径和方式，充分发挥竞争

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下一步，双方要在竞争政策战略研究和反垄断培训方面

开展实质性合作，不断增强对竞争政策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反垄断执法的能力和水

平。 

曹振全副主任表示，张江高新区管委会致力于为所有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创新

创业环境。大力实施竞争政策，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管委会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大力支持国

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有关工作，为推动实施竞争政策发挥积极作用。 

李青副局长以及反垄断调查二处、竞争政策处有关同志参加仪式。 

来源：国家发改委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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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目录 

甘肃省发改委调查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滥用行政权力 

Gansu DRC Investigates the Provincial Transport Bureau for 

Abusing its Adminstrative Power 

 

据兰州晚报报道(记者 王星明) 根据投诉举报，甘肃省发改委对省交通厅所属

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及部分市运管局(处)在建设和运营道路运输车辆动态信息公共

监控平台、安装车载终端过程中，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案件进行

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12 月 2 日，甘肃省发改委在其官方网站公开了致甘肃省

交通厅的函，称，根据《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经报国家发改委备案审核同意，建

议省交通厅责令省运管局改正相关行为，并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前将有关整改情

况函告甘肃省发改委。 

滥用权力约定车载终端限价水平 

在 2013 年 11 月得到甘肃省工信委相关批复后，2014 年 6 月 11 日，甘肃省运

管局与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签订了《北斗物流云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合作备忘

录》，委托中寰公司“投资建设省级北斗卫星导航定位中心及市(州)分中心，负责 7

万台物流车辆北斗兼容车载终端及物流显控终端的安装”，合作期限暂定 3 年，并

约定“北斗兼容车载终端及物流显控终端价格不超过 2600 元/套(包括设备、软件、

安装等全部费用)”的限价水平。 

之后，甘肃省运管局多次发文，要求“安装全省 7 万台重型载货汽车北斗兼容

终端及北斗物流显控终端”；规定“项目实施的资金全部由中寰公司承担”；要求各

市(州)运管部门尽快联系中国航天科技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确定项目建设

场地，加快全省货运公共服务平台、市州分平台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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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白银、武威、平凉等市运管部门与甘肃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签订

了备忘录，约定由甘肃中寰公司投资建设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分中心，负责市辖区内

总质量 12 吨及以上物流车辆北斗兼容车载终端及物流显控终端的安装，并发文做

了规定。截止调查时，白银市已由甘肃中寰公司安装完成 10320 辆；武威市已由甘

肃中寰公司安装完成车载终端车辆 4441 辆；平凉市已安装完成车载终端车辆 1333

辆。目前按此模式运行的还有酒泉、金昌、定西等市。由于在备忘录中约定了车载

终端的限价水平，致使销售商将此价格作为“甘肃省运管局制定的指导价格”在全省

统一执行。 

尽管 2015 年 5 月 28 日，省运管局下发通知》，备案公告了 14 家卫星定位系统

运营服务商，但未废止此前所发文中的违法规定，也未纠正一些市指定安装车载终

端厂家和产品的违法行为。 

多项做法违反《反垄断法》，建议放开终端设备进入甘肃市场限制 

省发改委调查认为，省运管局等单位的上述做法违反了《反垄断法》，这些做

法限制了道路运输企业或车主在监控平台和车载卫星定位终端购买时拥有自主选

择权；排除和限制了监控平台和车载终端市场的竞争，并导致相关费用水平过高。

比如：备忘录中约定的“北斗兼容车载终端及物流显控终端”价格 2600 元/套成为车

载终端销售的唯一垄断性价格，较我省兰州市多家公司销售的卫星定位车载终端最

低价格高出近一倍。 

为恢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有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省发改委建议省运

管局依照国家相关规定，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建设和维护道路运输车辆动态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放开重型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的监控平台建设，并允许道

路运输经营者自主选择接入通过交通运输部技术规范性审查的监控平台或公共服

务平台；放开终端设备进入我省市场的限制，允许道路运输经营者自主选择购买安

装通过交通运输部技术规范性审查的终端设备；对于安装质量合格的终端设备，允

许其接入相关监控平台；取消约定的北斗兼容车载终端及物流显控终端限定价格。 

 来源：甘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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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执法公告：重庆青阳药业有限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拒绝交易案 

The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nouncement of SAIC: 

Chongqing Qingyang Pharma Abused its Market Dominance 

by Refusing to Deal 

 

竞争执法公告 

2015 年第 12 号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12 月对重庆

青阳药业有限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对涉案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予公告。 

处罚决定书链接：重庆青阳药业有限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案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 

附件：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渝工商经处 字〔2015〕 15 号 

                                

当事人：重庆青阳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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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寸滩水口兴药村 426 号 4-2 号 

法定代表人：杨立新 

注册资本：6220 万人民币整 

成立日期：2002 年 05 月 21 日 

注册号：500105000027516 

经营范围：生产片剂（含激素类）、胶囊剂、颗粒剂、软膏剂、溶液剂（外用）、

原料药（度米芬、磷酸哌嗪、枸橼酸哌嗪、别嘌醇、茶碱、氨茶碱、氨丁三醇、齐

墩果酸、硝苯地平、盐酸雷尼替丁、吡哌酸、阿普唑仑、阿昔洛韦、双嘧达莫、吡

拉西坦、法莫替丁、联苯苄唑、依诺沙星、盐酸左旋咪唑、西咪替丁、氯化钙）、

精神药品（阿普唑仑原料药、阿普唑仑片）、药用辅料（羧甲淀粉钠）（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一般经营项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的，未

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重庆青阳药业有限公司到我局咨询，称其在 2013 年 9 月与湖南湘百合医药公

司（以下简称湘百合公司）签订《别嘌醇原料经销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后，

客户反映其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的

相关规定。为避免更大的法律责任，当事人向我局提供了《协议》原件和别嘌醇原

料药、制剂的相关生产情况，请求我局对其经营活动是否违法进行确认。对此，我

局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以

下简称《程序规定》）对当事人反映的问题开展核查，走访了有关部门和机构，对

当事人和相关企业进行初步调查。经核查，我局认为当事人涉嫌滥用在别嘌醇原料

药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实施拒绝交易行为。2014 年 11 月，我局按照《程序规定》将

核查情况报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并申请授权我局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立案调

查。2014 年 12 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我局对当事人启动反垄断调查。本

局依法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向当事人送达了《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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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书》，依法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或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

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一、相关市场的认定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主体是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因此，界

定相关市场通常是查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重要步骤和起点。 

《反垄断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

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指南》第三条规定：“在反垄断执法实践

中，通常需要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相关商品市场是根据商品的特性、

用途及价格等因素，由需求者认为具有较为紧密替代关系的一组或一类商品所构成

的市场。相关地域市场是指需求者获取具有较为紧密替代关系的商品的地理区域。”

第四条规定：“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相关市场范围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商品（地域）

的可替代程度。在市场竞争中对经营者行为构成直接和有效竞争约束的，是市场存

在需求者认为具有较强替代关系的商品或能够提供这些商品的地域。因此界定相关

市场主要从需求者角度进行需求替代分析。”本案涉嫌的违法行为是当事人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拒绝向市场提供其生产的别嘌醇原料药。我局依照《反垄断法》和《国

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的规定，围绕别嘌醇原料药对相关市

场进行考量。 

（一）本案相关商品市场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质量直接关系人们的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药品，是指用

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

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辅料，

是指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时所用的赋形剂和附加剂。”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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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在我国境内从事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

的单位或个人，必须遵守《药品管理法》的规定。 

原料药的概念主要是相对于制剂来说，是指用于生产各类制剂的原料药物，是

制剂中的有效成份，由化学合成、植物提取或者生物技术所制备的各种用来作为药

用的粉末、结晶、浸膏等，旨在用于药品制造中的任何一种物质或物质的混合物。

此种物质在疾病的诊断、治疗、症状缓解，处理或疾病的预防中有药理活性或其它

直接作用，或者能影响机体的功能或结构。化学原料药只有加工成为制剂，才能成

为可供临床应用的药品。 

化学药品制剂是为适应治疗或预防的需要，按照一定的剂型要求所制成的，可

以最终提供给用药对象使用的药品。 

相对于制剂而言，化学原料药的生产往往包含复杂的化学变化或生物变化。化

学原料药的生产是基于化学单元反应，以及单元化工操作进行的。因化学原料药的

生产涉及高压、高温、剧毒、易燃易爆、腐蚀等安全问题，国家对化学原料药的生

产采用非常严格的认证制度进行监管。而制剂的生产过程很少有化学结构的变化，

相对原料药生产较安全。使用化学原料药生产其制剂主要涉及药剂学相关知识，其

解决的是处方设计、生产工艺、合理应用以及药物制剂剂型和药物的吸收、分布、

代谢及排泄关系的问题。 

别嘌醇是治疗高尿酸血症的常见药。高尿酸血症又称痛风，是嘌呤代谢紊乱所

致的疾病，其临床特点为高尿酸血症及由此而引起的痛风性急性关节炎反复发作、

痛风石沉积、痛风石性慢性关节炎和关节畸形，常影响肾脏，引起慢性间质性肾炎

和尿酸肾结石形成。高尿酸血症近几年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已成为一种常见疾病，

这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食用过多含有嘌呤的各种高营养

食物，使嘌呤的代谢物尿酸增高，并长期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不能完全排出体外，

导致高尿酸血症发生。临床上，治疗高尿酸血症主要从三个环节入手，一是阻止尿

酸在血液中的形成；二是促进尿酸排泄；三是在痛风病急性发作期止痛。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治疗高尿酸血症的制剂较少，除别嘌醇外，还有苯溴马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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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仙碱和非布司他等。这几种药在药理作用方面不完全相同，对治疗高尿酸血症

起着不同的治疗作用。 

别嘌醇（分子式：C5H4N4O）是一种酶抑制剂，主要用于治疗痛风和防止痛

风性肾病、继发性高尿酸血症以及重症癫痫的辅助治疗，其作用原理是通过抑制黄

嘌呤氧化酶的活性，使尿酸生成减少，血、尿的尿酸含量降低到溶解度以下水平，

从而防止尿酸结石的沉积，有助于痛风结节及尿酸结晶的重新溶解。苯溴马隆是苯

骈呋喃衍生物，为促尿酸排泄药，作用机制主要通过抑制肾小管对尿酸的重吸收，

从而降低血中尿酸浓度。临床上，患者不在痛风急性发作期服用，因为在开始治疗

阶段，随着组织中尿酸溶出，有可能加重病症。秋水仙碱是治疗急性痛风的常用药，

有控制炎症、止痛的作用，在痛风急性发作的 24 小时内服用比较理想。因此，具

有不同功效及不同药理作用的药品之间替代性较弱。 

非布司他与别嘌醇的药理作用较为类似，也属于酶抑制剂，抑制尿酸生成。但

别嘌醇价格低廉，患者每月服用花费 25 元左右，且被列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

目录中的甲类药品；非布司他价格昂贵，患者每月服用花费在 400-500 元，且属于

自费药品。根据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患者在住院时使用甲类药品采用全额药价

按比例报销原则报销，使用自费药品将不享受任何报销，完全由患者全额支付。因

此，非布司他与别嘌醇的替代性也较弱。 

综上所述，在抗痛风药物中，能阻止尿酸生成、价格便宜且被列为国家基本医

疗保险药品目录中甲类药品的就只有别嘌醇。 

案中的别嘌醇原料药（分子式： C5H4N4O）是生产别嘌醇制剂的基础成分和

核心原料，其制剂剂型包括别嘌醇片、别嘌醇缓释片、别嘌醇缓释胶囊等。从需求

替代方面看，别嘌醇原料药具有不可替代性，只有使用别嘌醇原料药才能生产出别

嘌醇制剂。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无论别嘌醇原料药价格如何变化，都无法选择其它

商品进行别嘌醇制剂的生产。经查，从 2012 年 7 月起，当事人是全国唯一生产、

销售别嘌醇原料药的生产企业。2014 年与 2013 年相比，全国别嘌醇原料药平均价

格上涨 1.23 倍，需求量增长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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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案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别嘌醇原料药市场。 

（二）本案相关地域市场 

依据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别嘌醇原料药生产资质认证范围为全国范围，

无地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只要具备生产别嘌醇原料药资质、具有生产别嘌醇原

料药工艺技术的企业，生产出的别嘌醇原料药经相关部门检验合格后就可以进入全

国各地销售，与国内其他具有相关资质的生产企业进行市场竞争。需求者可以在全

国范围内进行采购。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国家对进口

药品进入国内市场采取严格的审批制度，未经审批的外国药品不能进口到中国境

内。别嘌醇原料药尚未批准进口，别嘌醇原料药需求者不能擅自在国外进行采购。 

综上所述，本案的相关地域市场为全国市场。 

二、当事人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的认定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

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

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了认定经营

者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的因素。我局根据上述规定，从以下几个因素对当事人的

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考量。 

（一）当事人的产品在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 

《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下列

因素：（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药品生产需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注

册批文和通过 GMP 认证。 

经查，国内曾通过别嘌醇原料药生产 GMP 认证的企业包括当事人在内共 6 家。

其中 4 家企业的 GMP 认证已于 2012 年 1 月前全部到期。这 4 家企业中，有 3 家企

业从未生产过别嘌醇原料药，只有江苏某企业在 2012 年 1 月前在实际生产别嘌醇



~ 37 ~ 

www.anjielaw.com 

原料药，并于 2012 年 7 月销售完最后一批别嘌醇原料药存货。另 1 家重庆某企业

的 GMP 认证虽未到期，但也从未实际生产、销售过别嘌醇原料药。目前，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也未批准进口国外的别嘌醇原料药。当事人自 2012 年 7 月至

今，具有别嘌醇原料药生产销售的完全垄断地位，没有其他竞争者与其竞争。 

（二）当事人控制销售市场的能力 

当事人目前在全国别嘌醇原料药市场占据 100%市场份额，且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未批准进口国外生产的别嘌醇原料药。当事人具有控制别嘌醇原料药价

格、供应与否、如何供应及其他相关交易条件的能力。经查，2013 年，当事人别

嘌醇原料药的销售均价为 240 元/公斤，2014 年上涨到均价 535 元/公斤。别嘌醇原

料药的销售平均价格上涨了 295 元/公斤。在价格涨幅达 108%的同时，国内生产别

嘌醇制剂的三家制药企业反而加大了别嘌醇原料药的购买量：江苏某制药企业

2013 年从当事人处购进别嘌醇原料药 8000 公斤、2014 年购进 20000 公斤；黑龙江

某制药企业 2013 年从当事人处购进别嘌醇原料药 1000 公斤、2014 年购进 2000 公

斤；上海某制药企业 2013 年从当事人处购进 5200 公斤、2014 年购进 10000 公斤。

由此可见，当事人对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而客户的议价能力很弱。当事人在 2013

年 9 月决定实施拒绝供货后，全国多家别嘌醇制剂需求方向当事人提出过供货请

求，但当事人都未供货。由此可见，当事人供货与否受市场供需调节的约束较小，

具有决定供应与否的能力。 

（三）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难易程度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之下，原料药产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较高，药品生产企业需

投入大量资金和科研力量获得相关资质，其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关键的是以下四个

认证：一是环保测评；二是安全生产认证；三是消防验收评定；四是药品生产相关

认证，如药品注册、药品生产许可和药品 GMP 认证等。首先，原料药生产企业建

厂生产前，需聘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环评机构出具《环境评价报告书》，并报环

保部门评估审查。为顺利通过该审查，生产企业需请专业机构进行“三废”处理设计。

“三废”处理建设验收合格后，按《环境评价报告书》批复的排污指标，在规定的时

间、指定的网站公开竞买排污指标。竞买成功后，药厂凭成交单据每年投入资金对



~ 38 ~ 

www.anjielaw.com 

环境进行专门监理。然后，因化学合成原料药的生产涉及高压、高温、剧毒、易燃

易爆、腐蚀等安全问题，药厂开展生产活动需通过专业评估机构的安全评审和职业

病防护评审。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根据专业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书》及《职业

病防护预评价》对企业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药品生产企业方可获得《安

全生产许可证》。其次，因原料药多要使用化学危险品采用化学合成方式进行制备，

药厂需通过消防验收评定，让生产厂房的设计、电器设施、生产用料、消防用品、

人员管理制度和企业防火制度等达到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标准。第三，药厂生产原

料药需取得食药监部门颁发的《药品注册批件》、《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药品 GMP

证书》。药厂获得《药品注册批件》需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投

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对原料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可控性等进行论证，

并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查批准。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需按照国家颁

发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建立符合规范的全部生产硬件（包括生产的设备、

设施，尤其是洁净生产车间、检验设备、“三废”处理等）和软件（包括涉及上百个

文件的 GMP 管理制度等），并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查批准。获得《药

品 GMP 证书》需按照 GMP 标准，投入大量资金对生产设备和设施进行建设、升

级。建设、升级完成后，药厂至少停产 2 个月以上，生产 3 批次的产品进行验证。

药厂的质量检验和质量保证部门需对 3 批次的产品进行大量的数据测试。另外，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会不断修改 GMP 的认证标准，并每 5 年对药厂进行重新

认证。药厂获得以上全部资质并进行正常生产，至少需要 1—2 年的时间，且需投

入大量资金。 

（四）其他经营者对当事人的依赖性 

当事人目前在全国别嘌醇原料药市场占据 100%市场份额，且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未批准进口国外生产的别嘌醇原料药。国内别嘌醇原料药的使用方必须

从当事人处购买原料药，对当事人的依赖性很强。经查，从 2013 年 1 月以来，除

当事人以外，另有 7 家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购买使用当事人生产的别嘌醇原料药。

2013 年 10 月起，当事人拒绝供货后，因得不到生产原料，其他制剂生产企业有的

停产、转产，有的虽能维持生产但因不能完成供货任务而蒙受损失。当事人恢复供

货后，7 家企业中的 3 家恢复购买使用，其它 4 家因转产、停产而未向当事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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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要求。恢复生产的 3 家企业在别嘌醇原料药价格增涨 1.23 倍的情况下并未减

少购买量，反而增加了 1.25 倍。由此可见，当事人对其它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的

生产经营规模、经营利润等具有决定性影响，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对当事人有很强

的依赖性。 

综上所述，本局认定当事人在全国别嘌醇原料药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三、当事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的行为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

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本案当事人是于 2002 年在原西南制药一厂的基础上改制而成。改制成立后，

当事人于本世纪初开始生产别嘌醇原料药和别嘌醇制剂，并面向全国销售。当事人

别嘌醇原料药的年生产能力在 200 吨左右。其生产的别嘌醇原料药达到美国、英国、

欧洲药品标准，并通过了国家药品生产 GMP 认证和欧洲 CEP 认证。当事人别嘌醇

制剂（别嘌醇片）的年平均生产能力达 1000 万瓶（规格：0.1gx100 片/瓶）左右。

在 2014 年以前，当事人销售的别嘌醇片只占别嘌醇制剂市场的十分之一左右。 

2013 年 9 月 25 日，当事人与湘百合公司签订了全国独家代理销售别嘌醇原料

药协议。同日，又与湘百合公司签订了别嘌醇片全国经销协议。当事人签订独家代

理合同后自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3 月，未向湘百合公司销售别嘌醇原料药，也

未向国内其他任何客户销售别嘌醇原料药。在此期间，湘百合公司、国内其他多家

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向当事人提出购买别嘌醇原料药的请

求，均被当事人拒绝。2014 年 4 月以后，当事人恢复向市场销售别嘌醇原料药，

其拒绝向市场销售别嘌醇原料药的时间长达半年。 

四、当事人拒绝交易无正当理由的认定 

（一）拒绝供货不符合当事人自身正常经营活动和经济效益的需要 

正常竞争情况下，经营者为了盈利都愿意多销售产品，获取更多的利润。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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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为了提高别嘌醇成品药市场占有率，宁愿牺牲半年别嘌醇原料药的销售利润，

拒绝多方供货请求，清理市场，其做法违反自身正常经营活动和经济效益需要。 

经查，当事人在实施拒绝供货行为时仍有 10 吨别嘌醇原料药库存，在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3 月的拒绝供货期间内，当事人生产了别嘌醇原料药 30350 公斤。 

（二）当事人拒绝供货是为了使垄断利益最大化 

当事人既生产别嘌醇原料药又生产别嘌醇片，拒绝供货是为了消耗完市场存量

的别嘌醇原料药，使其他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因原料缺乏而不能生产、销售别嘌醇

制剂，从而达到抬高别嘌醇原料药价格、清理别嘌醇制剂市场，控制其它别嘌醇制

剂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降低其它制剂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自产别嘌醇制剂市

场占有率，牟取超额利益的目的。 

经查，当事人 2012 年生产别嘌醇片 61.02 万瓶，销售别嘌醇片 38.21 万瓶；2013

年生产别嘌醇片 39.72 万瓶，销售别嘌醇片 54.63 万瓶；2014 年生产别嘌醇片 371.25

万瓶，销售别嘌醇片 301.91 万瓶。在当事人拒绝向其它制剂生产企业供货前后，

其别嘌醇片销售量发生巨大变化，2014年较上年度增长 4.53倍。2012 年 7月到 2013

年 8 月，当事人别嘌醇原料自用量仅占别嘌醇原料药市场的 11.07%，2014 年 1 月

到 2014 年 12 月，当事人别嘌醇原料药自用量占别嘌醇原料药市场的 58.09%。按

别嘌醇原料药市场推算，当事人在拒绝供货行为发生后的近 1 年时间里，其别嘌醇

制剂市场占有率提高 47 个百分点。 

（三）当事人签订别嘌醇原料药全国独家代理销售协议，约定“缓冲期”条款，

拒绝供货是其排除竞争，实现垄断利润的经营模式 

2013 年 9 月 25 日，当事人（甲方）与湘百合公司（乙方）签订了全国独家代

理销售别嘌醇原料药的协议。合同有效期限自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31 日止。协议对别嘌醇原料药的销售价格、销售目标都做了明确约定。协议中约

定：“合作的第一阶段为合同启动期，即 2013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 月为缓冲期。

甲方不考核乙方指标，是否销售产品由乙方视市场情况而定。甲方须维护乙方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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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协议期内不得将产品销售给未经乙方授权的其它国内任何客户，否则视为

违约。”同日，当事人又与湘百合公司签订了别嘌醇片全国销售的经销协议，经销

期限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协议中约定：“乙方在协议期内前

两年的销售目标任务分配必须在上年度原料使用量基础上保持 20%的增长，2013

年原料药用量以 5 吨为基数，第三年起别嘌醇片的销售指标不低于 150 万瓶。”当

事人辩称：2013 年 10 月至 12 月拒绝向市场供货是因为要履行与湘百合公司签订的

别嘌醇原料药全国总代理销售协议，之后 2014 年 1 月至 3 月的拒绝供货是因为与

该公司产生合同纠纷，不敢违反合同向其它企业供货。 

我局依据相关证据认定：一是当事人与湖南湘百合公司签订别嘌醇原料药全国

独家代理销售合同的主观目的是利用合同滥用其别嘌醇原料药市场支配地位，排除

其它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的竞争，提高自产别嘌醇片市场占有量。当事人与湘百合

公司在 2013年 9月 25日签订的别嘌醇原料药全国独家代理销售合同和别嘌醇片全

国经销协议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别嘌醇原料药全国独家代理合同中约定的“缓冲期”

