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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反壟斷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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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壟斷法》框架及內容

總則

壟斷協議

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

經營者集中

濫用行政權力排除、
限制競爭行為

附則

法律責任

對涉嫌壟斷行為的
調查

共57條，
2008.8.1起施行



反壟斷行政法規

國務院制定并頒布：

《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
的规定》

注：國務院制定并頒布的其它行政法規中亦有不少
有關反壟斷的規定，例如《電信條例》第4、40、
41條，《退耕還林條例》第25、59條，《道路運輸
條例》第3、6、54條等。



反壟斷行政規章及規範性文件

國家發改委制定并頒佈：
1《反價格壟斷規定》；
2《反價格壟斷行政執法程序規定》；
3《反壟斷案件經營者承諾（征求意
見稿）》；
4《橫向壟斷協議寬大制度適用指南
（征求意見稿）》；
5《關於汽車業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
見稿)》；
6《關於壟斷協議豁免一般性條件及
程序的指南(征求意見稿)》；
7《關於認定經營者壟斷行為違法所
得和確定罰款的指南（征求意見稿）》
8《關於濫用知識產權的反壟斷指南
（征求意見稿）》

國家工商總局制定并頒布：
1《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案件程序规定》；
2《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行为程序规定》；
3《禁止壟斷協議的規定》；
4《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定》；
5《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行为的规定》；
6《關於濫用知識產區那排除、限制競
爭行為的規定》；
7《關於濫用知識產權的反壟斷執法指
南（国家工商总局第七稿）》

商務部制定并頒布：
1《經營者集中審查辦法》；
2《經營者集中申報辦法》；
3《關於實施經營者集中資產或業務剝
離的暫行規定》；
4《關於評估經營者集中競爭影響的暫
行規定》；
5《未依法申報經營者集中調查處理暫
行辦法》；
6《關於經營者集中簡易案件適用標準
的暫行規定》；
7《關於經營者集中簡易案件申報的指
導意見（試行）》；
8《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的指導意見》；
9《關於經營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條件的
規定（試行）》

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制定并頒布：

《關於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



二、執法機構

國家發改委
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

國家工商總局
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局

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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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級工商局

統一授權

個案授權

未授權

省級

涉及價格的壟斷協議行
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行為、行政壟斷行為

不涉及價格的壟斷協議
行為、濫用市場支配地
位行為、行政壟斷行為

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審查



三、壟斷行為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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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
协议。

《反價格壟斷規定》第7條；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禁止壟斷協議的規定》
第4~8條

橫向壟斷
（具有競爭
關係的經營者
之間）

縱向壟斷
（經營者與交易
相對人之間）

壟
斷
協
議

《反壟斷價格規定》第8條；



壟斷協議的豁免

《反壟斷法》

第15條

（1）為改進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的

（2）為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增進效率，統一產品規格、
標準或者施行專業化分工的

（3）為提高中小經營者效率，增強中小經營者競爭力的

（4）為實現節約能源、保護環境、救災救助等社會公共利益的

（5）因經濟不景氣，為緩解銷售量嚴重下降或者生產明顯過剩的

（6）為保障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中的正當利益的

（7）法律和國務院規定的其它情形

針對上述（1）~（5）情形，經營者應當證明所達成的協議不會嚴重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並能使消費者分享由此
產生的利益。



壟斷協議的寬恕政策

《反壟斷法》第46條第2款：

主動報告

提供重要證據

可以酌情減輕或免除處罰



濫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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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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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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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相關市場

支配地位

濫用行為

排除正當理由

產品、地域市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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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 
（3）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4）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 
（5）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 
（6）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1）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2）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3）拒絕交易；
（4）限定交易；
（5）搭售；
（6）差別待遇；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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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價格壟斷規定》第12（2）、13（2）、14（2）條；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 》第8條



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一）

上一会计年度 营业额合计超过
人民币100亿元

上一会计年度

营业额合计超过
人民币4亿元



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二）

上一会计年度

上一会计年度

营业额合计超过
人民币4亿元

营业额合计超过
人民币20亿元



行政壟斷

行政機關；
法律、行政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

主體

性質 違法行政；具體/抽象
具體行政行為：就特定事項，針對特定行政相對人，作出的有關行政相對
人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
抽象行政行為：针对广泛不特定的对象设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
行为

分類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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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妨礙 ：地區封鎖，妨礙商品自由流通   

排除 ：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
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強制 ：強制經營者從事壟斷行為



濫用知識產權
排除、限制競
爭行為

正確認識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關係：
保護IP第一位，規制IP第二位

“濫用”是前提，“排除、限制競爭”是結果，用《反壟
斷法》規制知識產權使用行為，前提與結果必不可少

“濫用”的界定，多因素綜合考量



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

什麼是
“濫用”