条款是实现别嘌醇片全国经销协议中约定的销售目标的基础。经查，当事人与湘百

合公司在别嘌醇原料药全国独家代理销售合同中约定“缓冲期”条款是为了在缓冲

期内不对外销售别嘌醇原料药，从而清理别嘌醇原料药和别嘌醇制剂市场，为进而

控制别嘌醇制剂市场打下基础。合同双方只有先履行 “缓冲期”约定，拒绝向市场

供应原料，才能消耗完市场上的别嘌醇原料药和别嘌醇片的存货，再通过控制别嘌

醇原料药的销售，控制其它制剂生产企业的制剂产量，同时提高自产别嘌醇片的销

售量，从而达到在别嘌醇片全国经销协议中约定的销售目标。此销售目标从 2016

年起约是当事人 2013 年销售量的 3 倍。二是当事人已于 2013 年 12 月意识到继续

执行此带有“缓冲期”的代理合同有可能违法，仍以合同纠纷为由继续对外拒绝供

货，其行为已对下游企业造成损失。 

综上所述，我局认为当事人以合同约束作为其拒绝供货的理由不正当。当事人

签订别嘌醇原料药全国独家代理销售协议，约定“缓冲期”条款，拒绝供货是其排除

竞争，实现垄断利润的经营模式。 

五、当事人拒绝交易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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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拒绝向市场销售别嘌醇原料药的行为排除了其它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

的竞争，侵害了其它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的利益，扰乱了别嘌醇市场秩序。 

（一）拒绝交易行为破坏了别嘌醇制剂市场的竞争秩序 

当事人作为别嘌醇原料药的唯一生产企业，对市场上别嘌醇原料药的供求关系

起着决定作用。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向市场销售别嘌醇原料药，直接导致

需求企业因原料短缺而减产、转产或停产，被迫让出别嘌醇制剂市场份额，排除或

降低下游经营者参与竞争的权利和机会。通过 6 个月的拒绝交易，市场上别嘌醇原

料药供应紧张，别嘌醇原料药的销售均价从 240 元/公斤上涨到 535 元/公斤，单笔

交易最高达 1270 元/公斤。原料药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其它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的生

产成本，而当事人自用原料生产别嘌醇制剂的成本并未增加。当事人通过抬高别嘌

醇原料药的销售价格，提高其它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其市场竞争

力，进而获得垄断利润，扰乱了别嘌醇制剂市场生产销售的正常市场竞争秩序。 

（二）拒绝交易导致别嘌醇制剂行业产能损失 

当事人利用别嘌醇原料药生产市场完全垄断地位，以拒绝供货方式迫使别嘌醇

成品药生产企业转产、停产，造成行业产能损失。当事人在 2012 年 9 月到 2013 年

9 月期间平均每月外销别嘌醇原料药 4484.62 公斤，每公斤别嘌醇原料药能生产别

嘌醇片 98 瓶，别嘌醇片市场销售均价为 5.49 元/瓶。若以别嘌醇原料药销售量来推

定，其它别嘌醇制剂生产企业每月别嘌醇制剂的产能为 439493 瓶，货币价值约为

241 万/月。在当事人拒绝供货的 6 个月期间，别嘌醇制剂行业产能损失的经济价值

约为 1446.81 万元。 

（三）拒绝供货加重别嘌醇制剂消费者负担 

当事人拒绝供货影响了市场正常的别嘌醇原料药供求关系，导致市场缺货，原

料价格陡增，2014 年别嘌醇原料药市场均价较上年度增长了 1.23 倍。按别嘌醇片

的生产规格计 0.1g/片，100 片/瓶计算，1 瓶别嘌醇片的原料成本上涨 2.95 元，原

料药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制剂生产的成本。目前别嘌醇片的市场销售价格从以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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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元/瓶上涨到 25 元/瓶，虽有其它诸如国家药品招投标政策、物价和人工成本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原料药价格助推制剂成本上涨最终都转嫁给了消费者，增加了

别嘌醇制剂消费者的负担。 

六、案件定性 

我局认为，当事人利用其在别嘌醇原料药市场的支配地位，于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3 月对别嘌醇原料药需求者实施了拒绝交易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第

十七条第一款 “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

为（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

绝交易的行为。 

七、相关证据列举及其证明事项 

本案当事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拒绝交易行为，有以下主要证据： 

第一组、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生产许可证复印件、GMP 认证复印

件。 

证明当事人具有主体经营资格的事实。 

第二组、当事人提供的重庆市政府对青阳公司改制文件复印件、《青阳公司股

东名册》复印件、《青阳公司组织机构架构图》复印件。 

证明了当事人内部机构设置、人事安排情况、各部门工作职责的事实。 

第三组、当事人提供生产许可证复印件、药品生产注册批件复印件、GMP 认

证复印件、别嘌醇原料药的生产流程。 

证明当事人拥有别嘌醇原料药生产的合法资质。 

第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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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医药行业协会说明； 

2、三家医药公司的情况说明； 

3、当事人法定代表人杨某某的身份证明及询问笔录； 

4、当事人原料药销售经理石某的身份证明及询问笔录； 

5、当事人综合管理部负责人杨某某的身份证明及询问笔录； 

6、江苏某公司授权常务副总郑某某的身份证明及询问笔录； 

7、合肥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的身份证明及询问笔录； 

8、湘百合公司授权李某某的身份证明及询问笔录； 

9、执法人员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查询的全国生产别嘌醇原料药

企业的 GMP 认证情况； 

10、江苏某公司提供的关于其他公司 GMP 认证的情况说明； 

11、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 

证明当事人是全国唯一一家生产别嘌醇原料药企业的事实。 

第五组： 

1、当事人提供的《别嘌醇原料药的经销协议》复印件、别嘌醇片的《经销协

议》复印件； 

2、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 

3、湘百合公司提供的《别嘌醇原料药的经销协议》复印件、别嘌醇片的《经

销协议》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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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湘百合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5、湘百合公司授权的李某某的询问笔录； 

6、当事人法定代表人杨某某的询问笔录； 

7、当事人原料药销售经理石某的询问笔录； 

8、当事人综合管理部负责人杨某某的询问笔录； 

证明当事人与湘百合公司签订别嘌醇原料药销售、别嘌醇成品药销售协议，并

约定三个月缓冲期的事实。 

第六组： 

1、江苏某公司提供的《协调函》； 

2、合肥某公司提供的《致重庆青阳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一封信》； 

3、黑龙江某公司提供的《协调函》； 

4、当事人提供的上述《协调函》、《致重庆青阳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一封信》

以及对黑龙江某公司的《复函》； 

5、工商部门对合肥某公司邮寄的《协助调查函》以及该公司复函的情况说明

及相关资料；工商部门对江苏某公司邮寄《协助调查函》及该任公司复函的情况说

明及相关资料； 

6、江苏某公司授权常务副总郑某某的询问笔录； 

7、江苏某公司提供的向当事人购买别嘌醇原料药的购销合同、发票及相关财

务报表； 

8、合肥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的询问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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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当事人提供的 2013 年与江苏、上海、合肥、黑龙江、广东、重庆等地七家

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复印件；2014 年与与江苏、上海、重庆等地某公司签订

的产品购销合同复印件； 

10、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 

11、当事人法定代表人杨某某的询问笔录； 

12、当事人原料药销售经理石某的询问笔录； 

13、当事人综合管理部负责人杨某某的询问笔录； 

14、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记录； 

15、当事人提供的 2013 年、2014 年别嘌醇原料药的生产销售情况；证明当事

人拒绝向交易相对人交易的事实。 

第七组： 

1、江苏某公司、合肥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 

 2、江苏某公司授权的常务副总郑某某的询问笔录； 

 3、江苏某公司提供的相关财务数据； 

 4、国家食药总局食药监药化管便函〔2014〕181 号； 

 5、当事人对重庆市食药监局的情况说明； 

 6、当事人授权成品药销售经理江某某的身份证明及询问笔录； 

 7、执法人员到重庆市物价局、药监所的走访记录； 

 证明当事人拒绝交易行为对下游企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 47 ~ 

www.anjielaw.com 

 第八组： 

 1、当事人提供的财务报表； 

 2、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 

 3、当事人提供的 2013 年、2014 年别嘌醇原料药生产销售统计表； 

 4、当事人授权财务部负责人何某某的身份证明及询问笔录； 

  证明当事人 2013 年别嘌醇原料药销售总额为 11484000 元的事实。 

八、处罚决定 

经查，2013 年当事人别嘌醇原料药销售额为 11484000 元，别嘌醇制剂销售额

为 3159617.71 元，共计 14643617.71 元。 

在本次反垄断调查过程中，当事人具有以下二种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一、配合执法机构工作，

使得调查工作顺利完成；二、当事人自己认识到其拒绝交易的错误，从 2014 年 4

月开始，当事人已经向市场供应别嘌醇原料药，具有主动改正违法行为的情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二、处 2013 年度销售收入 3%的罚款 439308.53 元。 

当事人应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重庆市财政局收入

专户（户名：重庆市财政局，账号 0102014400000041，开户银行：重庆三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逾期未缴纳罚款的，本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的规定每日按罚没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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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或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渝北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0 月 28 日 

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回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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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执法公告：广州市番禺动漫游艺行业协会垄断协议案 

The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nouncement of SAIC: 

Guangzhou Panyu Animation & Game Association Organized 

to Conclude a Monopoly Agreement 

竞争执法公告 

2015 年第 11 号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7 月对广州

市番禺动漫游艺行业协会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对涉案

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予公告。 

附： 

行政处罚决定书 

粤工商经处字〔2015〕第 2 号 

当事人：广州市番禺动漫游艺行业协会 

机构类型：社团法人 

登记证号：社证字第 440181146 号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星东路 143 号星力动漫游戏产业园 A209。 

业务范围：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制定行规行约，维护会员权益，开展交流、

培训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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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徐建林 

一、案由 

2013 年 3 月 13 日，《广州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广州会展业惊现“排他协议”—

产业过剩竞争激烈“搭车展”、“撞车展”频上演》的报道，反映番禺动漫游戏产业博

览会的主办方当事人发起了一份由 52 家会员及联盟企业共同签署的《展会联盟协

议书》。该协议书明确规定，当事人的会员单位及联盟企业仅参加由该协会主导、

主办或者承办的广州展会，不能参加与本行业无关或协会认为不能参加的展会。经

核查，我局认为上述报道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垄断法》。2014 年 6 月 9 日，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将核查情况书

面报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14 年 7 月 1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复授权

我局开展立案调查。2014 年 7 月 21 日，我局正式立案。 

二、查明的基本事实 

1.2012 年 5 月 25 日，当事人草拟了一份《展会联盟协议书》。2012 年 6 月 2

日，当事人召集有关协会会员企业召开“第二届理事工作会议”，共有 21 家协会的

会员企业派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当事人组织与会企业讨论并通过

了其草拟的《展会联盟协议书》，并以“会议记录”形式明确，从 2013 年开始倡议会

员企业只参加由协会主导或协会承办的展览会，推行《展会联盟协议书》。本次与

会的企业中，有 19 家现场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名盖章。会后，协会的两名工作人员

将上述协议书送到本行业协会的其他会员处，征集签名、盖章后拿回协会。最终有

52 家本行业的会员企业在《展会联盟协议书》中签名、盖章，成为《展会联盟协

议书》的签约企业。 

2.《展会联盟协议书》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广州市番禺动漫游艺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本协议的联盟企业郑重承诺：除

本协议约定的特殊情况外，仅参加由本协会主导、主办或者承办的广州展会，如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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禺商用动漫游戏产业博览会（GAGA 展）、广州电子游戏国际产业展（GTI）。并在

参与上述展会过程中遵守协会的相关指引，共同打造文明办展，参展的良好行业氛

围。” 

 “协会会员或者本协议联盟企业如需参与非协会主导、主办或者承办的其他广

州展会，需在参展前提前 30 天书面向协会提出申请，并由协会书面批示方可。” 

“协会会员单位、本协议联盟企业一直同意，抵制非法展会、绝不参加与本行

业无关或者协会认为不参加的展会，共同建设合法、公平、有序的办展环境，共创

番禺动漫游戏、游艺产业的美好未来。” 

3.番禺商用动漫游戏产业博览会（GAGA 展）是由当事人主办、广州市建麟会

展服务有限公司承办，展会所得收益归当事人和广州市建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广

州市建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是为 GAGA 展的举办而专门成立的公司，与当事人存

在关联关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志雄，同时也是当事人的前任法定代表人和现

任秘书长。广州电子游戏国际产业展（GTI）是由广州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主办、

广州市会展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承办、当事人协办。 

三、《展会联盟协议书》属于垄断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规定：“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

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二）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

售数量；（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四）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

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五）联合抵制交易；（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

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

其他协同行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局认为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

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行为人达成了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行为人达成的协

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本案中：首先，《展会联盟协议书》的签署者是当事人的 52 家会员企业，该

52 家会员企业从事的行业都是动漫游艺行业，属于经营同种或类似业务的独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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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在广州市区域内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的竞争关系。其次，上述 52 家会员企业

达成了协议，并通过签字、盖章，以《展会联盟协议书》的书面形式表现出来，对

签署企业产生现实或者潜在的制约力和影响力。再次，在上述 52 家会员企业签署

的《展会联盟协议书》中，所有协议签署企业统一承诺，仅参加由当事人主导、主

办或者承办的广州展会，如番禺商用动漫游戏产业博览会（GAGA 展）、广州电子

游戏国际产业展（GTI），如需参加非当事人主导、主办或者承办的其他广州展会，

需经过当事人的书面批示，上述协议内容对各协议签署企业参加展览会的选择权进

行了限定，其实质是各签署企业联合抵制了广州市范围内除当事人主导、主办或者

承办的动漫展会之外的其他动漫展会（比如广州市鸿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

“广州鸿威展”等动漫展会），这将排斥、限制动漫游戏展会行业本应有的自由竞争，

对广州市动漫游戏展会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现实或潜在的危害。 

综上，我局认为本案所述的《展会联盟协议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禁止的“联合抵制交易”垄断协议。 

四、当事人存在组织推动垄断协议达成的行为 

从上述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当事人对《展会联盟协议书》的达成，起到了组

织和推动作用。首先，从《展会联盟协议书》的签署过程来看，当事人负责了《展

会联盟协议书》整体文本的起草，并组织召开“第二届理事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其

草拟的《展会联盟协议书》。在会议现场只有 19 家企业签名盖章的情况下，会后，

当事人又专门派出工作人员前往部分协会会员企业征集签名盖章，最终获取了 52

家会员企业的签名盖章，进一步推动扩大了协议书的影响范围。其次，从《展会联

盟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协议书规定签署会员企业只能参与当事人主导、主办或承

办的动漫游戏展览会，如果参加非该协会主导、主办或者承办的其他广州展会，需

由该协会书面批示。由此可以看出，当事人通过协议深度介入并制约了相关会员企

业在参加行业展览会方面的选择，是《展会联盟协议书》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五、当事人的抗辩分析 

本案中，当事人提交了有关情况说明，主要提出了如下抗辩理由：1.该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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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事人应会员企业的要求草拟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会员企业参加展会的数量；2.

该协议书不属于垄断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3.形成该协议

书的行业经营者主观上是为了倡导合法合理规划办展，客观上也未依据协议书对具

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作排他、限制竞争等不法行为，协议书形成后并未对本行

业、行业经营者、其他相关的经营者或者竞争者造成任何影响或实质性损害等后果；    

4.其行业协会为促进行业各经营者良性竞争、携手共进，因此将行业部分经营者的

要求加以记录，不存在“组织”行为；5.该协议书形成后，当事人没有依据该协议书

形成任何行业性的规定、倡导或者其他书面的文件，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对行业经营

者参与任何展会加以干涉。 

我局认为：1.当事人的业务范围是“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制定行规行约，

维护会员权益，开展交流、培训等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一条、

第十六条分别规定“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市场规律

开展市场交易，维护市场正当的竞争秩序”、“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

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当事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团法人，牵头草拟并推动签署

《展会联盟协议书》时，应该清楚认识到该行为是否属于本身业务范围以及该行为

是否将产生违法的法律后果，应成员企业的要求并不能成为免除当事人自身行为所

产生法律责任的合法理由。2.上文已经对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展会联盟协议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所指的垄断协议。3.协议的

签署对相关企业在展会的选择方面具有现实或潜在的影响和制约，而按照协议书规

定的内容，相关企业联合抵制当事人主办、主导或承办以外的展会，这必然对广州

地区动漫游戏展会行业产生现实或者潜在的排除或限制竞争后果，损害广州地区的

其他相关动漫游艺展览企业的利益。4.如上文所述，当事人参与了《展会联盟协议

书》的草拟、签署通过等全过程，并在其中起到牵头和主导的作用，其组织行为显

而易见。5.如上文所述，协议签署达成本身就已经对签署企业产生现实或潜在的影

响和制约，对广州地区动漫游艺展览行业的自由竞争产生现实或潜在危害，与协议

后是否再行出台规定、文件干涉行业经营者参加展会没有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

垄断协议属于第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的，其垄断协议行为可以获得豁免，但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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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提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豁免情形。 

综上，我局认为当事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以采纳。 

六、本案的主要证据 

本案当事人组织推动其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法律禁止的垄断行为，有以下主要证

据： 

1．当事人《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和《广州市番禺动漫游艺行业协会》复

印件，证明当事人的身份真实性。 

2．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徐建林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授权书原件、受委托人郭

志雄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真实性。 

3．向当事人调取的署名为“广州市番禺动漫游艺行业协会”的《展会联盟协议

书》，证明了该协议存在联合抵制广州市范围内除当事人主导、主办或者承办的动

漫展会之外的其他动漫展会的内容，属于垄断协议的事实。 

4．签署《展会联盟协议书》的 52 家会员企业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证明签署

协议书的 52 家会员企业在经营业务上存在竞争关系。 

5．2014 年 9 月 10 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郭志雄的询问笔录，证

明当事人草拟《展会联盟协议书》的具体过程，证明当事人在组织推动垄断协议达

成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                                     

6．广州市鸿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 2012 年至 2014 年鸿威展参展名单和

2014 年 9 月 10 日对该公司事业部总经理胡玉华的询问笔录，证明 2013 年协议实施

后当事人会员企业参与广州鸿威动漫展的企业数量从2012年42家急剧减少至2013

年的 15 家，也证明该协议书的签署对动漫游戏展览行业竞争的影响和危害。 

7．当事人 2012 年 6 月 2 日所作的“会议记录”，证明当事人召集广州市富佳电

子开发有限公司等 21 家会员企业参加“第二届理事工作会议”的具体情况，证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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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在其会员企业达成《展会联盟协议书》的过程中发挥组织推动作用的事实。 

8．2014 年 8 月 21 日当事人的会员单位广州市富佳电子开发有限公司霍婉玲

的询问笔录、2014年9月1日广州市神采飞扬动漫科技有限公司郝蒙刚的询问笔录、

2014 年 9 月 1 日广州市展晖动漫科技有限公司曾庆贤的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确实

以行业协会名义推出过《展会联盟协议书》，证明当事人在达成《展会联盟协议书》

的过程中发挥组织推动作用的事实。 

9．2014 年 9 月 2 日广州电子游戏国际产业展（GTI展）的承办单位广州市会

展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负责人欧阳云的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与 GTI展存在关联关系

即当事人为 GTI展的协办方的具体事实。 

10．2014 年 9 月 17 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郭志雄的询问笔录，证

明《展会联盟协议书》由其协会的两名工作人员送到协会的其他会员处，征集签名、

盖章的事实。 

11．2014 年 11 月 13 日广州市建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志雄的询问

笔录，证明广州市建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为 GAGA 展的承办单位，该公司是当事

人为 GAGA 展的举办而特意创设的公司。 

12．2014 年 9 月 10 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郭志雄的询问笔录、2014

年 11 月 13 日广州市建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志雄的询问笔录，证明

GAGA 展的收益为当事人及广州市建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所有，GAGA 展给当事

人带来了实际的经济利益。 

13．当事人提供的《关于<展会联盟协议书>的情况说明》，证明当事人作为行

业协会，在垄断协议形成时未依法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法竞争，

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事实。 

14．广州星力动漫游戏产业园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部分参与签署协

议的会员企业经营场所的照片，证明案件调查中部分参与签署协议的会员企业已经

停止租赁，不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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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当事人行为的定性与处罚 

我局认为，《展会联盟协议书》的内容涉及相同或类似行业有竞争关系的动漫

游艺企业，在行业展会的选择上，联合抵制当事人主办、主导或承办以外的行业展

会，排除、限制了广州地区动漫游艺展览行业的自由竞争，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所指的联合抵制交易

垄断协议。当事人作为行业协会，本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市

场规律开展市场交易，维护市场正当的竞争秩序。但当事人积极主导并全程参与了

《展会联盟协议书》的起草、签署过程，为该垄断协议的成功达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六条“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

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

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禁止行业协会以下列方式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

规定禁止的垄断协议行为：（二）召集、组织或者推动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含有排

除、限制竞争内容的协议、决议、纪要、备忘录等”的规定，涉嫌构成行业协会组

织或推动本行业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能配合调查，

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行业协会违反本

法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的规定，决定

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 

（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二）处以罚款 10 万元。 

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按照《广东省省级非税收入缴

款通知书》的要求方式，将罚（没）款项缴纳到广东省省级非税收入账户，到期不

缴纳的，每日可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广

东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人

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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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7 月 9 日 

来源：国家工商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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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永州奥都混凝土有限公司等 7 家公

司垄断协议案处罚公告 

The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nouncement of SAIC: Seven 

Concrete Companies Located in Yongzhou City Hunan 

Province Reached Monopoly Agreements 

竞争执法公告 

2015 年第 14 号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4 月对永州

奥都混凝土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涉嫌垄断协议行为立案调查，于 2015 年 11 月对涉

案当事人分别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现予公告。 

附：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工商竞处字〔2015〕1 号 

当事人：永州奥都混凝土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岚角山镇新田前村第六、七小组 

法定代表人：蒋洪松  

注册号：431100400002002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零捌拾捌万元整（实收资本：壹仟零捌拾捌万元整） 

成立日期：二○○九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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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市政工程方砖、道牙、隔离墩、地面砖、

花饰、植草砖等预制构件的生产和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 

2012 年 5 月，根据永州市人大代表议案《打击商品混凝土市场垄断，维护正

常经济秩序》反映的情况，并经本局与永州市工商局初步核实，发现当事人与永州

市另外 6 家从事混凝土经营的企业签订了《混凝土公司合伙协议》，涉嫌达成划分

销售商品的数量的垄断协议。经本局请示，2012 年 11 月 8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以工商竞争字〔2012〕191 号文件授权本局对永州市 7 家混凝土公司涉嫌垄断

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处理。2013 年 4 月 15 日，经主管局长批准，本局正式对当事人

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与永州市另外 6 家从事混凝土经营的企业，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

签订了《混凝土公司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合伙协议》签约单位共

7 个，除当事人外，另 6 家分别为：永州市嘉信混凝土有限公司、永州市海腾混凝

土有限责任公司、永州市鑫海混凝土有限公司、永州市双园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永

州市珊瑚高科混凝土有限公司、永州湘奥混凝土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约定各公

司以资产入股合伙经营，组建综合办公室进行统一管理，实行统一营销、统一调度、

统一生产，按各公司所占股份进行利润分配。7 家混凝土公司按照《合伙协议》拟

对各公司混凝土生产方量进行调控。但因各公司对投入资产的数额确认有分歧，对

市场份额划分争执不下，《合伙协议》签订后未有效实施，2011 年 12 月彻底废除。 

为证明以上事实，本局调查、收集了以下证据： 

1、2012 年 11 月 8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商竞争字〔2012〕191 号文件，

该文件授权本局立案调查本案，证明本局具有案件管辖权。 

2、2012 年 4 月永州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61 号议案《打击商品混凝土市场

垄断、维护正常经济秩序》，证明案件来源。 

3、《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案件来源登记表》和《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立案

审批表》，证明立案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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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局制发的《调查通知书》、《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事项审批表》，证

明本局调查程序合法。 

5、当事人签收的《调查通知书》等送达回证，证明当事人签收了《调查通知

书》等文书。 

6、永州市民政局提供的当事人 7 家混凝土公司申请成立永州市预拌混凝土行

业协会的相关资料，证明当事人 7 家《合伙协议》签约单位均为永州市预拌混凝土

行业协会成员单位。 

7、当事人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资料，证明当事人

主体资格及当事人委托人身份。 

8、专案组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授权委托人蒋洪松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

及蒋洪松护照复印件一份。当事人承认签订了《合伙协议》，在《合伙协议》复印

件上签字确认，并陈述了《合伙协议》签订的背景、目的、签约过程、未实施的原

因等。证明当事人签订了《合伙协议》，达成垄断协议但未实施的事实。 

9、7 家公司提供的《湖南省散装水泥条例》、《商务部、公安部、建设部、交

通部关于限期禁止在城市城区现场搅拌混凝土的通知》等资料，证明相关法规要求

在城市城区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 

10、7 家公司提供的永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1 年 11 月 15 日《关于市

委督查室批转的〈关于加强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实施力度的请求报告〉调查情况的

汇报》、永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4 年 9 月 18 日《关于永州市中心城区预

拌商品混凝土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永州市建筑材料工业行业管理办公室 2012

年 5 月 8 日《对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61 号方案的答复（永建材复〔2012〕1 号）

等文件资料，证明当事人签订《合伙协议》的背景是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相互恶

性竞争，并且垄断协议尚未实施没有造成社会危害。 

2015 年 9 月 16 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湘工商听告字[2015]1 号），如实告知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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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理由、依据以及处罚内容，同时还列举了本局依法取得的本案所有证据及其证

明事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听证要求，没有进行陈述、申辩，也没有对

证据及其证明事项提出异议。 

本局认为，当事人等 7 家《合伙协议》签约单位，均为永州市预拌混凝土行业

协会成员单位，属于经营同种业务的独立经营者，相互之间在永州市区域内具有明

显的竞争关系。当事人与本行业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混凝土公司签订《合伙协议》，

拟对各公司混凝土生产方量进行调控，划分销售商品数量，使得 7 家具有明显竞争

关系的混凝土公司结成利益同盟体，原本具有的竞争关系明显减弱甚至消除，具有

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因此，《合伙协议》属于《中华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三）项禁止的“分割销售市场”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

为的规定》第五条第（一）项所禁止的“划分销售商品的数量”的垄断协议。但因 7

家公司对市场份额划分有争执，《合伙协议》签订后未有效实施，2011 年 12 月彻

底废除。当事人与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混凝土公司签订《合伙协议》的行为，涉嫌

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

断协议行为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违法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

协议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依法应予处罚。 

基于 7 家公司生产规模不大，签订的垄断协议影响力仅限于冷水滩、零陵中心

城区，属于区域性的，垄断协议的影响力有限，其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长，尚未实

施达成的垄断协议，且当事人主动停止垄断协议行为。当事人符合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

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具有法定

从轻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九条“对本法第四十六条、第

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罚款，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

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等因素”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

议行为的规定》第十条第三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

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程度、持续的时间等因素”及第四款“经营者主动停止垄断

协议行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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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事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

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

条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彻底改正违法行为，对当事人处以 3 万元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应自收

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罚款（户名：湖南省财政国库管理局非税

收 入 汇 缴 结 算 户 ； 开 户 行 ： 建 设 银 行 长 沙 新 姚 路 支 行 ； 帐 号

43001765061058688888），并将缴款凭证传真至本局（传真号：0731-85693001，联

系人谢荣华，联系电话 0731-85693152）。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三）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或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 6 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1 月 3 日 

来源：湖南省工商局官网 

回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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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等 12 家保险公司涉嫌从事垄断协议行为的处罚公

告 

The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nouncement of SAIC: 12 Hubei 

Insurance Companies Concluded Monopoly Agreements 

竞争执法公告 

2015 年第 13 号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10 月对中国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等 12 家保险公司涉嫌从事垄断协议行为

进行立案调查，于 2015 年 6 月对涉案当事人分别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现予公告。 

附： 

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鄂工商处字〔2015〕3001 号  

当事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负责人：阳新云  

注册号：420000000013116 

营业场所：武汉市建设大道 8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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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在湖北省行政辖区内开展以下业务：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等各类保险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经批准参加国际保

险活动；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国家

保险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查: 2008 年元月 1 日，当事人联合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区支公司（后因职能调整，实际业务由

武汉市分公司营业部负责）、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太平财产保

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汉支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

公司、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该公司因受保监会处罚，2011 年由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替代其份额)、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湖北分公司等 11 家保险公司，与武汉建筑安全技术咨询中心（另案处理）共同

签订了《建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成立“武汉市建设工程人意险共保

体”。其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当事人（首席承保人），乙方：其他参与的相关保险公司（一般共同

保险人），丙方：武汉建筑安全技术咨询中心（共保服务管理专人，以下简称咨询

中心）； 

2、甲乙双方为共同保险人，参加投保武汉市直管辖的建设工程人意险的企业

为投保人；凡属投保单位管理、年龄 18－65 周岁，能够正常工作或劳动的员工为

被保险人；丙方为武汉市直管辖的建设工程人意保险提供安全专业技术服务； 

3、共保原则为：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密切配合，规范经营，比例分配，风

险共担，费用分摊，利益均沾； 

4、当事人作为首席承保人，占总保额比例为 12%，其他 11 家公司作为一般共

同保险人，各占总保额比例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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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甲方代表共保体各方，统一收取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统一与投保人签

署固定格式的保险单、统一向投保人出具甲方公司的保险费发票。甲方按共保协议

的规定，每月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约定的比例将当月保险费分别划入乙方账户，共保

保费收入的税金及其它运营费由甲、乙双方自理； 

6、乙方需根据实收保费的 5%向甲方支付管理费和出单费；甲乙双方均需按实

收保费总额的 25%分别向丙方支付代理服务手续费。甲方协助丙方向被保险人提供

防灾防损和安全技术管理服务，乙方也应积极配合，相关费用由丙方承担； 

7、甲方负责赔付项目的查勘、理赔工作，出现赔付情况，由甲乙双方按共保

比例分摊； 

8、建立共保联系机制，定期召开共保会议，及时研究共保体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三方还制定了《共保服务奖励与处罚的自律公约》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

度，在咨询中心的领导和监督下执行，成立共保奖励和处罚执行小组，对共保体内

不按制度执行的保险公司进行处罚，从而保证协议的顺利进行。共保体协议达成后，

其成员基本固定。 

实际操作中，咨询中心为武汉建设安全管理协会（唯一）投资设立。由于武汉

建设安全管理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为武汉市建设委员会，咨询中心实际承担了武汉

市城建安全管理站（武汉市建委下属事业单位）的部分职能和工作，负有对市政和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及安全监管的职责。 

此后，在当事人处投保实际上成为了建筑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前置条件。

咨询中心在其设在“武汉市市民之家”（2012 年前在武汉建设工程招投标交易中心

办公）的窗口，只对外公开当事人名称和账号；所有前来办理建设工程安全监督、

施工许可的单位，必须到当事人处办理保险并由当事人出具《建筑施工意外伤害保

险签收单》，并经咨询中心盖章确认后，投保人方能到市建设工程招标管理中心办

理《施工许可证》等后续手续。当事人在收到保费后，先按照约定比例将保费划拨

至各共保公司；各共保公司按实际收到的保费金额的 5%向当事人支付管理费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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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费，当事人对其开具“出单管理费”票据；共保体内其他保险公司按实际收到的保

费金额支付给咨询中心的 25%款项先汇给当事人，由当事人连同自己的 25%一并

汇给咨询中心，由咨询中心对共保体内成员分别开具“保险代理费”发票；发生赔付

时，由当事人负责查勘、理赔工作，确定赔付金额后，由共保体按共保比例分担。 

经查：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当事人在共保体内的违法所得

为 91.40 万元；其 2013 年在共保体内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为 108.90 万元。 

以上事实有下列材料为证： 

1、有关部门的转办材料 1 份，证明案件来源； 

2、我局请示及国家工商总局工商竞争字[2014]175 号文件、《立案表》，证明我

局取得总局授权进行立案调查情况； 

3、武汉建设安全技术咨询中心《营业执照》、《兼业保险代理合同》、建设施工

意外伤害保险签收单、2008 年至 2013 年太平洋湖北公司共保收费统计报表、《建

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章程》、《情况说明》、《询问笔录》等。证明垄

断协同行为和垄断行为的实施情况； 

4、武汉建设安全管理协会《湖北省社会团体登记证》、《章程》、网站信息、2014

年会员名单、《湖北省社会团体会费收据》。证明协会的主管部门、会员单位、理事

人员，及具有管理职权； 

5、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供的 2008 年至 2013 年度武汉市施工许可证登记

台账、《市城建委关于正式运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新的审批流程的通告》（武城建

[2011]186 号）、《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保留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武汉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信息、2008 年元月至 2011 年 8 月 1 日武汉市市管工程名单。

证实共保体垄断并排除限制竞争的事实； 

6、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保监局提供的统计报表，证明全省具备建工

险保险资格的企业名称和数量、各年度建工险金额，证明共保体垄断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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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省有资格从事建工险保险公司的登记信息，证明有资格从事建工险的保

险公司情况； 

8、当事人《营业执照》、《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等主体证明材料，《建设工程

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1 份、《关于武汉建设工程意外险共保项目函》、《武汉

市管项目建工人意险共保服务补充协议》、《现场检查》、《违约处理通知》、《共保服

务奖励与处罚的自律公约》、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报表和 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相关凭证。证明共保体内份额的划分、分配比

例、流程等垄断事实； 

9、当事人提供的共保体协议、《关于武汉市建筑工程意外伤害保险经过》、《询

问笔录》、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台账、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保费收入、理赔支出、税收、未到期工程明细等。证明实施垄断和限

制竞争的事实； 

10、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建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含确认函、通

知），2008 年至 2013 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保费收入及手续费汇总表及相关凭证。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建

工险明细表，《情况说明》、《关于我司参加武汉市建工人意险共保情况说明》、《关

于武汉市建工人意险共保的补充说明》和调查人员对该公司委托人所作《询问笔录》

等材料。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事实； 

11、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等主体资格证明，《建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含说明），2008 年

至 2013 年分公司账务报表实缴税金台账、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保费收入及凭证复印件、该公司缴纳 25%服务手续费及 5%管理费部分票据凭证及

汇总表、风险保证金凭证和调查人员对该公司委托人所作《询问笔录》等材料。证

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事实； 

12、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经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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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业务许可证》等主体资格证明，《建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含确认函、

通知）、2011 年至 2013 年分公司账务报表（核算—损益表、资产负债表）、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共保明细、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手

续费及管理费部分票据凭证及汇总表、2008 年至 2010 年账务报表、《关于 2008 年

至 2010 年建工险业务凭证说明》、《关于武汉市建设工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共保体

的组建过程及处理相关问题说明》、《关于武汉市管项目建设工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共保涉嫌垄断的情况说明》和调查人员对该公司委托人所作《询问笔录》等材料。

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事实； 

13、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汉支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等主体资格证明，《建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含确

认函、履约保证金函）、2008 年至 2013 年度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2010 年至 2013

年建工意外险台账、2010 年至 2013 年 25%手续费及 5%管理费账务记账凭证复印

件、《关于建工人意险共保组建情况说明》和调查人员对该公司委托人所作《询问

笔录》等材料。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事实； 

14、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等主体资格证明，合众人寿报告材料：《建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

2008 年至 2013 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共

保建工险数据统计表、《关于涉嫌从事垄断经营行为的情况报告》，2012 年账务收

支记账凭证复印件和《询问笔录》等。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事实； 

15、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经营保险业务许

可证》等主体资格证明，《建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2008 年至 2013 年

度建工意外险赔款入账明细、2008 年至 2013 年度建工意外险收付情况统计表和纳

税情况汇总表、2008 年至 2013 年度建工意外险保费入账明细和建工意外险承保清

单、2008 年至 2013 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太平财险 2008 年至 2013 年共保建工

险手续费支付明细、《情况说明》和《询问笔录》等材料。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

争的事实；  

16、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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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代码证》等主体资格证明，《武汉高管项目建工程意险共保服务补充协议》，建工

2011 年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保费收入、出单管理费及代理手续费，2013 年度理赔

支出、2011 年至 2013 年度建工意外险台账、2008 年至 2013 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情况说明》。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事实；  

17、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等主体资格证明，《武汉市市政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服务协议书》、2008

年至 2013 年财务报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关于暂停审

批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产险函[2008]221

号）、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保险产险[2012]1178 号）、《关于承保建筑工程人身险

的情况说明》、2008 年建筑工程团体人身险分月保单、收入统计表，2012-2014 年

建筑工程团体人身险分月保单、收入统计表，2008 年-2013 年天安湖北分公司营业

税纳税表。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事实； 

18、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经营保

险业务许可证》等主体资格证明，《建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2008 年

至 2013 年度建工意外保险统计表、2008 年至 2013 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情况

说明》。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事实；  

19、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等主体资格证明，《建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武汉市市政

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服务协议》、2008 年至 2013 年度建工人意险台账、市政工

程意外险台账、2010-2013 地铁意外险台账、2008 年至 2013 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2008 年至 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分配表，《关

于参加武汉市建工人意险共保情况说明》，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事实；  

20、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营业部（江汉支公司）主体资格

证明和《询问笔录》，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事实； 

21、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经营

保险业务许可证》等主体资格证明，《建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协议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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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3 年度建工意险保费收、代理服务手续费、出单管理费，2008 年至 2013

年度建工团意险台账。《武汉市市政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共保服务协议》，2008 年至

2013 年共保业务收付统计表、赔付情况表，2008-2013 年度共保台账，2008 年至

2013 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关于武汉市建委建工意险业务的情况说明》和《情

况说明》。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事实；  

22、武汉建设安全技术咨询中心《自查报告》、《湖北省保险行业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业务自律公约》、《建设工程意外伤害保险委托服务协议书》、《关于建设工程意

外伤害保险有关问题的报告》、《保险兼业代理合同》等， 证明实施垄断和限制竞

争的事实； 

23、武汉市城建安全生产管理站提供2009年至2013年度武汉市市管工程目录，

证明武汉市市管工程数量和共保体在武汉市市管工程所占市场份额； 

24、我局对部分共保体外保险公司所作《询问笔录》、《问卷调查表》、《情况说

明》，证明了共保体外保险公司被排除在外的事实和诉求； 

25、我局对部分建筑企业所作《询问笔录》、《问卷调查表》、《情况说明》，证

明建筑企业被强制保险的事实和诉求。 

我局认为： 

1、共保是保险行业经常使用的一种分担风险的经营方式，但法律所认可的共

保是针对某个具体项目，单个保险公司独自承保风险太大（如卫星发射），需要其

他公司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一种方式，而不是针对某个市场采取的行为。本案中，

当事人在与建筑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前，并不知道建设项目的规模大小、施工难度大

少、施工人员的多少，无法预判人身意外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无法预判风险，不存

在需要与其他公司合作、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基础。其成立的“共保体”并非法律所

认可的共保，其“共保行为”正如 12 家保险公司向我局提供的材料和中心交待材料

中所述，是因为当时 12 家保险公司都想介入市直建设领域并进行竞争后，为了避

免竞争损害各自利益，而采取的一种避免竞争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以共保名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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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垄断协议行为。 

2、当事人与其他 11 家保险公司一样，都是具有承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资格的

经营主体，是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当事人通过与这 11 家公司及咨询中心签订

协议、成立共保体的方式，对市管建设工程领域意外伤害险市场进行市场份额划分。

其行为扰乱了武汉市市管建设工程领域保险行业的正常竞争秩序，损害建筑企业、

其他保险公司等该市场直接参与者的利益，并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尤其是在

2011 年新修订的《建筑法》将“必须”进行人身意外保险修改为“鼓励”，投保人可以

选择是否投保的情况下，继续将在共保体投保作为建筑企业获得《施工许可证》的

前置条件，无视法律规定，持续实施此垄断协议，严重扭曲了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调查人员通过调查问卷和提供《情况说明》的方式，走访了部分建筑公司和共

保体外的保险公司。大家一致要求：放开市管建设工程领域保险市场，要让建筑施

工企业自主选择，让所有有资格的保险公司公平、公正、自由竞争。 

2015 年 3 月 12 日，我局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鄂工商听

告字[2015]3001 号），将拟做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进行告知。

在规定期限内，当事人未申请听证，也未进行陈述、申辩。 

我局认为：当事人及其他 11 家保险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第十三条：“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三）分割销

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

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

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 

1、 责令立即停止上述违法行为； 

2、 没收违法所得 91.40 万元； 

3、 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 108.90 万元 6%的罚款，计人民币 6.5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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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罚没款合计 97.93 万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到武汉市武昌中北路 130 号武

汉市农业银行梅岭分理处（收款单位：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账号：

17-053401040000172），缴纳罚款。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或湖北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

月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5 年 6 月 3 日 

来源:国家工商总局官网 

回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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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合伙人出席“反垄断法在互联网和知识产权中的适用”高

级研讨会并进行主题发言 

AnJie Partner Delivers Keynote Speech at the Advanced 

Seminar of the Application of Antitrust Law to Internet and 

IPR 

2015 年 12 月 4 日，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正平律师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友谊

宾馆召开的“反垄断法在互联网和知识产权中的适用”高级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

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竞争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主办。与会嘉宾就反垄断法在互

联网领域及知识产权领域应用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参加研讨会的发言嘉宾既包括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

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知名学府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领域

的学者，还包括国内外顶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爱立信、腾讯、京东等高科技和互

联网公司的法务负责人。会议结合欧美国家和中国的最新案例，围绕“反垄断法在

互联网和知识产权中的适用”的主题，从学术研究和实务操作两个方面进行了热烈

探讨。本次会议吸引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六十多位代表参加。 

会议共分为五个环节进行研讨：“纵向网络搜索的优先顺序：是否构成对竞争

的排除”、“‘平价条款’及其对竞争的影响”、“对网络销售的限制”、“产品捆绑销售

安杰动态 AnJi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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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卓’为视角重新审视 Media Player 案”、“知识产权圆桌会议”。安杰合伙人顾

正平律师在第一个环节“纵向网络搜索的优先顺序：是否构成对竞争的排除”进行了

精彩的发言。顾正平律师指出互联网行业虽有其行业特殊性，但不能夸大其特殊性，

互联网领域的垄断行为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顾正平律师并就中国当下互联网

领域的反垄断执法现状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分析意见，顾正平律师的发言得到了与

会人员的好评。 

本次会议主题集中，气氛非常热烈，讨论成果丰硕。来自中外各个领域的专家、

学者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有助于开拓思路，有助于推动中国反垄断法的研究和执法

水平，促进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有序竞争。 

回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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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律师入选 Who's Who Legal 世界领先竞争法律师名人录 

Anjie Lawyers Awarded the World's Leading Competition 

Lawyers by Who's Who Legal 

   在 Who's Who Legal 近期进行的 2016 年度全球杰出律师评选中，安杰合伙

人詹昊博士和顾正平律师当选 “世界领先竞争法律师 ”（ the world's leading 

competition lawyers）。  

Who's Who Legal 乃全球知名的法律排名机构，针对全球 30 个活跃商事法律领

域，通过对各个国家客户及专业人士的调查和访问，提名各个领域的顶尖律师，从

而满足优质客户在最短时间找到专业律师的服务需求。 

回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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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必要专利及中国反垄断法的适用边界 

SEPs and the Application Boundary of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詹昊 博士 （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宋迎 （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简称“SEP”）一词可谓

是中国反垄断学界的热门词汇，此问题关系到反垄断法的运用边界，关系到公权

与私权的衡平，也关系到中国反垄断法执法与司法的未来走向，实在有必要进行

讨论。 

从 2011 年华为公司在广东起诉美国无线厂商 IDC、国家发改委嗣后对 IDC 中

止调查两案，到 2013 年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启动反垄断调查直至 2015 年

初作出处罚决定，再到 2015 年商务部附条件批准诺基亚收购阿尔卡特朗讯案，“如

何在我国反垄断法律框架下评估标准必要专利相关行为”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我

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的重视，同时亦牵动了众多相关市场竞争者的关注，

尤其是高科技业界的瞩目。目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在牵头制定“关于滥用知识

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希望为反垄断执法实践提供更为具体且具针对性的指引；其

中，标准必要专利问题属于该指南核心内容之一。 

应当承认，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执法与司法本就复杂，一旦与牵涉面广大、

程序复杂的“标准制定活动”相结合，更加剧了其敏感性与挑战性。 

安杰法律视点 AnJie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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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参与制定标准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研发、

技术讨论、筛选和评估、推动与筹划等活动。如果最终其技术被纳入标准，得以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推广使用，则能够弥补前期投入甚至获得可观盈利。如果最

终未被选入标准，前期巨大的投入则无法获得补偿。这就使得参与标准制定活动

具有一定商业上的风险性，并非所有企业有能力且有充分的动力积极参与。然而，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只有鼓励更多企业参与到标准制定过程，从而涵盖尽可能多

的竞争性技术进行比较筛选，技术上最优越的、最能惠及消费者的先进性技术才

可能被纳入标准。一旦形成切实可行的标准，则有助于整个产业提高经营效率，

提高产业标准化程度。因此，一般情况下，经营者积极参与标准制定活动的动机

应当受到保护和鼓励。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人滥用权利，滥用因标准必要

专利的必要性而带来的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反垄断法》在极为特殊的情况有出

手干预之必要。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对标准必要专利有适用《反垄断法》的余地，

也要求在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专利权保护和《反垄断法》规制之间寻求合理平

衡，《反垄断法》对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相关行为的干预必须谨慎，不能脱离市

场现实情况、脱离具体的相关市场竞争进行简单的执法、司法，否则将会削弱经

营者的积极创新和参与标准制定活动的动力。 

本文中，笔者首先对标准、标准化组织以及标准必要专利等背景信息进行介

绍；进而阐释我国针对标准必要专利相关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体系；最后对于法律

适用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笔者观点，强调在有关标准必要专利行为的反垄断执

法、司法中应当非常慎重，建议结合相关市场的具体竞争状况，综合考虑多方因

素且考虑专利许可的特殊性进行评估，且严格限制对“标准必要专利”外延的扩大

解读，希望能够有所启发。 

一、标准及标准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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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指某一类商品或服务的共同特性的组合。1技术标准化能够促进不同生

产厂商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兼容性和互联互通，进而实现降低成本、增进效率以及

促进后续创新的效果。 

在某些国家，政府部门承担了部分标准制定工作。例如，我国的国务院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国家标准。在没有国家标准但需要在全行业统一的，由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行业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可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地方标准。 

此外，在许多行业，很大一部分重要的标准制定工作由不同类型主体组成的

标准制定组织（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通过合作性机制而完成。此类标准

被俗称为“合作性标准”（cooperative standard）。 

以通信领域为例，最初各国家、地区均发展并采用不同的技术，从而引发了

通信产品不兼容等问题。具体而言，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内采用特定技术的通信设

备在采用其他技术的国家或地区内则无法使用。的确，两个实体进行通信，其接

口只有符合了相同的技术要求，通信设备才可以互联互通。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

一步提升，以及消费者对互联互通和兼容性的要求不断增高，业界深感对技术进

行标准化工作的迫切需求，因此，国际、区域性标准化组织相继成立，且标准化

活动尤为活跃。 

例如，“国际电信联盟”（ITU）成立于 1865 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建立

了电报、电话和无线与卫星通信业务的国际通用规则。“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简称“3GPP”）是成立于 1998 年的标准化机构，成

员包括欧洲的ETSI2、日本的ARIB3和TTC4、中国的CCSA5、韩国的TTA6和北美的

ATIS7。TD-SCDMA和WCDMA标准是由 3GPP负责制定的。 

                                                             
1 OECD Policy Round Tables, ‘Standard Setting’ (2010) 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47381304.pdf 

accessed on 24 December 2015. 
2 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 
3 无线工商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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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必要专利及竞争忧虑 