本質

種類

分析方法
及步驟

權利若沒有邊界，濫用即不存在
權利人對知識產權的行使超越了應有的邊界；
違反了知識產權制度的設立宗旨；
與社會公共利益相痛處；
違反了知識產權權利人應守的注意義務

實體性權利的濫用：如 拒絕許可；搭售；不爭議條款；差異化許可；限
制性做法等

程序性權利的濫用：如 不當使用禁令；惡意訴訟；虛假訴訟等

（一）确认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表现形式和特征；
（二）确定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涉及的经营者之间是否具有竞争关系；
（三）界定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所涉及的相关市场；
（四）认定行使知识产权的经营者的市场地位；
（五）分析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行为对相关市场竞争的影响。

发改办价监处罚[2
015]1号 高通公司.doc



四、2008~2015階段執法成果

統計時間：2008.8.1~2015.12.31

數據來源：三大執法機構官方發佈

數據來源：《中國大陸反壟斷大數據分析報告》（作者

林文，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即將出版）

注：不同於官方統計方式，此書在統計發改委與工商部門的反壟

斷行政執法案件數量時，以受罰經營者個數計件，而官方統計的

1件反壟斷行政執法案件中則包含同時受罰的多個當事人



發改委
經濟制裁共計103.97億元

高通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案罰款RMB60.88億元

統計時間：2008.8.1~2015.12.31

數據來源：發改委官方發佈



發改委反壟斷行政執法案件行業分佈

統計時間：2008.8.1~2015.12.31

數據來源：《中國大陸反壟斷大數據分析報告》（作者林文，知識

產權出版社2016年即將出版）



發改委豁免壟斷協議案件的情況



發改委寬恕政策適用情況

統計時間：2008.8.1~2015.12.31

數據來源：《中國大陸反壟斷大數據分析報告》（作者林文，知識

產權出版社2016年即將出版）



工商部門
經濟制裁共計RMB4344.11萬元

2014年立案調查的微軟、
利樂涉嫌壟斷案尚未結

案

統計時間：2008.8.1~2015.12.31

數據來源：工商部門官方發佈



工商反壟斷行政執法案件行業分佈

統計時間：2008.8.1~2015.12.31

數據來源：《中國大陸反壟斷大數據分析報告》（作者林文，知識

產權出版社2016年即將出版）



工商豁免壟斷協議案件的情況



工商部門寬恕政策適用情況

統計時間：2008.8.1~2015.12.31

數據來源：《中國反壟斷大數據分析報告》（作者林文，知識產權

出版社2016年即將出版）



截至2015.12.31，商務部處罰未依法申報的
經營者集中案件共計5件，經濟制裁共計

100萬元

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案；
马士基、地中海航运、
达飞设立网络中心案

統計時間：2008.8.1~2015.12.31

數據來源：商務部官方發佈

統計時間：2008.8.1~2014.4，
商务部共作出经营者集中审査决定750件
數據來源：商務部官方發佈



五、執法困境

執法機構不統一

行政壟斷查處難

處罰標準不統一

寬恕制度有區別

“三龍治水”降低行政執法效率，發改委與工商之
間管轄衝突較大，價格壟斷與非價格壟斷難區分

工商查處的行政壟斷案件為零，發改委僅查處8件

反壟斷行政罰款的計算基準“上一年度銷售額”的
認定缺乏統一標準

發改委對寬恕制度的規定較為寬鬆，工商相關規定
較嚴格



執法機構
壟斷協議組織
者能否適用寬

恕制度
重要證據 寬恕制度

 國家工商總
局   禁止

必須對主管機關啟
動調查程序或認定
壟斷協議起到關鍵
性作用

第一個主動報告達成壟斷協議的有關情況、
提供重要證據并全面主動配合調查的經營
者

可以免除處罰

主動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報告所達成壟斷
協議的有關情況并提供重要證據的其它經
營者

可以酌情減輕處罰

 國家發改委 不予禁止
對主管機關認定價
格壟斷協議起到關
鍵作用

第一個主動報告達成價格壟斷協議的有關
情況并提供重要證據的 可以免除處罰

第二個主動報告達成價格壟斷協議的有關
情況并提供重要證據的

可以按照不低於 50% 
的幅度減輕處罰； 

其他主动报告达成价格垄断协议的有关情
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

可以按照不高於 50% 
的幅度減輕處罰

工商與發改委的寬恕制度對比



林 文  北京金誠同達（上海）律師

事務所合夥人律師

手 機：(86)15316033008

郵 箱：linwen@jtnfa.com

謝謝大家，請提問題

上海市浦東新區世紀大道201號7層，郵編200120 ，Tel: (8621)60795656 ， Fax: (8621) 60798759    www.jtnfa.com 

PS：針對中國大陸反壟斷執法情況更多詳細分析敬請參見林文律師編著的《中國大陸反壟斷大數據分析報告》

（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9月即將出版）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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