出于竞争优势的考量，参与制定标准的企业往往将其技术申请为专利，当其

专利技术被纳入标准后即成为标准必要专利。 

标准必要专利是指在执行技术标准时所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的专利权。引用

ETSI 知识产权政策中的表述，“标准必要专利是被纳入某一标准的知识产权，从而

使得执行该标准则不可避免地形成对该专利权的侵权”。举例而言，一部能够连接

WCDMA 网络的手机必然需要使用 WCDMA 标准中包含的技术（专利）。因此，

生产符合 WCDM 标准的手机的生产商则一定会侵犯 WCDMA 标准的标准必要专

利权，除非生产厂商从专利权人手中获得许可。 

虽然标准化实施过程中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率，但由于被纳入标准的相关专利技

术在标准制定后将不存在替代性技术，因此可能引发反垄断方面的竞争顾虑。 

第一，在相关专利被纳入标准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可能大规模主张专利侵

权并寻求损害赔偿，不但会不合理排除其他标准竞争技术的事前竞争，也将使得

标准的实施陷入僵局，无法实现标准制定之实现效率的初旨，且最终损害标准实

施者的利益及消费者利益。  

第二，在标准制定之前或之中，市场上可能存在多个能够实现相同功能的竞

争性技术；但是，一旦标准被制定并推广，且在市场上不存在竞争性标准，那么

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权人可能获得一定的市场力量，甚至是市场支配地位。此种

市场支配地位主要来源于其“标准化”，标准化加剧、稳固了相关专利的“必要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在标准推广期，相关的市场主体可能已为实施该标准投入了大

量沉没成本（sunk cost）而被锁定于继续生产符合该标准的产品；如果相关厂商拟

生产符合该标准的产品，则只能选择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手中获得许可。在获得

市场力量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可能产生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动机和可能

                                                                                                                                                                                    
4 电信技术委员会 
5 中国通信标准协会 
6 通信技术协会 
7 世界无线通讯解决方案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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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例如，要求过高的专利费、拒绝许可、强制搭售、对于专利许可附加不合理

的交易条件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存在以上种种竞争顾虑，然而，以上担忧在具体案件中

是否转变为现实的竞争忧虑还需结合实际的专利许可情况、市场竞争情况等在反

垄断法律框架下进行全面分析。尤其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主要标准制定组织一般

均制定自己的知识产权政策，要求其成员（1）及时向标准制定组织披露其自己或

他人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并（2）就其标准必要专利承诺以公平、合理、无歧视

（FRAND）的条款和条件对外许可，从而尽可能避免前述竞争忧虑转变为现实中

的竞争阻碍。 

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反垄断法律框架下评价与标准必要专利相关行为的

合法性与否，需结合市场竞争现实情况，结合该“标准”的实施情况与影响能力，

不能仅基于对某种臆测的可能性的竞争忧虑进行生硬的反垄断干预，也不能进行

超越竞争忧虑适当程度的矫正。否则，将严重打击经营者进行创新的动力，削弱

经营者之间更高层次的“创新竞争”，从长远角度不利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体福利

的增进。 

三、中国反垄断规制下的标准必要专利 

虽然知识产权属于法律赋予权利人在一定时期内合法的垄断性权利，但知识产

权行为在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中并未受到完全的豁免。因此，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行

为仍受到反垄断法规制。我国《反垄断法》第 55 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

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

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 

可以看出，我国《反垄断法》既不否定知识产权法授予的权利，也不将知识产

权作为除外适用领域予以豁免。但需要注意的是，《反垄断法》第 55 条对哪些知

识产权行为需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规定了明确的界限，即，《反垄断法》不

适用依法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而仅适用于排除、限制竞争的不正当行使（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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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行为。因此，“是否排除、限制竞争”是决定《反垄断法》是否应当干预

知识产权行为的关键因素。 

另外，对于与标准必要专利相关行为的反垄断规制，我国《反垄断法》并没有

设计特殊的规则，而仍应当在《反垄断法》规定的法律框架下分析。目前，最常见

的标准必要专利相关行为主要体现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单方行为，主要受到我国

《反垄断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关规定。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如认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

为，应运用合理分析原则判定相关违法行为是否同时满足以下法律要件： 

第一，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第二， 实施了《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滥用行为 

第三， 滥用行为不具有合理理由 

第四，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在认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拒绝许可行为时，还应额外满足“标准必要专

利属于必需设施”这一要件。这是因为，从法理层面，专利权本身就是法律赋予权

利人的一种合法垄断，其创造者和投资者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独享专利权带来的相关

权益。仅当极特殊情况下，对于一个不能通过通常的创新方法和投资进行复制的设

施的拥有者，如果其竞争对手不能获取这一设施，市场的竞争将不可能或会受到严

重的阻碍，才应当要求该设施的拥有者就有义务同其竞争对手共用这一设施。就必

需设施的认定和适用，各国一般都设置了严格标准。 

我国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8规

定了认定知识产权为必需设施需满足以下条件： 

                                                             
8 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

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在其知识产权构成生产经营活动必需设施的情况下，拒绝许可其他经营者以合理条

件使用该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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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该项知识产权在相关市场上不能被合理替代，为其他经营者参与相关市

场的竞争所必需；  

（二）拒绝许可该知识产权将会导致相关市场上的竞争或者创新受到不利影

响，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公共利益；  

（三）许可该知识产权对该经营者不会造成不合理的损害。 

四、关于法律适用的几点思考 

（一）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是否必然拥有市场支配地位 

在华为诉 IDC 案中，广东高院认为，IDC 在中国和美国的 3G 无线通信技术标

准中的每一个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均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由于在知识产权

与标准相结合的情况下，产品制造商要生产符合标准的产品，实施标准必要专利必

不可少且不可替代，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从而获得超越专利权内涵的市场支配力量。

IDC 作为涉案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唯一供给方，其在 3G 标准中的每一个标准

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具有完全的市场份额，故其完全具有阻碍或者影响其他经营者进

入相关市场的能力，因此在相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然而，根据以上案例是否可直接得出“只要专利权人拥有标准必要专利，就必

然在每一标准必要专利市场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笔者对此推论表示怀

疑。 

第一，并不是每一标准必要专利必然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如前述，我国

《反垄断法》并未针对知识产权设计特殊的规则，对于相关市场的界定仍应当遵循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从需求替代和供给替代角度分

析。举例而言，即便某一专利被纳入标准后成为标准实施者所不可缺少的专利，然

                                                                                                                                                                                    
  认定前款行为需要同时考虑下列因素：  

  （一）该项知识产权在相关市场上不能被合理替代，为其他经营者参与相关市场的竞争所必需；  

  （二）拒绝许可该知识产权将会导致相关市场上的竞争或者创新受到不利影响，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公

共利益；  

  （三）许可该知识产权对该经营者不会造成不合理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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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市场内存在一个或多个竞争性技术标准，则该标准必要专利不应构成独立

的相关市场。如果相关标准所占市场份额较小或者已经基本没有市场需求，则与之

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应当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第二，在某一标准必要专利构成独立相关市场的情况下，其他众多因素的共存

可能导致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首先，在一个技术标准中，往往

包含几百个甚至几千个专利，然而不同专利对该标准的重要性相差很大，一般来说，

对标准和下游产品的技术重要性较低的专利很难使其专利权人获得市场支配地位。

其次，不同行业中标准的演进速度有所不同，如果在某行业中既存标准被新一代标

准替代的时间较短，则既存标准中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将受到较高程度的潜在“创

新竞争”的约束，也很难因拥有标准必要专利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再次，专利保护

和专利许可的现实状况也可能使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无法获得市场支配地位。我们知

道，标准技术是公开的，实践中存在着众多标准实施者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长期

生产符合该标准的产品。然而，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专利权救济成本高昂、实施禁

令救济一般受到程序限制、潜在许可人很容易实施拖延策略等现实因素往往促生

“反向专利套牢”（reverse patent hold-up）问题。最后，由于可能存在竞争者之间交

叉许可等其他因素的制约，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人的权利实施可能性受到限制，并

不能简单地将“标准化”与支配地位划上等号。 

因此，笔者认为，在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是否具有市

场支配地位进行评估时，应当综合考量标准及其专利技术的可替代性、标准的演进

速度、标准实施者转向其他技术标准的可能性和难度、专利保护和许可的现实状况、

专利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可行性等多种因素，不能仅因“拥有标准必要专利”这一事实

作出简单推论。 

（二） 判断滥用行为及合理理由应考虑专利许可的特殊性 

关于哪些行为可能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滥用行为，《反垄断法》第十七条

进行了列举，“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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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

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

实行差别待遇；  

    （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实践中经常引发争议的行为包括要求过高的专利费、强制搭售、对于专利许

可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等。应当承认，专利许可市场与传统市场相比复杂程度

更高，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专利纠纷等内耗性成本的角度考虑，专利许可实践

对灵活性的要求也更高。因此，笔者认为，在评估相关许可行为是否构成《反垄

断法》意义上的滥用行为，应当运用合理分析原则（rule of reason）充分考虑专利

许可实践的特殊性。 

以对“索要过高专利许可费”行为的反垄断评估为例，索要过高专利许可费是

在标准必要专利有关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问题，技术标准的实施

者出于最大程度降低成本的内在动机经常质疑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人“以终端设备

作为许可费计算基础”的做法，相反主张应当以“最小可销售单元”（Smallest Sellable 

Practicing Patent Unit，简称“SSPPU”）为原则计算许可费。然而，以 SSPPU 原则

计算许可费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合理程度如何，笔者认为需要结合许可

实践的特殊性谨慎分析。 

首先，不一定在所有案件中均能够清晰地划分某一标准必要专利的最小可销售

单元。尤其在通信行业，某一标准必要专利所包含的技术创新可能对多个零部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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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不同实体间的接口均贡献价值，此种情况下如果将最小可销售单元界定为某个

零部件，则可能低估或者是减损该标准必要专利的价值。 

其次，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专利许可实践中专利权人往往以专利组合的

形式对外许可，一个专利组合可能涉及几百个专利，如果要针对每一个专利人为界

定一个最小和销售单元，不但对专利权人是巨大的工作量，而且在一个个专利对多

个产品组成部分贡献价值的情况下，对最小可销售单元的界定还可能引发许可人与

被许可人的争议，降低许可效率。 

再次，只要整体的专利许可费水平公平合理，不应当对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

计费方法予以约束。标准制定组织经常要求其成员承诺以 FRAND 的条款和条件对

外许可其标准必要专利，我国《反垄断法》也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以不

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标准制定组织还是我国《反垄

断法》关注的均为最终的许可费水平，而对如何计费没有限定。 

最后，如果以公权力去判断许可价格的合理性，尤其应当避免公权力对市场竞

争的不当干预。简单来讲，执法机构与司法机构毕竟不是相关市场的经营主体，其

对相关市场竞争的判断毕竟没有切肤之痛，其出发点毕竟不能够完全从具体经营者

角度出发，这也就决定了执法机构与司法机构对“公平”价格的判断先天就具有“失

真”的不利因素。 

因此，在评价“以整机作为许可费计费基础”做法是否违反《反垄断法》需要结

合许可实践并充分考虑其合理理由，尤其是是需要对相关市场的具体竞争状况进行

全面了解。我国国家发改委在高通案的处罚决定中没有否定高通以整机计费的事实

也侧面反映了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笔者表示赞同。 

（三） 警惕与反对对“标准必要专利”的扩大解读 

所谓标准必要专利，其前提基础是存在某一“标准”，正是因为相关专利被纳入

该“标准”，该专利对于潜在的标准实施者才具有必要性。换而言之，如果不是一个

“标准”，即使其他竞争对手认为该专利如何重要，也不应该纳入《反垄断法》规制

的范畴。因为，专利权人决定是否交易、与谁交易以及基于什么许可条件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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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本是专利权人正当行使专利权的行为，原则上不应受到限制，这是专利权作为私

权的本质属性。然而当某一技术被制定为标准后，如前述，可能会产生竞争顾虑。

例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可能肆无忌惮地提高其专利许可费水平，对标准必要专利

实施者强加不公平、不合理的许可费以赚取垄断利润，产生事后“套牢”（ex post 

patent hold-up）现象。基于此种竞争担忧，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一般附加以 FRAND

原则对外许可其标准必要专利的义务。 

也就是说，专利权人在专利是否纳入标准之前可以自行选择：一旦决定纳入标

准，则应当承受作为标准的种种制约与不便；而如果专利权人不愿意将相关专利作

为标准，即使该专利非常重要，则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范围、方式也只是他自己

的事情，反垄断法执法机构与司法机构没有进行干预的余地。 

由于前述 FRAND 约束对于被许可人产生巨大利益影响，潜在被许可人存在天

然动机对“标准必要专利”的范围扩大到那些在商业上非常具有价值的、重要的非标

准必要专利。 

需要强调的是，从我国及欧美等主要竞争法域的执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反垄断

法对于知识产权的干预大多集中在标准必要专利相关行为。如果将“标准必要专利”

的外延任意扩大，甚至是对非标准专利也进行反垄断法规制，将不利对知识产权的

保护，从长远看不利创新效率的实现，最终有损社会总体福利。 因此，笔者建议

严格限制对“标准必要专利”的扩大解读。 

五、结论 

综上，反垄断与保护知识产权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天然冲突，但其目标均为促

进竞争和创新，提高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总体福利。《反垄断法》的过度、

不当规制将会遏制知识产权创新和竞争，有违合同自由的基本原则，也有违《反垄

断法》的立法目的。因此，在有关标准必要专利行为的反垄断执法、司法中应当非

常慎重，建议运用合理分析原则，结合相关市场的具体竞争状况，综合考虑多方因

素进行评估。同时应当严格限制对“标准必要专利”外延的扩大解读，从而防止《反

垄断法》成为个别竞争者获得私人竞争优势的工具，造成过度甚至是错误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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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速度！一步步按照经营者集中申报程序申报 

Slow Down! Follow Merger Filing Procedures Step by Step 

Michael Gu / Bai Chen9 
 
Background 
On 29 September 2015，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FCOM”) issued four penalty decisions to parties involved in four merger cases that 
failed to fulfill their notification obligations under the Anti-Monopoly Law (“AML”). It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MOFCOM has announced penalties on non-filers following the 
penalty decision given to Tsinghua Unigroup for its failure to notify its acquisition of 
RDA Microelectronics in December 2014. 
 
Penalties 
The four penalties are: 
 Bestv New Media and Microsoft were each fined RMB 200，000 for their failure to 

submit a merger filing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joint venture; 
 Bombardier Transportation Sweden and CSR Nanjing Puzhen were each fined 

RMB 150，000 for their failure to submit a merger filing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joint venture; 

 Fujian Electronics & Information (Group) Co Ltd was fined RMB 150，000 for 
its failure to submit a merger filing prior to its acquisition of a 35% stake in 
Shenzhen CHINO-E Communication;  

 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s fined RMB 200，
000 for its failure to submit a merger filing prior to its acquisition of a 35% stake in 
Suzhou Erye Pharmaceutical. 

 
1. The joint venture of Bestv New Media (“Bestv”) and Microsoft 
 
Bestv and Microsoft signed a contract on 17 September 2013 to establish a joint entity 
named E-Home Entertainment Development， with an ownership ratio of 51:49， in the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The JV was established on 1 October 2013， and is 
mainly engaged in design ，  development ，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of game 
entertainment application software. 

                                                             
9 Michael Gu is a founding partner of AnJie Law Firm based in Beijing. Michael specializ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M&A. Michael can be reached by email: michaelgu@anjielaw.com, or telephone at (86 10) 8567 5959. Bai Chen is 

an associate of AnJie Law Firm.  

mailto:michaelgu@anjie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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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COM started its investigation of the deal on 6 January 2015 under the AML 
following a complaint received in June 2014. After six months of evaluation， MOFCOM 
determined that the deal had reached the notification threshold prescribed in the AML but 
the two parties had failed to file with MOFCOM beforehand.  
 
MOFCOM conducted an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deal o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oncluded that the deal would not restrict or eliminate competition. Since both parties 
made supplemental filing after the complaint had been filed and actively cooperated with 
MOFCOM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MOFCOM imposed fines of RMB 200，000 on each 
of them (the maximum monetary penalty being RMB 500，000).  
 
2. The joint venture of Bombardier Transportation Sweden and CSR Nanjing 

Puzhen 
 
On 3 November 2014， Bombardier Transportation Sweden and CSR Nanjing Puzhen 
signed an agreement to establish a joint venture， with an ownership ratio of 50:50， 
manufacturing monorail and automated people mover (APM) cars. Both companies 
appointed board members and management executives to the JV. The JV subsequently 
obtained a business license on 11 November 2014 without notifying MOFCOM.  
 
On 29 December 2014， after being aware of the possible violation， both parties hoped 
that they could make up for their wrongdoing by submitting a remedy filing. They 
therefore notified MOFCOM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Even though the JV presented no negative impact on competition， failure to notify 
MOFCOM of a notifiable deal was in violation of the AML and as a result， MOFCOM 
decided to fine the two companies RMB 150，000 each. 
 
3. Fujian Electronics & Information (Group) Co Ltd (“Fujian Electronics”)’s 

equity acquisition in Shenzhen CHINO-E Communication (“CHINO-E”) 
 
On 16 July 2014， Fujian Electronics signed a share transfer agreement with certain 
shareholders of CHINO-E to acquire a 35% stake in the latter.  
 
On 31 July 2014， Fujian Furi Electronics， a company owned by Fujian Electronics 
through an indirect holding，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all shareholders of CHINO-E to 
purchase 100% shares of CHINO-E through a non-public offering of shares，  and 
subsequently filed this deal with MOFCOM on 12 August 2014. However，  an 
anonymous third party informed MOFCOM during the public notice period that Fujian 
Electronics had already gained control of CHINO-E through the previous 35% stake 
acquisition which should have been filed with MOFCOM in the first place. MOFCOM 
determined that Fujian Electronics’ previous 35% stake acquisition had reached the 
notification threshold，  and Fujian Electronics’ failure to notify MOFCOM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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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ion had violated Article 21 of the AML. 
 
MOFCOM evaluated the competitive impact of the transaction and determined that the 
transaction would not eliminate or restrict competition， and therefore decided to fine 
Fujian Electronics RMB 150，000. 
 
4. 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s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equity acquisition in Suzhou Erye Pharmaceutical (“Erye 
Pharmaceutical”) 
 

Fos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parent company， Fosun Pharmaceutical， initially filed 
with MOFCOM its acquisition of a 65% stake in Erye Pharmaceutical in December 2014， 
with Fos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cquiring a 35% stake and Fosun Pharmaceutical’s 
overseas subsidiary taking the remaining 30% stake.  
 
However， MOFCOM initiated an investigation on 16 March 2015 and found that Fos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d in fact completed the acquisition of the 35% stake in Erye 
Pharmaceutical during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and before obtaining clearance from 
MOFCOM.  
 
Based on the competition assessment，  MOFCOM concluded that the 35% share 
transaction met the notification threshold， but would not eliminate or restrict competition. 
Considering that Fos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parent company ，  Fosun 
Pharmaceutical， had filed the merger notification of the 65% stake acquisition with 
MOFCOM before its completion， MOFCOM fined Fos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MB 
200，000.  
 
Comment 
It has been almost a year since MOFCOM last issued a penalty decision against a non-filer. 
Compared with the fine imposed on Tsinghua Unigroup (i.e. RMB 300，000)， these four 
penalty decisions seem relatively light，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involved parties’ more 
active and cooperative attitude. For example， in the two JV deals， all involved parties 
voluntarily submitted remedy filings. In the Fujian Electronics’ case and the Fos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case， both companies took the initiative to file their acquisition 
deals with MOFCOM， although they had somewhat twisted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and failed to follow the legitimate procedure.  
 
Nevertheless， publishing four penalty decisions in one day conveys the strong message 
to companies attempting to get away with a notifiable merger that MOFCOM is closely 
monitoring merger controls in China and is determined to enhance law enforcement. 
While Bestv and Microsoft established the JV on 1 October 2013， MOFCOM started its 
investigation on the JV deal almost one and a half years later in January 2015 following a 
complaint， sending a warning that non-filers will be punished eventually no matter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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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 they have run. Even if MOFCOM did not pick up on the deal at first， a complaint from 
somewhere else would usually bring the deal into MOFCOM’s line of sight. Any 
company that hopes to avoid this fully integrated network of supervision needs to think 
twice before moving forward.  
 
Interestingly， these four cases feature distinctive cause and time point.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with respect to the two JV deals， one was after a complaint had been filed 
with MOFCOM， and the other was completely out of self-correction reasons， and for 
the two acquisition deals， illegal conduct was exposed during the public notice period 
and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respectively.  
 
The two acquisition deals imply that acquiring a 35% stake could be deemed as gaining 
control over the target company in MOFCOM’s opinion. Although whether a company 
can exercise control over another company is to be determined based on several factors 
apart from the shareholding， a 35% stake may be a crucial factor in merger review cas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nvolved parties are fortunate since they only suffered monetary 
damages， without being compelled to conduct divesture or spin-offs of their businesses. 
However， these wrongful behaviors also brought dents to their reputations.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involved parties have carelessly missed out on their filing obligations or if 
they have violated the merger filing rules on purpose given that the maximum RMB 500，
000 fine seems overly insufficient to have any deterrent effect on companies with 
multi-million annual revenues and big-ticket deals. Time is of the essence in the business 
world and RMB 500，000 is a small price to pay when compared to the damages a lengthy 
merger review process would bring on their deals.  
 
Undertakings are advised to be cautious in fulfilling their pre-merger notification 
obligations to avoid penalty， and in particular， reputational damage. However， given 
that the cost of violating the law is much low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sts (including the 
opportunity cost) associated with the potential delay in implementing the merger due to 
the long review process， some enterprises might rather take a more aggressive approach 
to implement the merger before securing clearance from MOFCOM. A more stringent 
penalty system would need to be put in place. Among other measures， the monetary 
penalty of non-filing should at least b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o that companies would 
be truly “scared” and more willing to follow filing procedures accordingly. 

 
回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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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商务部附条件批准恩智浦收购飞思卡尔股权案 

Commentary on MOFCOM’s Conditional Approval of NXP’s 

Acquisition of Freescale 

 

 
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顾正平10 

 
背景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公布了 2015
年第二例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 即恩智浦半导体股份公司（以下简

称“恩智浦”）收购飞思卡尔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思卡尔”）全部股权案。 
 
收购方恩智浦是一家全球半导体公司，从事集成电路及单一组件（分立元件）

半导体的设计、制造和销售，其产品用于汽车、无线网络基础设施、照明、移动、

消费与计算机等多种领域和行业。被收购方飞思卡尔是一家从事微控制器与数字网

络处理器（通常称为嵌入式处理器）生产和研发的公司，同时生产与其嵌入式处理

器互补的差异化半导体产品组合。 
 
商务部在详细分析了此项经营者集中对相关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后，认为此项

集中在射频功率晶体管市场上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商务部对恩智浦提

交的剥离其射频功率晶体管业务的救济措施进行了全面评估，最终同意并基于其剥

离方案做出了附条件批准其收购飞思卡尔的决定。这是近三年来商务部审查的唯一

一起以剥离可能对竞争产生负面影响的业务的附加结构性救济方式的有条件通过

案件。本案为全球性申报，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获得欧盟委员会附条件批准；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获得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附条件批准。申报方向商务部呈交的救济方

案与向欧盟及韩国竞争当局提交的方案如出一辙。出现这种相似性的原因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申报方引起各辖区反垄断执法机构关注的相关产品地域市场均被界定为

全球市场，同时也表明商务部在反垄断审查思路和执法理念上越来越与国际接轨。 
                                                             
10顾正平律师是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专长于竞争法及并购业务。联系顾正平律师可

通过电邮：michaelgu@anjielaw.com 或致电（8610）85675959。 

mailto:michaelgu@anjie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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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申报后附条件通过 
 

本案经历了申报到撤回申报，再重新申报的过程。商务部最初收到恩智浦收购

飞思卡尔案件材料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3 日，但商务部认为申报材料不完备，要

求申报方予以补充。2015 年 5 月 15 日，商务部对此项经营者集中申报予以立案并

开始审查。2015 年 9 月 11 日，经申报方同意，商务部决定进一步延长审查期限，

在进一步审查延长阶段即将届满时，申报方申请撤回案件。2015 年 11 月 10 日，商

务部对申报方的重新申报予以立案。与以往重新申报又被附条件批准的案件不同的

是，本案申报方重新申报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2015 年 11 月 27 日，在重新申报立

案后仅 17 天，商务部即做出了附条件通过的决定。但是，从申报方首次向商务部

提交材料之日起至 2015 年 11 月 27 日商务部公布附条件批准决定之日计算，该案

获批历时共计 236 天。从商务部首次立案开始计算，商务部的实际审查期限则为

192 天。 
 

《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商务部附条件批准的26 例案件中，申报方撤回案件又重

新申报的情形并不少见。商务部的公告中通常不会披露申报方申请撤回案件的具体

原因（如嘉能可国际公司收购斯特拉塔案、丸红收购高鸿 100%股权案、联发科技

股份吸收合并开曼晨星案等）。但是，在西部数据收购日立存储案的商务部决定中

披露的原因是，西部数据以案件事实产生重大变更为由申请撤回申报。我们理解大

部分案件撤回申报的原因主要是申报方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与商务部协商救济措

施。由于此类案件通常都非常复杂，申报方如果无法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能够

解除商务部竞争顾虑的救济方案，为避免交易被禁止，申报方就会主动选择撤回申

报，以赢得更多时间与商务部进行充分沟通，以增加案件获批的可能性。 
 
相关市场 
 

本次集中双方在通用微控制器、电源专用模拟集成电路（用于汽车应用领域）

及射频功率晶体管市场存在横向业务重叠。在界定商品相关市场时，商务部将模拟

集成电路市场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划分。商务部认为，模拟集成电路可以进一步分为

通用模拟集成电路及专用模拟集成电路，本案所涉及的产品为用于汽车领域的专用

模拟集成电路，商务部按照用途的不同对专用模拟集成电路实行了进一步划分，分

为电源专用模拟集成电路和非电源专用模拟电路。因具有不同的功能、IP 模块和生

产工艺，商务部认为电源专用模拟集成电路构成独立的相关商品市场。 
 
界定相关市场对竞争分析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

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科学合理地界定相关市场，对识别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

判定经营者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认定经营者的市场地位等关键问题，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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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相关市场的界定通常是对竞争行为进行分析的起点。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可以

从商品本身的特性、价格、用途、消费者需求和偏好、需求和供应替代性等角度分

析。随着相关商品市场的进一步细分，考察的范围逐渐缩小，而申报方的市场份额

会逐渐增大，同时对市场的相对影响力就越大，越容易引起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注。

商务部在本案中将相关市场细分至用于汽车领域的电源专用模拟集成电路市场，可

见商务部对商品市场的界定倾向于进行较窄的细分。 
 
在界定地域市场方面，商务部从贸易监管障碍、运输成本、供应及采购范围等

方面进行分析。由于不存在贸易监管障碍，运输成本在价格中占比极低，生产、采

购和供应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且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等原因，商务部将

通用微控制器、电源专用模拟集成电路（用于汽车应用领域）及射频功率晶体管的

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全球市场。 
 
商务部重点考察市场份额 
 

本案中，商务部着重从交易双方的市场份额及市场控制力、相关市场的集中程

度、市场进入的难易程度等几方面深入分析了此项交易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并认为

此项交易在射频功率晶体管市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根据商务部《关

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市场份额是分析相关市场结构、经营者

及其竞争者在相关市场中地位的重要因素。商务部经过分析后发现，在射频功率晶

体管市场中，竞争者较少，排名前八位的市场竞争者合计市场份额高达 90%左右，

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申报双方的市场份额分别位于全球第一和第二，2014
年双方合计市场份额高达 54%。 
 

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第二的经营者集中将消除特定领域最领先的两个竞争者之

间的竞争，这是商务部格外关注的竞争问题。在以往附条件批准的案件中，不乏采

用结构性救济方案剥离相关业务，阻止在某相关商品市场中市场份额位居第一、第

二的经营者合并的情形：如在松下收购三洋案件中，硬币型锂二次电池市场是高度

集中的市场，申报双方分别是该市场内第一和第二大生产商，合并后将占据 61.6%
的市场份额，因此商务部要求申报双方在获得附条件批准后六个月内剥离三洋公司

全部的硬币型锂二次电池业务；在联合技术收购古德里奇案件中，交易双方在飞机

交流发电系统市场中市场份额位居市场前两名，因此商务部要求联合技术在获得附

条件批准后六个月内剥离古德里奇全部电源系统业务。而在马士基、地中海航运、

达飞设立网络中心案件中，由于交易三方在亚洲-欧洲航线运力份额排名前三，三

方运力整合将显著增强市场控制力，商务部直接禁止了该经营者集中案。 
 
商务部重点考察申报方的市场份额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集中导致的市场份额激

增会产生一系列竞争问题。本案中飞思卡尔和恩智浦在射频功率晶体管市场上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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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两位的竞争对手，双方采用相似的流程和技术，且具有相同的客户群，客户通

常采用“飞思卡尔+恩智浦”的采购模式，集中双方在相关商品市场上竞争激烈、相

互制约。而本次集中将消除这种激烈的竞争，减少了客户的选择范围，增加采购风

险。因此商务部认为本次集中在射频功率晶体管市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

果。 
 
救济措施 
 

根据商务部的决定，恩智浦应当完全剥离其射频功率晶体管业务并严格按照其

向商务部提交的相关协议向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售其剥离业务。同时，恩

智浦须履行剥离前过渡期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还强调在剥离业务交割之

前，恩智浦与飞思卡尔之间的股权收购交易不得实施。 
 

本案是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附

加限制性条件规定》”）自 2015 年 1 月 5 日实施后首例采用结构性救济方式剥离对

竞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业务的案例。在《附加限制性条件规定》中，商务部对限

制性条件的确定、实施、监督变更和解除进行了详细规定。《附加限制性条件规定》

第二十条强调了剥离义务人需确保剥离业务的存续性、竞争性和可销售性。在本案

公告中，对于恩智浦提交的剥离救济方案，商务部除考察上述剥离要求外，还从剥

离业务的范围及有效性、剥离业务买方的适格性及下游客户对剥离方案的态度等方

面进行了评估。商务部在公告中列明的上述评估要点，为今后需呈交结构性救济方

案的申报方提供了有效的指引。 
 
在此前的结构性救济方案中，剥离义务人通常被要求在获得附条件批准后一定

时间内为剥离业务找到购买人并签订协议，如在辉瑞收购惠氏案件中，辉瑞公司必

须在商务部批准集中后六个月内为被剥离业务找到购买人并与之签订买卖协议；在

联合技术收购古德里奇案件中，联合技术必须在商务部批准集中后六个月内为剥离

业务找到购买人并与之签订买卖协议。商务部如此要求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市场效

率的考量，应申报方的请求尽快批准案件；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剥离义务人无法立即

找到接收剥离业务的购买人。 
 
反观本案，商务部要求恩智浦履行的义务似乎更加严格。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即是，案件重新申报后的审查初期，恩智浦即向商务部提交了结构性救济方案，

将恩智浦射频功率晶体管业务全部剥离出售给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恩智

浦已经为剥离业务找到购买人并已签署购买协议的情况下，商务部无需赋予申报方

额外时间寻找购买人。 
 
此外，商务部要求在批准决定公告之日起至剥离业务交割前，恩智浦应履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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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过渡期义务，包括尽力： 
1. 不实施与剥离业务相关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2. 不实施任何可能会对剥离业务的价值、管理或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或可能改变剥离业务的性质和范围、产业或商业策略或投资政策的行为，

并采取合理措施鼓励核心员工留任剥离业务，不寻求或调离人员到恩智浦

留存业务任职； 
3. 保证根据公平、合理和无歧视条件向剥离业务供货；及 
4. 保持剥离业务的独立性，且双方和剥离业务之间不得交换竞争性敏感信息。 

 
总结 
 

本案中商务部做出了与欧盟和韩国的反垄断机构类似的附条件通过决定。与欧

盟和韩国一致，商务部将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全球市场。商务部在本案中没有单独

分析集中可能对中国市场造成的影响。商务部的竞争分析主要围绕射频功率晶体管

市场中飞思卡尔与恩智浦的市场份额方面。从市场界定、竞争分析和最终的结构性

救济方式等方面看，商务部与欧盟、韩国等管辖区的竞争执法机构的执法思路和价

值取向越来越趋同。 
 
作为《附加限制性条件规定》出台后首例采取剥离业务救济方式的附条件批准

案件，商务部针对恩智浦提出的剥离方案就剥离业务的存续性、竞争性和可销售性、

剥离业务买方资质等方面进行了评估，为今后相关申报方提出结构性救济方案提供

了可以借鉴的先例。 
 
此外，本案经历了撤回申报又重新申报的过程，申报方在第一次申报后临近商

务部进一步审查期限届满时撤回，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就如何采取救济措施消除竞争

影响等方面与商务部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在较为复杂且涉及敏感的竞争问题的经

营者集中申报案件中，申报方撤回申报后再次申报，不失为避免交易被禁止的灵活

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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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商务部附条件批准恩智浦收购飞思卡尔股权案 

Commentary on MOFCOM’s Conditional Approval of NXP’s 

Acquisition of Freescale 

Michael Gu11 

Partner, AnJie Law Firm 

 

 

Introduction 

 

On 27 November 2015,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MOFCOM”) granted clearance to the proposed 

acquisition of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Freescale”) by NXP Semiconductors N.V. (“NXP”). This is 

the second conditional clearance case in the 2015 merger review. 

 

NXP is a global semiconductor firm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sign,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integrated 

circuits (ICs) and discrete components. Its products are used in various sectors, including the automotive, 

wireless network infrastructure, lighting, mobile, consumer and computer industries. The target company, 

Freescal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R&D of microcontrollers and digital networking 

processors (embedded processors). Freescale also provides customized semiconductor products to clients to 

complement its embedded processing solutions. 

 

After conducting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impact the concentration of undertakings may have on 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s, MOFCOM established that the proposed deal could eliminate or restrict competition in the 

radio frequency (RF) power transistor product market. MOFCOM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the remedies 

submitted by NXP, which includes the divestment of NXP’s RF power transistor business, and eventually 

granted conditional clearance to the proposed acquisition of Freescale based on NXP’s commitments. This 

is the only conditional clearance case granted by MOFCOM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with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arties adopt the structural remedy of divesting business that may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competition 

                                                             
11Michael (Zhengping) Gu is a founding partner of AnJie Law Firm based in Beijing. Michael specializ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M&A. Michael can be reached by michaelgu@anjielaw.com or telephone at (8610) 

8567 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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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relevant market. As this deal involves a global notification, it obtained conditional approvals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U) on 17 September 2015, as well as from the Kore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KFTC) on 23 November 2015. The remedy submitted to MOFCOM by NXP is quite similar to that 

submitted to the EU and KFTC. This is, to a large extent,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geographical markets of the 

relevant products, which drew the attention of anti-monopoly authorities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are 

defined as the global market. This also indicates that MOFCOM’s anti-monopoly review and law 

enforcement practices are becoming mor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 

 

Conditional approval after re-filing 

 

This case saw the re-filing of the merger notification after withdrawal of the first filing. MOFCOM initially 

received the Freescale/NXP merger filing on 3 April 2015. However, it deemed the filing incomplete and 

requested that the parties submit supplementary material. MOFCOM filed the case and initiated a 

preliminary review on 15 May 2015. On 11 September 2015, with the agreement of NXP, MOFCOM 

extended the period of review. When the extension period was coming to its end, NXP requested withdrawal 

of the filing. On 10 November 2015, MOFCOM initiated a fresh review for the parties’ re-filing. Unlike 

other cases that were also conditionally approved after re-filing, this case was quickly approved. MOFCOM 

made the decision on 27 November 2015, only 17 days after the re-filing. From the date the parties first 

submitted the notification to MOFCOM to the date when MOFCOM published the conditional approval, the 

review process took a total of 236 days. Nevertheless, the actual review period is 192 days if counting from 

the date that the case was filed by MOFCOM for the first time. 

 

MOFCOM has conditionally approved 26 cas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of 

which many cases involve re-filing after withdrawal of filing. MOFCOM announcements generally do not 

disclose the reasons for withdrawal (e.g.Glencore/Xstrata case, Marubeni/Gavilon case, Media Tek/MStar 

Semiconductor case). However, in Western Digital/ Hitachi case, MOFCOM disclosed the reason for 

withdrawal of the case. The reason was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hanges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To our 

understanding, the main reason for withdrawal in most cases is that it is a way for the notifying parties to 

buy time to negotiate remedies with MOFCOM. In some complex cases, notifying parties may voluntarily 

withdraw the case if they cannot propose remedial measures to relieve MOFCOM’s competition concerns 

within the time limit prescribed by law. By taking such a step, they win more time to communicate with 

MOFCOM to avoid the transaction being banned and t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obtaining clearance. 

 

The relevant market 

 

In this case, NXP and Freescale have horizontal overlaps in the general microcontroller, automotive 

power-use analog ICs and RF power transistor product markets. When defining 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MOFCOM made a detailed division of the analog ICs market by differentiating general analog IC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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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analog ICs. The products involved in this case are special analog ICs used for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MOFCOM further divided special analog ICs into power-use special analog ICs and non 

power-use special analog ICs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functions. Since they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IP 

modules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MOFCOM held that automotive power-use analog ICs constituted an 

independent product market. 

 

Defining the relevant market is crucial to competition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on the 

Definition of a Relevant Market promulgated by the Anti-Monopoly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definition of the relevant marke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ritical issues, such as 

identifying existing and potential competitors, determining the market share of a business operator and 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io and determining the market position of a business operator, etc. Defining the 

relevant market is generally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analysis of a competition conduct. When defining 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the factor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may include the product’s characteristics, price, 

intended use, consumer preference and substitutability of demand and supply. As 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is further subdivided, the scope of inspection will be narrower and the notifying parties will be 

regarded as having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market due to the increase in market shares. This is more likely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anti-monopoly authorities. In this case, MOFCOM defined 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as the automotive power-use analog ICs market, indicating that MOFCOM is inclined to make 

narrow subdivisions when defining product markets. 

 

To ascertain the relevant geographical market, MOFCOM conducted its analysis by looking at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regulatory barriers to trade, transportation costs, supply and procurement scope, etc. The 

relevant geographical markets of general microcontroller, automotive power-use analog ICs and RF power 

transistor were defined as global markets by MOFCOM on the following grounds: there are no regulatory 

barriers to the trading of the relevant products; transportation costs account for a low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market price; the manufacture, procurement and supply of the products take place across the globe; and 

suppliers have to compete on a global scale. 

 

MOFCOM focuses its review on market shares 

 

In this case,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arties’ market shares and control capability, the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 and the market entry difficulty level, MOFCOM established that the 

proposed deal could eliminate or restrict competition in RF power transistor product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Interim Provisions on the Assessment of Impact of Concentration of Undertakings on Competition 

published by MOFCOM, market shar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relevant 

market an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osition of the undertakings and their competitors in the relevant 

market. After analysis, MOFCOM found that RF power transistor product market features few competitors 

and high concentration levels. The top eight market players account for around 90% of the market, and N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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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reescale’s market shares are number one and two in the global market, with a combined market share 

of 54% in 2014. 

 

The merger of the undertakings in this case will remov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op two market players, 

thus garnering the close attention of MOFCOM. There are similar preceding cases in which the mergers of 

parties with top-ranked market shares had been conditionally approved, on the condition that structural 

remedies of divesting relevant business be adopted. In Panasonic/Sanyo case, the notifying parties were the 

largest and second largest manufacturers in the highly concentrated button-type rechargeable lithium battery 

market. The merger between the parties would result in Panasonic holding 61.6% market share. In light of 

this, MOFCOM requested that the notifying parties fully divest Sanyo’s existing button-type rechargeable 

lithium battery business within six months of obtaining conditional clearance from MOFCOM; In 

Goodrich/United Technologies case, the notifying parties were the two biggest market players in the aircraft 

AC power systems market. MOFCOM thus requested that United Technologies divest Goodrich’s power 

systems business within 6 months of obtaining conditional clearance from MOFCOM. In addition, in 

Maersk/Mediterranean Shipping/CMA CGM, a case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twork Center, the 

capacity shares of the transaction parties are top three in the Asia-Europe route. As the integration woul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arties’ market power, MOFCOM decided to prohibit this concentration of 

undertakings. 

 

The main reason MOFCOM focused on the market shares of the two partie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boost 

of market shares from the concentration may give rise to a series of competition issues. NXP and Freescale 

are the top two competitors in the RF power transistor product market with similar process technologies and 

similar pool of clients that tend to procure products from both companies. The two players have competed 

fiercely and created competition constraints for each other in the relevant market. The proposed deal will 

thus eliminate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market players, reduce options for clients and 

increase procurement risks. MOFCOM therefore considered that the proposed deal has the potential to 

eliminate or restrict competition in the RF power transistor product market. 

 

Remedial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MOFCOM’s decision, NXP shall follow its written commitment submitted to 

MOFCOM and completely divest its RF power transistor business to Beijing Jianguang Asset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NXP shall strictly fulfill its oblig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NXP/Freescale deal shall only be implemented after the divestment deal has been concluded. 

 

This is the first case in which MOFCOM adopted a structural remedy of divesting business to counter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n competition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n Imposing 

Restrictive Conditions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Undertakings (Trial Version) (“Provisions on Imp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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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ve Conditions”) on 5 January 2015. In the Provisions on Imposing Restrictive Conditions, 

MOFCOM made detailed provisions for the determination, fulfillment, supervision, change and termination 

of restrictive conditions. Article 20 of the Provisions on Imposing Restrictive Conditions emphasizes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vestment obligors is to ensure the viability, competitiveness and marketability of the 

divested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aforesaid concerns, MOFCOM focused on the scope and effect of the 

divested business, the suitability of potential buyers and the attitude of downstream buyers towards the 

remedies. These assessment points in MOFCOM’s announcement provide guidance and act as future 

reference to notifying parties who need to submit structural remedies. 

 

In previous cases involving structural remedies, divestment obligors are usually required to find buyers and 

sign agreements for the divested businesses within a specified period of obtaining conditional clearance 

from MOFCOM. For instance, in Wyeth/Pfizer case, Pfizer was required to seek out and enter into an 

agreement with a buyer for the divested business within 6 months of obtaining conditional approval. 

Likewise, in Goodrich/United Technologies case, United Technologies was required to seek out and enter 

into an agreement with a buyer for the divested business within 6 months of obtaining conditional approval. 

This is partly due to the market efficiency considerations, as notifying parties request for quick approval, 

and partly out of consideration for the divestment obligors in not being able to find a buyer immediately. 

 

Nevertheless, it seems that the obligations of NXP required by MOFCOM were stricter in this case.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NXP proposed a structural remedy to MOFCOM, including 

divestment of its RF power transistor product operations to Beijing Jianguang Asset Management,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review of the second notification. Since NXP had already found and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with a buyer for the divested business, it was not necessary for MOFCOM to grant extra time to 

NXP for the purpose of seeking a buyer. 

 

In addition, MOFCOM requires NXP to perform relevant oblig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he 

date of approval announcement till the divestment deal has been concluded. NXP shall endeavor: 

5. not to engage in any ‘unfair trade practices’ relating to the divested business; 

6. not to implement any acts which may have significant adverse impact on the value, management or 

competitiveness of the divested business, or any acts which may change the nature and scope, 

industry or business strategy or investment policy of the divested business, and to take reasonable 

measures to encourage core employees to stay in the divested business, as well as not to seek or 

transfer employees to NXP’s non-divested business; 

7. to ensure supply to the divested business in a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manner; and  

8. to maintai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divested business, and not to exchange competitive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the divested business.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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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case, MOFCOM made a conditional approval, similar to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EC and KFTC.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approaches by the EC and KFTC, MOFCOM defined the relevant geographical 

market as the global market. MOFCOM did not conduct a separat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the acquisition on 

the Chinese market. MOFCOM mainly 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market shares of Freescale and NXP in the 

RF power transistor market. In terms of market definition, competitive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remedies, 

MOFCOM’s approach to the enforcement of anti-monopoly law is becoming more convergent to that of EC 

and KFTC. 

 

As the first case approved with structural remedies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Provisions on Imposing 

Restrictive Conditions, MOFCOM’s evaluation of the viability, competitiveness and marketability of the 

divested business, as well as the suitability of potential buyers, in this case sets a referential precedent for 

filing parties who may be required to submit structural remedies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is case went through the re-filing process after withdrawal of the first filing. The notifying 

parties withdrew the case near the expiration of the further review period in order to gain more time to 

discuss effective remedies with MOFCOM. In complex concentrations involving sensitive competition 

issues, withdrawing and re-filing can be adopted as a flexible strategy to avoid the deal being prohibited by 

MO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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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反垄断执法风格更显稳健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2015 is More Stable and Steady  

2015 年，我国反垄断执法工作更加常态化、精细化。而最能体现反垄断执法拓

展广度和深度的标志，就是两个“首例”。2015 年，我国首例否定行政垄断的司法

判决判例产生；2015 年，国家发改委对高通公司开出史上最大额反垄断罚单。 

首个行政垄断司法判决产生 

2015 年 2 月 2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广东省教育厅在“工程造价基本技

能赛项”省级比赛中，指定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软件，为独家参赛软件

的行为，违反反垄断法规定。 

这是反垄断法实施近七年以来，我国首次产生行政垄断的司法判决，无疑是我

国反垄断法实施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该案是反垄断法实施 6 年多来，首次进

入实质诉讼程序的案件。涉及到的如何认定“行政垄断行为”？对“规范性文件、政

策”等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可以提起反垄断诉讼？这些问题都是行政垄断案件中最

具争议的焦点，而一审法院的判决对这些都给予正面回答。 

如何认定“行政垄断行为”?广州中院在一审判决当中指出，根据反垄断法第三十

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

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

商品。”省教育厅“指定独家参赛软件”行为符合构成行政垄断的要素条件，即在主

体上，省教育厅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在行为上，其“指定独家参赛软件行为”符合“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

热点问题聚焦 Hotspot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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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至于“滥用行政权力”，法院依据行政诉

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对自己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认定省教育厅对自己

“指定独家参赛软件”行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合法性，为此教育厅构成“滥用行政

权力”。 

此案中另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行政机关发布的各种“文件”、“通知”能否作为行

政诉讼起诉对象?对此，法院判决阐述了自己的理解:本案中的广东省工程造价基本

技能省级选拔赛，是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而省赛组委会发布的各种“赛项通知”、

“赛项技术规范”、“竞赛规程”，也都是经过省教育厅审核通过方才对外公布的。因

此“指定独家参赛软件”行为，是广东省教育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该案件属

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该案审理颇有特色的地方在于首次在行政垄断诉讼中引入专家证人出庭这一

环节。由于这是司法领域第一次受理行政垄断的行政诉讼，涉及专业问题很多，广

州中院为了高水平审理，允许反垄断法领域和行政诉讼法领域的知名专家发表专家

证言。 

广州市中院的一审判决无疑给我国今后行政垄断诉讼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参

考。 

史上最大反垄断罚单出炉 

2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行政处罚公告，决定对美国高通公司垄断违法行为

罚款人民币 60.88 亿元（约合 9.75 亿美元），并要求高通公司针对存在问题作出五

项整改。同日，高通公司发表声明确认了这一事实，并表示对发改委的处罚决定不

持异议。至此，这场国内史上历时最长、罚款数额最高、海内外最受关注的反垄断

案宣告尘埃落定。高通反垄断案成为我国反垄断执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

件之一。 

此次高通被罚款 60.88 亿元人民币，为中国有史以来金额最高的反垄断罚款，

是 2014 年全年 17 亿元人民币反垄断罚款总额的三倍还要多。而发改委作出罚款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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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依据，是高通在华 2013 年度销售额 761 亿元人民币约的 8%，接近反垄断法规

定的销售额 10%的罚款上限。如此巨额罚款，意在警告其他涉嫌垄断违法行为的企

业，在法律面前谁都不能心存侥幸。 

高通反垄断案的调查处理，从 2013 年 11 月拉开序幕，在长达 15 个月时间内，

我国反垄断部门经过细致深入的调查和大量的取证，并与高通公司有关方面进行了

多次沟通，确认高通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一系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违反我国

反垄断法的相关条款，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反垄断法作出罚款和整改决

定，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精神。而此案带给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引发

了世界反垄断格局的变化。欧美国家一直以反垄断先行者的身份对中国的反垄断执

法工作进行评论和介绍经验。但是高通案改变了这种模式。欧美国家开始追随我国

反垄断执法部门的步伐启动对高通的调查，也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的规则制定方

面，开始与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经验交流和借鉴。 

2015 年反垄断案件申报数大增 

10 月 20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外披露，2015 年前 9 个月，商务部收

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案件申报数、立案数和审结数大幅度增长，这与近两年并购案

件数大幅增长有关。 

数据显示，今年前 9 个月，商务部收到的案件申报共 244 件，同比增长了 43.5%；

立案 247 件，同比增长了 49.7%；审结 236 件，同比增长 42.2%。从审结案件情况

看，制造业仍占据最大比例，大概占 60%。根据《中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

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等相关规定，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都必须事先

向商务部进行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今年比较有社会影响力的并购案包括：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标致雪铁

龙汽车公司拟新设合营企业案、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案、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认购 CMW（英国）有限公司增发股份并控

股百安居中国、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十堰大章实业有限公司拟新设合营

企业案、通用电气公司收购阿尔斯通的电力和电网业务、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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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标致雪铁龙汽车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等等。 

行政垄断案件全面开花 

首例行政垄断司法判决和史上最大反垄断执法罚单的产生，让我国在 2015 年

的反垄断执法工作迈开了更加沉稳的步调。 

10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对外透露，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和省

级价格主管部门查处经营者垄断案件 10 起，实施经济制裁 66.05 亿元。 

更可喜的是，一直备受诟病的、拖反垄断执法“后腿”的反行政垄断执法工作开

始进入高潮期。11 月初，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发

改委共查处行政垄断案件 6 起，其中 2015 年就达 5 起。统计显示，这 6 起案件包

括河北省交通厅、山东省交通厅、云南省通信管理局、安徽省蚌埠市卫计委、四川

省卫计委、浙江省卫计委等政府部门实施的地方保护、指定交易、强制交易、制定

含有排除和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发改委对上述行政垄

断的行为进行了依法纠正。 

目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在我国一些地方仍然表现的较为严重。

行政垄断是垄断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其实质是行政权利的滥用，这在很大程

度上使得中国市场状态发生了扭曲，危害和弱化了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阻碍了

社会进步，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环境，不利于地区和行业经济的长远发展，阻碍了全

国统一、开放、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来源：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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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政策：推动管制放松，破除行政垄断 

Competition Policy: Promote Deregulation and Break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三五”时期已到了更

加重视市场监管的阶段。其中，在规范市场秩序中提出，一要强化竞争政策的重要

作用，把规范市场秩序、改善市场环境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二要改革扭曲

市场竞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消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充分发挥我国的市场潜力

等。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让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加快确

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政策先行：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和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本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我国对竞争政策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重视程

度越来越高，并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15 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引导”；“探索实施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随后，《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5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促进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有效协调”；“建立和规范产业

政策的公平性、竞争性审查机制”。 

紧接着，《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强调

要“加快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10 月份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

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快建立竞争

政策与产业、投资等政策的协调机制”、“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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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黄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我国强调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和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与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关系、改革开放整体部署，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要求相

适应的。竞争政策相对于产业政策具有更多的长期优势，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对

政府不合理的干预竞争行为的约束，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市场竞争。 

需要妥善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 

黄勇认为，竞争政策是国家为了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实施的经济政策和法律

等的总称，主要涉及准入公平和竞争过程公平。他表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具有

明显差别：产业政策往往是短期的或者有时间限度的，由政府主导并以行政手段居

多；而竞争政策则是长效机制、市场化机制，按照市场的规律运行且属于法治手段。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产业政策作为主导性的经济政策，竞争政策处于边缘

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黄勇说，我国政府经常采用的产业政策多为纵向、

专项型，而非横向、普惠型，这严重扭曲了市场竞争。 

黄勇表示，目前，产业政策弊端凸显，不仅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逐步递减，

对我国产业、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转型升级和国家创新战略的负面影响都逐步变大，

“实际上，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作为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均通过竞争政策保护和

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市场中发挥作用，从而实现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资

源配置的目的。” 

推动管制放松破除行政垄断 

黄勇认为，对于我国而言，竞争政策具有多元价值和功能。 

首先，竞争政策有助于推动管制放松。尽管我国《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

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

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

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黄勇说，

这并不意味着管制行业被反垄断法所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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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尽管上述特殊行业的市场准入、价格制定仍属于管制的范畴，但是管

制合理性本身必须接受竞争审查。同时，管制领域的企业行为也属于《反垄断法》

的管辖范畴。即使是企业执行政府定价中的指导价，也可能受《反垄断法》规制。

因为企业可能在设定的价格浮动范围内达成价格卡特尔，从而涉嫌违反《反垄断

法》。 

黄勇强调，随着国家对管制行业中非竞争性与竞争性业务认识的深入，很多竞

争性业务也逐步放开，非公企业开始进入这些市场参与竞争。在这一过程中，竞争

政策有助于放松管制，促进传统管制行业的市场竞争，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高消

费者福利。 

其次，竞争政策有助于破除行政垄断。黄勇说，行政垄断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

权力超越其合法权限的行为，导致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社会资源得不到合理优化

配置。过去，我国政府及政府部门习惯于以“红头文件”、通知、会议纪要等方式破

除行政垄断，比如多部委联合发文，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政策的一部分，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在实践中也已经初现成效。”黄勇认为，随着去年《行政诉讼

法》的新修订，《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将更为有力。 

落实竞争政策的有效途径有哪些？ 

黄勇建议，为了有效落实竞争政策，应该尽快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

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加快确立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性经济政策。在竞

争政策层面下，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竞争倡导和加强反垄断执法是三个有效途

径。 

首先，加快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黄勇认为，政府对竞争的不合理限制包括

限制竞争激励、限制竞争资格、限制竞争结果和限制竞争行为，而不限于《反垄断

法》中所禁止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理论上讲，任何可能具有限

制、扭曲竞争影响的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都属于公平竞争审查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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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讲，公平竞争审查的对象首先应该是从效力最低的规章、

各类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开始，逐步过渡到对法律的审查。建议竞争执法机

构依法通过专业手段对这些限制进行审查，从而提出修改意见。 

其次，国有企业对于竞争政策、市场竞争机制、反垄断都没有基本的认识。认

识的僵化、滞后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竞争政策的落实。”黄勇坦言，亟须定期组织

产业政策和立法的制定、执行的部门和人员，接受竞争执法机构、反垄断专家有关

竞争法的知识培训，从而增加其对限制竞争危害、可能限制竞争政策手段的认知，

提高其自觉避免限制竞争的意识。 

最后，在进一步加强反垄断执法，重点关注行政垄断方面，黄勇说，今年以来，

国家发改委对行政垄断的执法力度明显加大，先后查处了山东省交通厅、云南省通

信管理局、安徽省蚌埠市卫计委、四川省卫计委、浙江省卫计委等案件，向社会各

界彰显了反垄断机构执法的信心和决心。 

长期来看，针对行政垄断的执法仍然是竞争执法的重要一环。因此，执法机构

要充分利用《反垄断法》赋予的调查权、定性权和执法建议权，抓住十八届四中全

会确立“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具体目标的有利契机，按照《反垄断法》及配套规定

进一步认真严格查处行政垄断，从而促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市场。 

近期，互联网领域竞争出现了新的明显态势：业内龙头企业纷纷合并。简单一

数，即 58 同城和赶集网、滴滴和快的、美团和大众点评以及刚刚出炉的携程和去

哪儿合并。这些合并的共同点就是合并双方都是各自领域内数一数二的企业，因而

被戏称为“老大娶老二”。 

上述合并，资本方是直接赢家，但政府的反垄断监管，却不是以资方标准为标

准，而是以消费者利益为根本标准。也就是说，是否能为消费者提供新的价值，才

是政府监管的终极衡量标准。 

从这个角度观察，直接考虑的是有关合并是否能够实现各方市场资源的有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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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从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市场运营成本、开发新的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新

的价值。目前尚不敢断言，只能说这是必须的，是所有市场行为理所当然的努力方

向，目前看来也有实现的可能。 

但更重要的，是考虑合并后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对行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即企

业是否有更强的意愿和压力为消费者提供新的价值。如果并购弱化了竞争，甚至形

成了垄断，则可能降低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更好价值的意愿，转为利用市场垄断地位

赚钱；如果是强化了竞争，或者至少没有弱化竞争，则为了竞争和发展的需要，优

势企业仍必须想方设法维持、加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地位，努力通过自己的经营为消

费者提供更多福利，而其他企业也依然可以有充足条件挑战领先企业的市场地位。

鉴于互联网条件下竞争态势、竞争格局的根本改变，以及有关领域的市场竞争格局，

相关并购似乎还不足以削弱竞争，更不可能消灭竞争，所以正向竞争的总体态势依

然会保持。当然，市场竞争格局如何变化尚有待观察。 

那么，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反垄断监管应该怎么办？根据我国有关反垄断管理

规定，有关并购无疑应属于反垄断审查范畴，启动反垄断审查和监控是必要的，但

如何判断、如何认定却与传统的反垄断审查有很大不同。 

首先，这些合并是否会压制其他竞争对手，产生弱化竞争的效果？现在看还不

会。虽然这些龙头企业合并理所当然占据了相关领域大半市场份额，但远不能说就

能控制了市场的定价权，无论是对上游的服务/产品提供者还是下游的消费者，以

及同领域的其他竞争对手。其中根本原因是互联网时代竞争特征的极大改变，即竞

争平面化、直接化，渠道控制力大大减弱。如携程去哪儿合并后或许他们可以协调

市场策略不再烧钱打价格战，但他们却左右不了其他 OTA 服务商。如果携程去哪

儿合并后提供的服务、价格没有竞争力了，其市场份额很容易就会被其他竞争对手

抢走。 

其次，从更广泛的市场角度考虑，这些合并还远不能说形成了市场垄断。如携

程去哪儿合并后是占了我国在线旅游(OTA)市场份额的近 70%，可 OTA 只占我国

旅游业的不到 10%，也就是说，合并后的携程去哪儿也只占我国旅游销售市场的不

到 7%，且各种旅游销售方式替代性极强，供需双方的替代成本也很低，即使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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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企业也不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市场地位来控制市场。同时，从旅游业总体发展

态势来看，OTA 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市场空间巨大，竞争格局更不可能固化，

不能静态、绝对地看待目前优势企业的市场份额。 

第三，必须重新考虑互联网竞争时代有关市场垄断的判定问题。应该看到，互

联网时代的市场竞争，与传统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有根本差异。传统竞争条件下，50%

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意味着对于市场的绝对垄断，相对于竞争对手、产品供应商和

消费者都具有了绝对优势地位，可以利用此地位谋取利益。因为市场渠道掌握在垄

断者手里，而生产者、消费者无法直接交易或者直接交易成本巨大以至于不可能，

而竞争对手短时间内也无法替代这个巨无霸直接面向消费者，即使这些竞争对手可

以提供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形成了市场竞争

壁垒。但互联网时代的竞争有了根本性变化，市场越来越平面化、直接化，生产商、

服务商与消费者的连接不再遥不可及或成本巨高，而是可以点对点直接面对，几乎

不需要付出替代成本，这就对中介服务商产生了根本制约，即使行业巨头也不可能

绑架两者了———我们作为个体消费者其实都已经有了类似的消费体验。同时，这

种状况也让竞争对手不再受到传统市场竞争那样的压制，市场格局随时可能发生颠

覆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优势市场地位的控制力、持续力大大削弱，原来意义上的

市场竞争壁垒几乎不再存在。所以，在互联网竞争态势下，单纯的市场份额，已经

不能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垄断的基本标准。 

 第四，即使在传统的反垄断领域，也越来越趋向于垄断行为的禁止，而非一

般的市场优势地位禁止。换言之，即使某个企业在某个领域拥有了绝对市场优势地

位，但却没有“不当”利用这一优势地位去谋取利益，损害消费者和竞争对手权益，

政府也不能以反垄断为由强令该企业取消其市场垄断地位，如以前通常采用的拆分

等手段。也就是说，只要政府保留着对于企业的垄断行为随时进行查处的权力，并

且这种查处可以即时消除垄断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则没有必要对于企业获取更大

市场份额的行为予以提前禁止，而应转而加强对其实际经营行为的监控。从国际反

垄断的趋势看，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国际化，以及互联网时代竞争特点的变化，主

要国家反垄断的重点已经越来越转向对于企业实际垄断行为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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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假如我们对于互联网时代垄断与反垄断的基本特征还认识不清，应

该采取的做法也不是在企业获取市场优势地位的过程中予以制止，而是强化后期企

业市场竞争具体行为的监管，这样才能避免对于市场的不当干预，既维护市场竞争，

又激励企业创新、集约、规模发展，实现行业发展水平提升和消费者福利增加的高

度统一。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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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执法两个“首例”彰显法治精神 

Two “the First” Cases in Antitrust Enforcement Manifest the 

Spirit of Rule of Law 

2015 年，我国反垄断执法工作更加常态化、精细化。而最能体现反垄断执法拓

展广度和深度的标志，就是两个“首例”。2015 年，我国首例否定行政垄断的司法

判决判例产生；2015 年，国家发改委对高通公司开出史上最大额反垄断罚单。 

首个行政垄断司法判决产生 

2015 年 2 月 2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广东省教育厅在“工程造价基本技

能赛项”省级比赛中，指定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软件，为独家参赛软件

的行为，违反反垄断法规定。 

这是反垄断法实施近 7 年以来，我国首次产生行政垄断的司法判决，无疑是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该案同时也是反垄断法实施 6 年多来，首次进入实质诉讼程

序的案件。 

如何认定“行政垄断行为”?对“规范性文件、政策”等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可以提

起反垄断诉讼?这些问题是以往行政垄断案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而本案中，一审

法院的判决对这些都给予了正面回答。 

对于如何认定“行政垄断行为”，广州中院在一审判决当中指出，根据反垄断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

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

提供的商品。”广东省教育厅“指定独家参赛软件”行为符合构成行政垄断的要素条

件，即在主体上，省教育厅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

能的组织”；在行为上，其“指定独家参赛软件行为”符合“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

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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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滥用行政权力”，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对自己的具体行政

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认定广东省教育厅对自己“指定独家参赛软件”行为不能提供

证据证明其合法性，因此构成“滥用行政权力”。 

此案另一争议焦点是，行政机关发布的各种“文件”“通知”能否作为行政诉讼起

诉对象? 

对此，法院判决指出:本案中的广东省工程造价基本技能省级选拔赛，是由广东

省教育厅主办的，而省赛组委会发布的各种“赛项通知”“赛项技术规范”“竞赛规

程”，也都是经过省教育厅审核通过方才对外公布的。因此“指定独家参赛软件”行

为，是广东省教育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该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该案审理颇具特色的地方在于，首次在行政垄断诉讼中引入专家证人出庭这一

环节。由于这是司法领域首次受理行政垄断的行政诉讼，涉及专业问题很多，广州

中院为了高水平审理，允许反垄断法领域和行政诉讼法领域的知名专家发表专家证

言。 

广州市中院的一审判决，无疑给我国今后行政垄断诉讼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参

考。 

史上最大反垄断罚单出炉 

2015 年 2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行政处罚公告，决定对美国高通公司垄断

违法行为罚款人民币 60.88 亿元(约合 9.75 亿美元)，并要求高通公司针对存在问题

作出五项整改。同日，高通公司发表声明确认了这一事实，并表示对发改委的处罚

决定不持异议。 

至此，这场国内史上历时最长、罚款数额最高、海内外最受关注的反垄断案宣

告尘埃落定。高通反垄断案成为我国反垄断执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之

一。 

此次高通被罚款 60.88 亿元人民币，为中国有史以来金额最高的反垄断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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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14 年全年 17 亿元人民币反垄断罚款总额的三倍还要多。而发改委作出罚款决

定的依据，是高通在华 2013 年度销售额 761 亿元人民币的 8%，接近反垄断法规定

的销售额 10%的罚款上限。如此巨额罚款，意在警告其他涉嫌垄断违法行为的企业，

在法律面前谁都不能心存侥幸。 

高通反垄断案的调查处理，从 2013 年 11 月拉开序幕，在长达 15 个月时间内，

我国反垄断部门经过细致深入的调查和大量的取证，并与高通公司有关方面进行了

多次沟通，确认高通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一系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违反我国

反垄断法的相关条款，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反垄断法作出罚款和整改决

定，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此案带给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引发了世界反垄断格局的变化。欧美

国家一直以反垄断先行者的身份对中国的反垄断执法工作进行评论和介绍经验，而

高通案改变了这种模式。欧美国家开始追随我国反垄断执法部门的步伐启动对高通

的调查，也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的规则制定方面，开始与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进

行经验交流和借鉴。 

反垄断案件申报数量大增 

10 月 20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外披露，2015 年前 9 个月，商务部收

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案件申报数、立案数和审结数大幅度增长，这与近两年并购案

件数大幅增长有关。 

数据显示，今年前 9 个月，商务部收到的案件申报共 244 件，同比增长了 43.5%；

立案 247 件，同比增长了 49.7%；审结 236 件，同比增长 42.2%。从审结案件情况

看，制造业仍占据最大比例，约占 60%。根据我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经营者

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等相关规定，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都必须事先向商

务部进行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记者经过梳理，今年影响力较大的并购案包括: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北

车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案、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认购 CMW(英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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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增发股份并控股百安居中国、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标致雪铁龙汽车公司

新设合营企业案等。 

一年查处 5 起行政垄断案件 

2015 年，首例行政垄断司法判决和史上最大反垄断执法罚单的产生，让我国的

反垄断执法工作迈出了更加沉稳的一步。 

10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对外透露，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和省

级价格主管部门查处经营者垄断案件 10 起，实施经济制裁 66.05 亿元。 

更可喜的是，一直备受诟病的、拖反垄断执法“后腿”的反行政垄断执法工作开

始进入高潮期。11 月初，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发改委

共查处行政垄断案件 6 起，其中 2015 年就达 5 起。 

统计显示，这 6 起案件包括河北省交通厅、山东省交通厅、云南省通信管理局、

安徽省蚌埠市卫计委、四川省卫计委、浙江省卫计委等政府部门实施的地方保护、

指定交易、强制交易、制定含有排除和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

规定，发改委对上述行政垄断的行为进行了依法纠正。 

专家指出，目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在我国一些地方仍较为严

重。行政垄断是垄断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其实质是行政权利的滥用，这在很

大程度上使得市场状态发生扭曲，危害和弱化了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阻碍了社

会进步，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环境。而随着 2015 年查处行政垄断案件数量的激增，

彰显了本届政府简政放权、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坚定决心。2016 年，值得期待。 

 

来源：法制日报 

回到目录 

 



~ 117 ~ 

www.anjielaw.com 

 

欧盟对高通展开反垄断调查 称其挤压对手 

EU Starts Antitrust Investigation on Qualcomm for 

Maliciously Squeezing its Opponents 

网易科技讯 12 月 9 日消息，据彭博社报道，高通在欧盟也遇麻烦了。欧盟反

垄断机构日前表示，该部门目前正在就高通是否在销售策略上存在恶意挤压竞争对

手的行为展开调查。 

高通自 2011 年起便一直向未公开身份的一线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生产商支付

巨额款项，并以此来换取芯片独占权，欧盟委员会表示。此外，该公司还在 2009

至 2011 年期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芯片，从而挤垮了较小规模竞争对手 Icera，

后者如今为英伟达所有。 

   “我担心高通的行为导致了竞争对手被挤压出局，或者阻碍了市场竞争。”欧盟

委员会官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表示，“许多消费者在享受智

能手机和其他设备带来的高速互联网体验，然而基带芯片则是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的

关键组成。” 

欧盟对高通展开反垄断调查，使其正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企业的名单又增添了一

位。目前，包括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微软以及英特尔等都正在接受欧盟调查。 

根据法律，如果企业拒绝向欧盟认罪，可能会被处以最高全球全年营收额 10%

的罚金，然而如果企业认罪，并提出修改，则可避免被欧盟处罚。  

来源：网易科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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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王晓晔 

摘要：域外适用制度，一直是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的难点和重点之一。本文首

先阐述了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立法及其新发展，然后在评析我国《反垄断

法》域外适用的重点案例的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的

具体措施，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反垄断法域外适用跨国公司 

反垄断法具有域外适用效力，主要因为反垄断法与国际经贸活动，特别与跨国

公司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扼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维护本国市场的有效

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不仅适用于本国市场的限制竞争，而且

还适用于在国外产生但对本国市场具有不利影响的限制竞争。反垄断法适用于境外

发生的限制竞争行为，被称为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因为

很多跨国公司在我国落户，几乎任何一个具全球影响的企业并购都要向我国商务部

进行申报，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也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及其新发展 

理论研究 Theo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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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理论基础 

2007 年 8 月 30 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垄断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毫无疑问，

这个条款性质上是一条冲突规范，即指出我国《反垄断法》也适用于我国境外发生

但对我国市场竞争具有排除、限制竞争影响的垄断行为。随着这个条款的实施，我

国《反垄断法》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该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那些在外国有

住所或者营业场所的企业，如果它们在国外策划或者实施的限制竞争对我国市场竞

争有限制性的影响；二是该法对在国际市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我国企业的适用受

到了限制，如果它们的限制竞争行为对我国市场竞争没有影响。简言之，我国《反

垄断法》适用对我国市场具有影响的限制竞争，而不管行为人的国籍、住所以及限

制竞争行为的策源地国。 

我国《反垄断法》规定域外适用，受到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影响。在 1945 

年美国联邦政府诉美国铝公司（Alcoa）一案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的 Hand 法官

指出，《谢尔曼法》适用于外国企业在美国境外订立协议的情况，如果“其意图是影

响对美国的出口，且事实上影响了对美国的出口。”在这个案件中，加拿大铝公司

因参与了一个主要由欧洲企业组成的地域卡特尔，限制向美国出口铝锭的数量，从

而被指控违反了美国的《谢尔曼法》。Hand 法官指出，域外管辖权是一个国内法问

题，该案“没有解决的惟一问题是国会是否要求那些美国境外人士也承担责任，或

者美国宪法是否允许外国人承担责任。作为美国法院，我们不能越过自己的法律。”

但他依据美国的习惯法又指出，“任何国家都有权规定，即便不属于本国的臣民，

他们也不得在该国领土之外从事一种受该国谴责且对该国境内产生不良后果的行

为。”由此，美国《反托拉斯法》便具有了域外适用的效力。这种效力也被称为《反

托拉斯法》的效果原则（effects doctrine）。据此，发生在美国境外且与美国《反托

拉斯法》的精神相抵触的任何行为，不管行为者的国籍，也不管行为的场所，只要

该行为对美国市场能够产生限制竞争的影响，美国法院对之有管辖权。 

今天，反托拉斯法的效果原则不仅是美国法院普遍适用的原则，而且也是其他

国家和地区为维护本国或者本地区市场有效竞争而普遍采用的法律武器。如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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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限制竞争法》第 130 条第 2 款规定，“本法适用于发生在本法适用范围内的

所有限制竞争行为，即使限制竞争行为系本法适用范围以外的原因所致，亦同。”

欧盟竞争法尽管没有域外适用的明文规定，但欧共体委员会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

的 Dyestuffs 一案，就依据效果原则主张其管辖权。Dyestuffs 是一个涉及焦油染料

的国际卡特尔案件，涉案企业中有非欧共体企业。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本决定适

用于所有参与这个协调活动的企业，不管它们是否在共同体市场有住所。这即是说，

《欧共体条约》的竞争规则适用于所有的限制竞争，只要它们违反了《欧共体条约》

第 81 条。我们没有必要审查参与限制竞争的企业是否在共同体内或者共同体外有

其住所。”该案中有些被告向欧共体法院提出上诉，但法院支持了委员会的决定。

不过与欧共体委员会倾向使用“效果说”（effect doctrine）的不同之处是，法院倾向

使用“经济实体说”（ economicentity doctrine）或者“实施说”（ implementation 

doctrine），以避免使用美国《反托拉斯法》所使用的字眼。近年来，欧盟竞争法域

外适用的著名案例还有 1997 年附条件批准美国波音公司与美国麦道公司的并购，

以及 2000 年禁止批准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与美国霍尼韦尔公司之间的并购。 

上述情况一方面说明，美国已经成功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了《反托拉斯法》

域外适用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有其正当性和合

理性，值得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反垄断法予以效仿。这正如德国《反垄断法》

的权威 Ernst-J.Mestm cker 教授指出的，“只有坚持市场开放和防止跨国限制竞争的

反限制竞争法才会产生域外适用的效力。这种效力不取决于立法者对之期望或者不

期望，规定或者不规定。因此，也谈不到放弃反限制竞争法的域外适用。放弃域外

适用，国家就不能有效地管制企业的市场行为。” 

（二）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历史沿革 

早在《反垄断法》颁布之前，我国有些涉及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就有了域外适

用的规定。如商务部等国家六部委 2006 年发布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

第 53 条规定，境外并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并购方应在对外公布并购方案之前或

者报所在国主管机构的同时，向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送并购方案：（1）

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境内拥有资产 30 亿元人民币以上；（2）境外并购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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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上的营业额 15 亿元人民币以上；（3）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

及其关联企业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 20%；（4）由于境外并购，境外并购一方

当事人及其关联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25%；（5）由于境外并购，境外并购

一方当事人直接或者间接参股境内相关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将超过 15 家。① 

然而，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当时的立法者尽管注意到了外国投资者可能通过

并购境内企业的方式在我国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并进而滥用其优势地位的问题，

却没有考虑域外适用可能会出现管辖权的冲突和法律冲突，即没有考虑需申报的并

购活动是否与我国有着比较密切的地域联系。如果境外并购的一方当事人在我国境

内的资产达到 30 亿元以上或在我国市场的销售额达到 15 亿元以上，该并购就需

要向相关部门进行申报，考虑到几乎所有大的跨国公司在我国都有经营活动，且它

们在我国的资产或者销售额都超过了上述标准，其结果就是大跨国公司之间几乎每

一件并购都需要向我国申报。 

国务院法制办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最初也没有考虑域

外适用的管辖权冲突和法律冲突。草案规定，如果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全球范围的

销售额超过 120 亿元，其中一个经营者在我国境内的销售额超过 8 亿元，并购需要

向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进行申报。笔者本人曾对这个标准提出过反对意见。笔者虚

拟了一个例子：可口可乐公司在俄罗斯并购一个生产汽水瓶的小企业，因为可口可

乐在全球的销售额远超过 120 亿人民币，在我国市场的销售额远超过 8 亿人民币，

可口可乐在俄罗斯的这个并购就需要向我国政府进行申报。然而，可口可乐在俄罗

斯的这个并购与我国显然没有密切的地域联系，这个申报是不合理的。同时，考虑

到可口可乐在全球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有并购活动，如果这些并购都需要向我国政府

申报，负责并购申报和审查的我国政府机关的负担就太大了。 

我国《反垄断法》2008 年 8 月 1 日生效后，国务院同日发布的《关于经营者

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在域外适用方面有了重大改进。根据这个规定，如果参与集

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且

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我国境内的营业额超过 4 亿元人民币，这个

集中需要向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进行申报。考虑到全球范围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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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的企业间的并购活动主要是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这个条款就具有《反垄断法》

域外适用的性质。因为这个申报标准规定，参与并购的企业中至少有两个企业在我

国境内的销售额超过 4 亿元。此时，这个并购与我国市场就有着比较密切的地域

联系。 

上述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历史说明，尽管我国《反垄断法》没有明确其域外适用

要考虑相关的经济活动要与我国有着“重大、直接和可合理预期的效果”，但它事实

上已经认识到，它所干预的经济活动应当与我国有着比较密切的地域联系；如果没

有密切的地域联系，我国《反垄断法》不会对它们主张管辖权。 

（三）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新发展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是依据国际法上被广泛认可的效果原则（effect doctrine）。

因此，我国《反垄断法》第二条关于域外适用的规定会受到国际法的制约，包括国

际公约、条约以及国际上被广泛认可的一般原则，特别是“直接、重大和可合理预

见的效果原则”和“国际礼让原则”。 

我国《反垄断法》自生效以来，执法机关在域外适用方面遵循“直接、重大和

可合理预见的效果原则”的重大发展是商务部 2013 年 4 月 3 日发布的《关于经营

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申报

的经营者集中如果属于下列情形，视为简易案件：（1）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

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 15%；（2）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

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 25%；（3）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经

营者，在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 25%；（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我国境外设立

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我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

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我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6）由两个以上经营

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上述案件适

用简易程序，显然是因为它们不会在我国市场产生重大、直接和可合理预期的反竞

争效果。特别是（4）和（5）列举的两种情况，因为这些并购的后果是在我国境外

建立合营企业或者收购境外企业的股权或者资产，只要这些合营企业或者在境外的

收购企业在我国境内没有经营活动，我国《反垄断法》排除对它们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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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目前还没有关于“国际礼让”的明文规定。但是，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已经与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订立了双边合

作协议，以推进反垄断和竞争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例如，我国三家反垄断执法机

构与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共同签署了《中美反托拉斯

和反垄断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迄今我国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外方竞争法主管

机构共同签署的惟一的反垄断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中美反垄断和反托拉斯执

法机构将在如下方面加强合作：（1）相互及时通报各自竞争政策及反垄断执法方面

的重要动态；（2）通过开展竞争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活动，加强双方的能力建设；（3）

根据实际需要，双方进行反垄断执法经验交流；（4）就反垄断法律和相关配套立法

文件的修改提出评论意见；（5）就多边竞争法律和政策交换意见；（6）在提高企业、

其他政府机构以及社会公众竞争政策和法律意识方面交流经验。参与备忘录签署的

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局长莱博维茨指出，这项备忘录特别提出要加强双方在企业

并购审议方面的沟通与合作，特别是在医疗保健、制药以及其他高科技领域企业并

购审议的合作。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还与欧盟、英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执法

机构签署了反垄断合作备忘录。如国家发改委和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 2012 年 5 月

30 日在北京签署的《关于反垄断和反托拉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定期

召开中韩竞争政策对话，加强在竞争法律法规和政策、执法能力建设、执法活动等

方面的交流合作。国家发改委与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 2012 年 9 月 20 日在布鲁塞尔

签署的《关于反垄断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要在竞争立法和执法、提

高双方竞争执法机构的效率、多边竞争合作、提高社会各方面对反垄断法律法规的

认识、双方技术合作协调机制等方面加强合作和交流。这些合作备忘录无疑有助于

反垄断执法中的“国际礼让”，也有助于减少不同国家反垄断执法中的管辖权冲突和

法律冲突。 

二、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在实践中的运用 

为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我国《反垄断法》不仅适用于在本国市场上开展经营

活动的外国企业和跨国公司，而且还适用于在国外产生但对本国市场有着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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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竞争行为。原则上说，《反垄断法》可适用于所有的在国外产生但对国内市

场有严重不利影响的私人限制竞争行为，包括国际卡特尔、具有跨国影响的滥用行

为和对本国市场有着严重限制竞争影响的跨国并购等三个方面。 

（一）国际卡特尔 

从美国《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的 TimberlaneLumber、Hartfort Fire 以及

Empagran 等著名案例看，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相当程度上发生在国际卡特尔领域。

国际卡特尔一般表现为参与国际贸易的跨国公司订立以固定价格、串通投标、限制

生产数量、划分地域或者销售渠道为内容的卡特尔协议。在经合组织（OECD）1998

年向其成员方发布的《执行卡特尔法一揽子推荐意见》中，这种卡特尔被称为“核

心卡特尔”（Hard Core Cartel）。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我国市场也遭遇到国际卡特尔

的不利影响。迄今最重要的案例是 2013 年年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液晶面板

国际卡特尔的查处。据悉，在 2001-2006 年的 6 年期间，韩国的三星、LG 和台湾

地区 4 家生产电视机液晶面板的企业在台湾地区和韩国召开过 50 多次“水晶会议”

（The Crystal meeting），交换液晶面板全球市场的信息，协商产品的价格。因为液

晶面板占彩电生产成本的 80%左右，即便近年来这种产品的价格有所回落，但也占

到电视机生产成本的 70%左右。因此，这个国际卡特尔严重损害了国内彩电企业和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的结果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责令涉案企业赔偿国内

彩电企业 1.72 亿元，没收违法所得 3675 万元，罚款 1.44 亿元，经济制裁总额 3.53 

亿元。此外，这些企业还承诺以公平和无歧视的交易条件向我国彩电企业提供高端

产品和新技术产品，其产品的保修期从 18 个月延长至 36 个月。 

本案值得关注的情况是：美国、欧盟对这个案件的处罚力度大大超过了中国，

美国的处罚总额为 76.42 亿人民币，欧盟是 53.12 亿人民币。这个差异源于不同反

垄断执法机关适用的法律不同。在我国，因为这个价格卡特尔发生在 2001-2006 年

期间，2008 年 8 月开始生效的《反垄断法》不能溯及既往，这个案件不能适用《反

垄断法》，而是适用了《价格法》②。根据《价格法》，违法者可被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③尽管《价格法》的处罚力度大大小于《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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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这个案件在我国开出了创纪录的罚单，它的影响仍然很大，特别是向国际

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反垄断法》，甚至包括中国的《价格法》具有域外适

用的效力。我国《价格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价格行为，

适用本法”，而这个规定不排除执法机关对本案的管辖权，因为“价格行为地”不仅

可理解为“价格共谋地”，还可理解为“价格卡特尔的实施地”。因为各国反垄断法甚

至包括我国的《价格法》都有域外适用的效力，这就使国际卡特尔处于“过街老鼠”

的境地，出现了被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征收巨额罚款的情况。 

（二）具有跨国影响的滥用行为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有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具有跨国的性质，甚至具

有全球性的影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年 2 月 4 日审理的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诉美国交互数字技术公司（InterDigit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交互数字

通信有限公司（ InterDigital Communications ，  LLC ）  和交 互数字公司

（InterDigitalINC）一案，就是一个涉及在我国境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案件，

三名被告都是美国公司。 

该案的原告和被告都是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的成员。被告拥有全球

（包括我国和美国）3G 无线通信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原告是全球范围内无线移

动终端和基础设施的生产商、销售商和服务商，其生产经营须得使用被告在 3G 技

术标准中的必要专利，且每个必要专利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原告指控被告作为 ETSI

标准化组织成员，尽管承诺以“公平、合理和无歧视”（FRAND）的条件向标准化

组织的其他成员许可其必要专利，但它向原告的许可则明显存在不合理的过高定

价、歧视性定价、拒绝交易、搭售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多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行为。例如，以被告授权苹果公司和授权原告的专利许可条件作比较：如果以专

利许可使用费率为标准，被告拟授权后者的专利许可费是前者的 100 倍；如果按

季度一次性支付的许可使用费为标准，被告拟授权后者的许可费是前者的 35 倍。

在全球手机生产市场上，原告的生产规模远不及苹果和三星等公司，但是被告向原

告索取的必要专利许可费远高于苹果和三星，这是不合理的价格歧视，也是不公平

的交易条件。不仅如此，被告作为一个以许可专利和技术作为经营活动的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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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向原告索取不合理许可费的同时，还要求原告向它免费许可所有的专利。 

根据上述一系列事实，深圳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滥用其在 3G 技术标准中

某些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支配地位，要求其立即停止针对原告的过高定价和搭售等

垄断民事侵权行为，赔偿原告因此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2000 万元。 

（三）跨国并购 

自我国《反垄断法》生效至 2013 年 3 月底， 商务部共收到 698 件经营者集

中的申报，其中立案 627 件，审结 588 件。在这些审结了的案件中，禁止的有 1 件，

即 2009 年 3 月 18 日禁止可口可乐并购汇源的决定；附条件批准的 16 件，包括英

博集团公司收购 AB 公司，三菱丽阳公司收购璐彩特国际公司，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收购德尔福公司，辉瑞公司收购惠氏公司，松下公司收购三洋公司，诺华股份公司

收购爱尔康公司，乌拉尔开放型股份公司收购谢尔维尼特开放型股份公司，佩内洛

普公司收购萨维奥公司，通用电气（我国）有限公司与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设

立合营企业，希捷科技公司收购三星电子有限公司硬盘驱动器业务，汉高香港与天

德化工组建合营企业，西部数据收购日立存储，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联合技术

公司收购古德里奇公司，沃尔玛公司收购纽海控股 33.6%股权，安谋公司、捷德公

司和金雅拓公司组建合营企业。 

在这些附条件批准的并购案中，有很多是外国公司之间在我国境外发生的并

购，如商务部 2012 年 5 月 19 日附条件批准的美国谷歌公司收购美国摩托罗拉移

动公司，2012 年 6 月 11 日附条件批准的美国联合技术公司收购美国古德里奇公

司等。由于这些公司在我国市场都有生产经营活动，它们之间的并购可能会影响我

国市场的竞争，商务部对这些并购就域外适用了我国《反垄断法》。值得提及的是，

商务部对某些并购案件的决定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例如，谷歌并购摩托罗

拉移动一案在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很多辖区的反垄断申报均得到了无条件批准，在

我国商务部得到的却是附条件批准。在联合技术公司收购古德里奇公司一案中，商

务部所作的附条件批准决定比美国和欧盟等同行的决定提早很多时间。这些不仅说

明了我国商务部反垄断执法的能力和自信，而且也说明商务部域外适用《反垄断法》

的技术日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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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2009 年 10 月 30 日附条件批准日本松下公司收购日本三洋公司一案，

是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一个重要案例。松下公司计划通过公开收购的方式，

取得三洋公司的多数表决权，使其成为自己的控股子公司。因为这两个企业在我国

都有生产经营活动，经营规模达到了向商务部申报的标准，它们遂于 2009 月 1 月

21 日向商务部进行了第一次申报。本案的特点是涉及的产品种类多，附加的限制

性条件复杂，包括剥离当事方位于日本的资产和业务，案件的审查时间从而也比较

长，从商务部于 2009 年 5 月 4 日立案到 10 月 30 日作出附条件批准的决定，历时

近 6 个月。根据商务部的公告，这个并购在以下三个产品市场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

竞争的影响： 

1.硬币型锂二次电池。这种电池主要是用于手机、摄像机等电器的后备电源。

商务部认为，这个产品构成独立的产品市场，其地域市场是全球性的。出于下列三

个理由，此项集中将在相关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第一，硬币型锂二次

电池市场高度集中。申报双方分别是该市场第一和第二大生产商，合并后的松下公

司将占 61.6%的市场份额，这将在很大程度限制下游用户的选择权。第二，合并后

松下公司将具有单方面提价的能力。第三，买方力量不足以消除上述限制竞争的效

果。 

2.民用镍氢电池。这种电池主要是用于电动工具等电器的主电源。商务部认为，

该产品构成独立的产品市场，其地域市场是全球性的。出于下列理由，此项集中将

在这个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第一，民用镍氢电池市场是一个集中度较

高的市场，竞争者数量有限，合并后松下公司的市场份额达 46.3%，由此导致松下

公司具单方面提价的能力。第二，镍氢电池市场发展趋缓，难以通过新的市场进入

抵消上述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3.车用镍氢电池。这种电池主要为混合动力汽车或纯电动汽车提供驱动动力的

电池。商务部认为，此项集中将在相关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理由是市

场高度集中，松下公司和丰田公司合资设立的“PEVE 公司”占 77%的市场份额，且

市场上的竞争者也仅限于并购申报双方，这个合并将进一步减少市场竞争者的数

量，削弱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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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上述一系列限制竞争的担忧，商务部对并购的批准决定附加了以下限制

性条件：（1）为维护硬币型锂二次电池市场的竞争，剥离三洋目前全部的硬币型锂

二次电池业务；（2）为维护民用镍氢电池市场的竞争，剥离三洋或松下其中一方的

民用镍氢电池业务；（3）为维护车用镍氢电池市场的竞争，剥离松下的车用镍氢电

池业务，包括在日本的 HEV 用镍氢电池业务，降低与丰田合资的 PEVE 公司的出

资比例，放弃在 PEVE 的部分经营管理权。 

商务部关于松下并购三洋一案的决定，是商务部第一次运用结构性救济的方

法，对一个具全球性影响的合并作出的附条件批准。2009 年 10 月作出这个决定的

时候，商务部还没有发布《关于实施经营者集中资产或业务剥离的暂行规定》。这

即是说，与美国、欧盟等司法辖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相比，我国商务部对经营者集

中的结构性救济，特别是在我国境外的结构性救济完全没有经验。尽管如此，我国

商务部借鉴其他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经验，顺利完成了这个案件的审理，并在这

些执法经验的基础上，于 2010 年发布了《关于实施经营者集中资产或业务剥离的

暂行规定》，发展了我国《反垄断法》。 

三、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前景 

一个国家的反垄断法是否域外适用，是国家的主权行为。然而，根据世界各国

的反垄断司法实践，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会产生管辖权的冲突和法律冲突，甚至引

发国家间的纠纷。为了避免和减少因域外适用而引起的国际纠纷，我国的立法者和

相关执法部门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明确反垄断域外适用以“直接、重大和可合理预见的效果”为条件 

当一国域外适用其反垄断法时，这个域外适用应具有合理性。美国第 9 巡回

法院 1976 年 TimberlaneLumber 案的判决指出，美国法院对反托拉斯案件行使域外

管辖权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的限制竞争是否影响或是否企图影响美国的对外贸

易，还应当考虑这个限制竞争对美国对外贸易的损害程度是否非常严重。在司法实

践的基础上，美国 1982 年颁布的《对外贸易反托拉斯改进法》明确了《谢尔曼法》

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对外国企业行使管辖权的前提条件，即被告的行为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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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贸易、或者美国的出口贸易、或者美国企业的出口机会有着“直接、重大和

可合理预见的效果”。鉴于 1982 年的《对外贸易反托拉斯改进法》只提及到了《谢

尔曼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其 1995 年 4 月

修订的《反托拉斯法国际适用指南》第 3.14 条明确规定，如第三国企业间的合并

对美国的国内贸易、或美国的出口贸易、或美国企业的出口机会有“直接、重大和

可合理预见的效果”，该合并得依据《克莱顿法》第 7 条决定是否予以批准。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要以主张管辖权的国家与被管辖的案件存在“直接、重大

和可合理预见的效果”为条件，已成为世界各国反垄断域外适用的一个基本原则。

例如在德国，一个在外国引起的限制竞争是否适用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的关键

是，这个限制竞争是否在德国境内能够产生重大和直接的不利影响。一个在外国发

生的限制竞争如果对德国市场的影响只是遥远的和间接的，《反对限制竞争法》不

能予以适用。国际竞争网络（ICN）2002 年 9 月发布的《合并申报程序的推荐意见》

也提出，“主张管辖权的国家应与被审查的企业并购有恰当的地域联系”，“一国不

应要求跨国并购对之进行申报，除非该交易对该国有着重大、直接且可预期的经济

影响。” 

目前，我国《反垄断法》第二条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

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影响的，适用本法。”似乎我国《反垄断法》

的域外适用仅以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为条件，

而不考虑该行为对境内市场的影响是否“重大、直接、且可以合理预期”。从我国反

垄断执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域外适用的反垄断案件看，这些案件与我国国内市场或

者我国企业的出口贸易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即这些案件对我国市场的影响是“重大、

直接、且可以合理预期的”。但是，为了提高我国反垄断执法的透明度，给反垄断

执法机构提供明确的指导，立法者应当通过细则性规定或者发布相关的指南，明确

反垄断域外适用的案件应当与我国有着密切的地域联系，即这些案件对国内市场或

者我国企业的出口有着重大、直接和可以合理预期的影响。 

（二）考虑国际礼让，扩大反垄断法的合作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必须考虑国际礼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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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1995 年发布的《反托拉斯法国际适用指南》

强调，“反托拉斯主管机关执行《反托拉斯法》时应考虑国际礼让。礼让反映了平

等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的广泛涵义，并决定哪个国家应当在其领域允许另一国的

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在 1997 年一个关于新西兰奶制品的判决中，美国法院就

考虑到新西兰奶制品公司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受到新西兰政府的管制，新西兰有

权制定强制性的法律，出于国际礼让，在这个案件中认定新西兰奶制品公司固定价

格的行为是合法的，应豁免适用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这说明，《反垄断法》的域

外适用也应考虑其他国家的重大利益，特别当一个限制竞争是国家主权行为的时

候，《反垄断法》对之一般没有管辖权。 

为避免和减少《反垄断法》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和法律冲突，竞争政策发达国家

和地区相互间订立了很多双边合作协议。当前，国际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和欧盟

1998 年订立的《美国政府和欧共体委员会关于适用竞争法的协定》。它除规定双方

有向对方通报重大案情的义务、信息交流的义务、程序中合作和协调的义务等，还

规定了一个避免反垄断程序冲突的原则，即“国际礼让”。《协定》第 6 条规定，为

避免法律冲突，缔约方除考虑自身的重大利益外，还应当在反垄断诉讼程序的各阶

段，考虑缔约另一方的重大利益。” 

出于反垄断合作执法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国际礼让的考虑，我国反垄断执法

机关和很多外国相关机构签署了反垄断合作谅解备忘录，如前述的《中美反托拉斯

和反垄断合作谅解备忘录》。但是，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反垄断双方合作协定相比，

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双边合作协定的实质性内容要少很多，大部分条款

不明确、不具体，没有可操作性，容易流于形式。反垄断双边合作协定尤其应当提

及国际礼让原则，因为这是处理国际事务包括反垄断域外适用的基本原则。正如一

位加拿大学者指出的，“跨国反垄断问题是政府间政策冲突的表现。应当承认，也

许没有可以适用的国际法来解决这种冲突。在此情况下，这些问题应当通过协商和

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一国政府如果按照自己的所好，诉诸本国法，在本国法庭上解

决这种冲突，这不是适用法律的原则，而是披着法律的外衣，适用经济实力就是权

力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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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我国《反垄断法》 

当今世界各国都把反垄断法作为维护本国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武器，反垄断法

从而一般都有域外适用的规定。然而，我国《反垄断法》与其域外适用的效力不相

协调的是，它的第 15 条（6）规定，“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

益的”垄断协议，可以不适用该法第 13 条和第 14 条中的禁止性规定。这即是说，

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出口企业订立的卡特尔。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出口卡特尔

有一定合理性：首先，反垄断法是以保护本国市场竞争为目的。因为出口卡特尔影

响的不是国内市场，或者根本不影响国内市场，反垄断法就不应当适用于这种卡特

尔，除非它们同时严重限制国内市场的竞争。第二，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出口卡

特尔是基于一个事实，即我国出口企业在外国经常遭遇不公平的反倾销诉讼。因此，

出口企业有必要协调出口价格，以避免因相互间的价格战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过

低。第三，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有很多反垄断法豁免出口卡特尔，如美国 1976 年

修订后的《韦伯－波默林（Webb-Pomerene）法》第 2 条规定，“仅仅为了出口和

实际上仅从事出口的企业（联合体），或由出口企业签订的协议、从事的活动，如

不限制国内贸易，也不限制其国内竞争者的出口，将不受《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

制约。但该企业不得签订协议、承诺、共谋，在国内故意提高或压低其出口产品的

价格，或实质性地减少国内竞争或者限制国内贸易。” 

然而，不管上述何种理由，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一方面豁免本国的出口卡特尔，

另一方面又禁止外国的出口卡特尔，这本身就是一种法律的冲突，或者法律的不协

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处世哲学，而且也应当是国与

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另一方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法与我国

《反垄断法》一样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情况下，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出口卡特尔

的规定对出口企业事实上没有任何帮助。我国生产和出口维生素的四家制药企业

2005 年在美国遭遇了反托拉斯诉讼，被指控自 2001 年 12 月以来操纵出口到美国

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维生素 C 的价格和数量，而且最近被美国一家地方法院开出

了金额为 1.62 亿美元的罚单，主要是用于损害赔偿。不仅如此，我国《反垄断法》

豁免出口卡特尔的规定，还可能会误导出口企业，使它们误认为经本国《反垄断法》

豁免的卡特尔在外国同样也是合法的。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应尽早废除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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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关于豁免出口卡特尔的规定。 

（四）推进和积极参与反垄断多边合作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经常会产生管辖权的冲突和法律冲突，反垄断执法机关之

间的双边合作或者协调非常必要。其实，鉴于一些巨型企业之间的跨国并购常常需

要向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进行申报，企业、学术界和反垄断法执法机关都在呼吁

反垄断执法的多边合作，甚至全球合作。在反垄断法领域的全球性合作方面，目前

比较有影响的是 2001 年 10 月成立的国际竞争网络，它迄今的主要成果是就合并

审查、卡特尔、单边行为、推动竞争政策、被管制行业以及实施竞争政策等个领域

发布了一系列具指导意义的推荐意见。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目前还不是国际竞争网

络的成员。鉴于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竞争中的地位，以及国际竞争网络对推动世

界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意义，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应当早

日加入这个机构，积极参与世界各国在反垄断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因为无论如何，

合作与交流不仅是世界各国统一反垄断法和统一竞争政策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减

少反垄断域外适用的纠纷和冲突的重要手段。 

四、结论 

域外适用是反垄断法的重要属性，因为在反垄断法没有域外适用效力的情况

下，任何国家都不能有效地防范来自境外的限制竞争。但是，反垄断法过度地域外

适用也不可行，因为这不仅给相关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负担，而且还会产

生国家间的摩擦，影响正常的国际经济贸易。根据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原则，反垄断

法的域外适用应当考虑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在国外发生的限制竞争是否对本国市场

有着“重大、直接和可以合理预期的影响”；二是考虑国际礼让，即不仅要考虑相关

案件与本国是否有重大关系，而且也要考虑相关案件与其他国家的重大利益。我国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已经接受了这两个原则，例如在经营者集中的案件中，执

法机关会充分考虑这些案件影响我国市场竞争的程度。然而，出于执法的透明度和

法律稳定性的考虑，我国应通过立法就《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基本原则作出比较

明确的规定。此外，为了减少和避免与其他国家反垄断法的管辖权冲突和法律冲突，

我国还应当完善自己的《反垄断法》，积极参与反垄断领域的国际合作。然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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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的是，因为反垄断法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本国市场的竞争，最终体现的是本国

利益，反垄断法领域的合作、协调、国际礼让乃至全球性的合作，它们在解决反垄

断域外适用的管辖权冲突或者法律冲突方面，均一定程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局限

性。 

来源：《价格理论与实践》 

回到目录 

 



~ 134 ~ 

www.anjielaw.com 

 

国际反垄断行政罚款制度评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A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opoly Penalty Institution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hina 

 袁嘉 郝俊淇 

内容提要：行政罚款是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垄断违法行为的重要法律手段。借

鉴欧盟竞争法和德国卡特尔法关于确定反垄断行政罚款的方法经验，有助于发现我

国反垄断行政罚款制度的现实不足并作出相应改善。目前，我国反垄断法有关行政

罚款的规定缺乏量化，罚款数额也没有细化的计算标准，罚款幅度的裁量因素较为

抽象，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之间的关系失调。为解决上述问题，制定《反垄断行政

罚款指南》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同时可以考虑废除《反垄断法》关于“销售额 1%”

的罚款下限规定。  

关键词：反垄断法 行政罚款 垄断行为  

行政罚款是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所采取的重要法律手段，也是最常用

的法律手段。根据我国《反垄断法》46 条、47 条的规定，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或

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反垄断法实施 7 年来，接踵而

至的“巨额罚单”对于宣传反垄断法、贯彻竞争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

无论在规范层面还是操作层面，我国反垄断行政罚款制度都存在某些亟待解决的现

实问题。与欧盟以及德国的情况类似，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也主要依靠行政执法，

因而通过借鉴欧盟竞争法和德国卡特尔法关于确定反垄断行政罚款的方法经验，有

助于发现我国反垄断行政罚款制度的现实不足并作出相应改善。 

一、反垄断行政罚款制度的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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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确定反垄断行政罚款的方法 

《欧洲共同体条约》第 81 条、82 条是欧盟委员规制垄断行为的法律依据。1/2003

号条例第 23 条第 2 款(a)规定委员会有权对故意或者过失违反《欧洲共同体条约》

第 81、82 条规定的违法经营者进行罚款，同时还设定了行政罚款的封顶上限，即

对每一企业或企业集团，罚款数额不应超过前一营业年度总营业额的 10%。据此，

欧盟委员会 2006 年发布了《根据 2003 年 1 号条例第 23 条实施罚款的指南》（以下

简称“指南”），指南详细规定了确定反垄断罚款数额的“两步法”。 

1.确定罚款的基础数额 

欧盟对罚款基础数额确定的公式如下： 

[罚款基础数额=销售价值比率（30%）年数+进入费（针对恶性卡特尔）] 

销售价值是指南中的特定概念，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1）从产品或服务的维

度看，销售价值是指企业获得的直接或间接与违法行为相联系的产品或服务的价

值。因此，销售价值不是企业的全部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额，也不限于涉案的具有直

接关系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额，这里强调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额，

与美国反托拉斯法中“受违法行为影响的商业量”的概念内涵是一致的。例如，A 和

B 是两家饮料生产企业，其中 A 既生产果汁饮料又生产碳酸饮料，而 B 只生产果

汁饮料，A 和 B 就固定果汁饮料的销售价格达成协议。显然，果汁饮料是涉案的

具有直接关系的产品，但是由于产品的替代性，上述价格固定行为间接影响了碳酸

饮料的销售价格，因此该案中对销售价值的计算既包括果汁饮料的销售额也包括实

际受到影响的碳酸饮料的销售额。（2）从地域的维度看，销售价值计算的地域范围

由小到大逐步扩展，一般限定在欧洲经济区内的相关地域市场内，当个案中计算欧

洲经济区内的销售额难以反映出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时，则可以考虑计算欧洲经济

区范围以外的销售额。这样的步骤增强了罚款规则的可预期风险，同时避免成员国

执法机构和欧盟委员会对销售额的重复计算。（3）从时间维度看，销售价值是违法

行为停止前或被调查前上一营业年度的相关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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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价值确定后需要乘以一定的罚款比率，该比率是衡量垄断行为危害程度的

指标，一般不超过 30%，比率的具体确定需要考虑行为的类型和性质、企业的市场

份额以及所涉地域范围等因素。如果采用 30%的比率不能达到充分的威慑效果，那

么欧盟委员会有权超出这一限制。比率确定之后，还要乘以违法行为持续的年数，

持续期间不足六个月的按半年（0.5）计算，超过六个月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另外，指南还特别设计了确定罚款基础数额的“进入费(Entry Fee)”条款，即如果一

家企业被发现参与恶性的价格固定卡特尔、产量限制卡特尔以及地域划分卡特尔，

就将另外科处其销售价值 15%至 25%的罚款，而不论其违法行为时间的长短。 

2.罚款基础数额的调整 

罚款基础数额确定之后，委员会可以根据个案情况对最终罚款数额予以增加或

减少。调整罚款数额需要考虑以下情况：（1）从重或从轻处罚的情节。从重情节包

括：累犯、拒绝配合、妨碍调查、主犯等；从轻情节包括：执法机构介入调查后主

动停止违法行为、因疏忽而违法、达成垄断协议后未实施等。（2）确保有效阻止违

法。如果企业销售价值大大超出与违法行为相联系的产品或服务本身的价值，委员

会将增加罚款；如果可以估算出由违法行为产生的违法所得，则需要将罚款增加至

违法所得之上。（3）总营业额 10%的封顶。依照前述各项规定计算出的最终罚款数

额，不能超过经营者上一年度全部营业额的 10%。需要强调，指南中的销售价值不

同于条例中封顶上限的总营业额，后者是指企业在上一财政年度中通过销售产品或

提供服务等通常的经营行为所获得的收入总额，是在扣除回扣、增值税和其它直接

与销售额有关联的税款之后的净值。（4）特殊情况的照顾。作为例外，在特定社会

经济背景下需考虑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若有证据证明实施的罚款将不可挽回地危

及涉案企业的存续并造成其资产价值全部丧失的情况下可以扣减罚款。 

（二）德国确定反垄断行政罚款的方法 

根据 2013 年新修订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 81 条第 4 款的规定，反垄断罚

款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比较严重的垄断违法行为，另一类是针对比较轻微的垄断

违法行为。前者包括《欧盟运行条约》第 101 条规定的垄断协议行为、第 102 条规

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以及《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 81 条第 2 款、第 3 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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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相关情形。对于比较严重的垄断违法行为，罚款数额最高不能超过“作出处

罚决定之前的上一年度该企业全球营业额的 10%”。同时，《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

81 条第 7 款规定，联邦卡特尔局可以制定如何确定罚款数额的一般原则。据此，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公布了最新制定的《卡特尔违法行为处理程

序 中 的 罚 款 确 定 指 南 》（ Leitlinienfuer die Bussgeldzumessung in 

Kartellordnungswidrigkeitenverfahren）。指南明确指出，“作出处罚决定之前的上一

年度该企业全球营业额的 10%”只是罚款框架的上限，并不是计算罚款数额的基数。

与此同时，指南规定了计算罚款数额的“三步法”。 

1.确定罚款基数 

确定罚款基数需要对违法企业的“获利或者造成损害的潜力”（Gewinn- und 

Schadenspotential）进行评估，一般以该企业在实施垄断行为期间所取得的与该行

为涉及产品或服务有关的国内营业额为基准，再乘以 10%的比率。如果违法行为并

没有持续超过 12 个月，则按照 12 个月进行计算，即以违法行为停止前 12 个月的

相关营业额作为计算基数。 

2.确定罚款倍数 

根据违法企业的大小（以营业额为标准），需要将第一步确定的罚款基数乘以

一定的倍数，具体如下表： 

倍乘因素 2-3 倍 3-4 倍 4-5 倍 5-6 倍大于 6 倍 

企业上一年度全球总营业额小于等于 1 亿欧元 1 亿-10 亿欧元 10 亿-100 亿欧元

100 亿-1000 亿欧元 1000 亿欧元以上 

联邦卡特尔局在《关于适用卡特尔罚款指南的解释》中，解释了为什么需要根

据涉案企业的大小适用不同的罚款倍数，即行政罚款的目的在于鉴戒涉案企业以及

其它企业不得随意从事垄断违法行为，而企业越大，其违法成本相对较低，对于处

罚的敏感性越低，所以只有对其给予足够的罚款，才能警示其不要再从事类似的行

为。总之为了保证处罚的威慑力，罚款需要考虑涉案企业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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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罚款数额的调整 

第二步计算出来的罚款数额，需要进一步通过考虑与违法行为以及违法者相关

的事实予以调整，最终确定罚款数额。与违法行为相关的事实包括：违法行为的性

质和持续时间，影响市场的严重性，组织紧密程度等；而与违法者相关的事实包括：

违法者在卡特尔中所扮演的角色，违法者在相关市场上的地位，违法者所处产业价

值链的位置，作出违法行为的故意或者过失程度等。 

（三）小结 

总体而言，欧盟和德国对于反垄断行政罚款的确定方式具有以下共同点：（1）

对罚款数额的确定制定了配套指南，规定了详细的计算方法，尤其都设置了确定罚

款基数的初始步骤；（2）对决定罚款幅度的裁量因素进行了具体细化；（3）都将经

营者上一年度总营业额的 10%作为罚款数额的上限，但并未规定罚款数额的下限；

（4）相当强调反垄断行政罚款的社会威慑作用；（5）注重考量企业的大小和规模

以及实际负担罚款的能力；（6）目标宗旨都是为了增强罚款数额计算的操作性、透

明性和正当性，在根本上规范和保障反垄断执法的自由裁量。 

二、我国反垄断行政罚款制度的现实问题 

（一）罚款数额缺乏细化的计算标准 

对于行政罚款的数额，我国反垄断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

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因而在我国目前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中： 

[实际罚款数额=上一年度销售额罚款幅度（1%—10%）] 

相关企业罚款数额的确定，不仅涉及上一年度销售额的核定同时也关系罚款幅

度的选取，然而上述计算框架过于粗放，操作性不强，不利于规范和保障反垄断执

法机构的自由裁量。一方面，销售额的具体范围指向不明，是界定为企业全部产品

或服务的销售额？还是界定为涉案的具有直接关系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额？抑或

界定为实际（直接或间接）受到垄断违法行为影响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额？“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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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概念本身不确定，外界也很难知道个案中销售额的具体确定标准；另一方面，

上述计算框架中的罚款幅度是一项较为粗糙的指标，难以精细度量、反映垄断违法

行为的实际危害，不利于实现过罚相当的处罚原则，反而可能加剧反垄断执法机构

的执法风险。再者，由于目前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主要采取多元行政执法的模式，

不同执法机构对罚款数额的确定标准或方法可能不尽相同，进而可能对反垄断法的

统一性造成冲击。鉴于此，有必要改造上述框架范式，并在规范层面统一反垄断行

政罚款的细化计算标准。 

（二）罚款幅度的裁量因素抽象模糊 

按照目前的罚款数额计算框架，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在经营者上一年度销售额

1%—10%的范围内进行罚款，这就涉及罚款幅度的裁量问题。我国《反垄断法》

第 49 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

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等因素。”罚款幅度裁量因素的开放式立法有利于执法机构根据

个案事实灵活考虑和操作，但上述法律规定毕竟过于抽象，失之宽泛，因而很难为

执法机构提供统一的规范性适用标准。一方面，我国反垄断法并未明确细化基于不

同垄断行为的危害程度而适用不同罚款幅度的基本裁量因素，也没有明确区分反垄

断案件从重从轻处罚的辅助裁量因素。实际上，同样是涉及价格的横向垄断协议和

纵向垄断协议的案件，由于前者的行为危害程度（恶性卡特尔）远大于后者，因此

在基本裁量因素的层面两种案件适用的罚款幅度应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考虑相关

因素是合理行政原则的应然之义，然而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关于裁量因素规定的外延

不明确，执法机构在个案中认定垄断行为危害程度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和不相关因

素的界限可能难以把握。反垄断执法的过程往往充斥着多重利益的博弈，反垄断法

的不确定性之所以饱受诟病很大程度就在于其利益（价值）多元且向度各异，因而

哪些利益可以成为“相关因素”并纳入自由裁量应加以明确。 

（三）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的关系失调 

我国《反垄断法》第 46、47 条对相关垄断行为的处罚都规定，“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可见，

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属于并科关系，没收违法所得并不能单独适用，一个违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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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被没收违法所得之后还将被科以至少上一年度销售额 1%的罚款，这样的处罚十

分严厉。诚然，正如 Easterbrook 法官认为，“威慑是反托拉斯法最优先，甚至于可

能是唯一的目标。”Posner 法官也曾言，“一个救济体系的基本目标是威慑人们不敢

违反法律。”然而，上述规定也有不尽合理之处。一方面，强调反垄断制裁的社会

威慑作用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普遍立场，但我国是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发展经济、培

育市场主体是首要任务，严苛的处罚可能会对企业经营造成过度打击，还可能会加

剧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因而有必要在指导思想上正确定位我国反垄断行政罚款的威

慑作用；另一方面，行政罚款恪守“处罚法定”的原则，对于反垄断法的上述规定，

反垄断执法机构只有适用的义务而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即不论个案存在多少合理性

的从轻处罚因素，对涉案经营者都不可能单独适用没收违法所得，至少并处上一年

度销售额 1%的罚款是一种刚性要求。笔者认为，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不仅需要规

范也需要保障，上述规定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反而制约了执法机构考虑合理因素

进行酌定裁量的空间。 

三、完善我国反垄断行政罚款制度的建议 

（一）制定《反垄断行政罚款指南》 

为了解决我国反垄断行政罚款制度现存的上述问题，目前制定《反垄断行政罚

款指南》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其意义在于提高反垄断行政罚款的操作性、透明性和

正当性，增强经营者对垄断违法行为罚款数额的可预期性，同时为多元执法的行政

机构提供统一、明确的指引，从而更好地规范和保障反垄断执法的自由裁量，在根

本上维护反垄断法的安定性。指南可以由反垄断委员会制定，也可以由反垄断执法

机构联合制定，这样有利于规范标准，统一认识，增强执法的协调性。借鉴欧盟和

德国的相关经验，制定指南需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1.明确反垄断行政罚款的指导思想 

虽然欧盟、德国等发达市场国家（尤其是美国）非常重视反垄断制裁（包括罚

款）的威慑作用，以期实现个别预防违法和一般预防违法的目的，但我国毕竟是发

展中的转型国家，战略纲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培育市场主体、完善竞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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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促进经济均衡就尤为重要，严苛的罚款可能对企业经营造成过度打击，甚至拖

累产业发展。因此，指南应明确适度罚款的指导思想，以有利于违法经营者“复归”

市场为界限，重视对反垄断法的宣传、对经营者的引导，兼顾罚款的威慑作用。 

2.明确“销售额的 10%”为罚款上限 

在我国目前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中，罚款数额的计算简单地将销售额和罚款幅度

（1%-10%）相乘。鉴于欧盟和德国的经验，指南有必要明确“销售额的 10%”的真

实涵义，即旨在限定罚款数额的最高上限，因而法条中 1%-10%的罚款幅度不能直

接用于计算具体罚款数额。在此意义下，法条中的“销售额”实际上就是经营者的总

营业额，即上一财政年度在相关地域市场中通过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等通常的经营

行为所获得的收入总额，是在扣除回扣、增值税和其它直接与销售额有关联的税款

之后的净值。由此可见，法条所称“销售额”的外延宽泛，是确定作为最高上限的罚

款数额的因数，而不是用于计算具体罚款数额的基数（罚款基础数额）。 

3.明确罚款数额的具体计算标准 

目前我国实务中所运用的罚款数额的计算框架无疑是对《反垄断法》第 46 条、

47 条、49 条规定的粗糙演绎，当下迫切需要细化罚款数额的计算标准。欧盟和德

国对罚款数额的计算框架各有特点，而其共同的精髓在于如何确定罚款基础数额

（罚款基数）。具体来说，首先可以借鉴欧盟“销售价值”的工具概念，其内涵与德

国“获利或者造成损害的潜力”以及美国“受违法行为影响的商业量”的内涵是一致。

其次是设定罚款比率，笔者认为既可以借鉴欧盟的浮动比率（10%-30%），但我国

浮动比率的上限相较欧盟应有所上调，因为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的处

罚方式，确定罚款基数不宜再纳入一定年数的倍乘关系，因此为确保罚款恰当，避

免罚款基数畸轻，浮动比率的上限应适当上调；当然也可以借鉴德国的恒定比率

（10%），同时根据违法企业的大小考虑相应的倍乘关系。如果采取欧盟的做法，

适用比率的高低就涉及基本裁量因素，此处应当重点考虑下列事实：a.违法行为的

类型和方式b.涉案经营者的市场份额 c.违法行为持续的时间d.相关市场的集中度和

竞争状况 e.案件涉及的地域市场范围 f.违法获益的幅度等。最后考虑时间因素，由

于欧盟的反垄断行政处罚并无没收违法所得，因而罚款数额需要考虑违法行为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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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期，通过乘以一定的年数来确保罚款数额不低于违法所得；但是德国和我国的

反垄断行政处罚都涵盖了没收违法所得，因此在保留没收违法所得的立法背景下，

对时间因素的考虑可以借鉴德国的规定：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以一年计算，持续时

间不足 12 个月的以 12 个月计算，即以违法行为停止前 12 个月的销售价值作为计

算基数。 

4.明确从重从轻处罚的辅助裁量因素 

罚款基础数额的确定涉及基本裁量因素，而从重从轻处罚的辅助裁量因素旨在

根据个案事实对罚款基础数额进行调整，以确保过罚相当。综合欧盟和德国的经验，

从重情节包括：累犯、拒绝配合、妨碍调查、主犯等；从轻情节包括：执法机构介

入调查后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因疏忽而违法、达成垄断协议后未实施等。同时，在

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例如经济危机）可以考虑涉案企业支付罚款的能力，例外

地扣减罚款。 

（二）废除“销售额 1%”的罚款下限的规定 

我国反垄断行政处罚制度中的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属于并科关系，没收违法所

得的同时，至少还得并处经营者上一年度销售额 1%的罚款，这样的处罚过于严苛，

不利于实现过罚相当。基于上文已明确的我国反垄断行政罚款的指导思想，为了适

度保障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促进反垄断执法的客观公正，可以考虑废除《反垄断

法》第 46 条、47 条中关于“销售额 1%”罚款下限的规定，即“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修改为，“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十以下的

罚款”。这样的修订具有两方面的优越性：（1）在立法保留没收违法所得这一处罚

形式的背景下，并处罚款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单纯没收违法所得不足以

惩戒垄断违法行为，同时也不能弥补垄断行为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与此同时，不

排除某些垄断行为危害程度轻微，加之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实际上可以考虑免除

罚款，此时作为一种例外解释，可以认为并处上限为销售额 10%的罚款包含罚款数

额为零的情形，因而免除罚款，只科以没收违法所得。（2）这样的修订可以缓解执

法机构的“难为罚款之虞”，释放执法自由裁量的空间，保障过罚相当与个案公正。

在现有的规定下，不论个案具有多么充分的合理因素，就罚款而言，执法机构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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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受到“销售额 1%”下限标准的约束，而这一最低罚款数额也许非常巨大，超过了

垄断违法行为应受处罚的该当性。 

需要说明，我国反垄断法中关于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也存在不尽合理之处，按

照法律条文逻辑，对违法企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似乎是一种刚性要求，但是违法所

得毕竟难以估算，实际上欧盟就没有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而是在确定罚款基数时

通过考虑一定年数的倍乘关系来确保罚款数额不低于违法所得。由于这一问题与本

文主旨关涉不大，因而留作他论。 

 

 来源：《价格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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