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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法角度看，法国既执行欧盟在反垄断方面的
法律规定，同时也倡导将欧盟的规定结合本国市场实
际引入本国的法律体系。

在欧盟的立法层面，法国主要执行欧盟建立之初
所立的“欧共体条约”第 82 条第一段，即有关“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的定义和欧盟运作条约第 102 条关于市
场竞争的规定。而在法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概
念被正式引入法律是在 1963 年的 7 月 2 日。法国的

《商法典》在第 410 章第二款和第 420 章第四款，都重
申了关于市场内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和权
责，以及经济部长和法国竞争委员会在发生上述情况
时的处置职责。

1986 年 12 月 1 日，法国又在《商法典》引入了“竞
争法”的概念，并在同年成立“竞争委员会”。这一委员
会在 2008年与技术委员会合并后成立“竞争管理局”，
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法国反垄断局”。目前，该局是
法国独立的行政机构，负责应对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对市场运作规律进行理论性研
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机构尽管不是正式的司法机
关，不能作出司法判决，但仍可对认定为属于不正当竞
争的行为发出禁止令和制裁措施，并在必要时向法国
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和裁决。该机构目前有 1 名局长、4
名副局长及 17 名由经济部长直接任命的监督成员组
成，任期为 5年。

今年 7 月，该局就对英国皇家邮政公司、美国联
邦快递公司和荷兰天地物流控股有限公司展开了反
垄断调查，并称这些企业违反了法国的物流市场反
垄断规则。分析称，上述 3 家公司或将面临数额巨大
的罚款。

今年 8 月，法国竞争管理局又对雀巢旗下的咖啡
机生产商奈斯派索展开反垄断调查。该局认为，奈斯
派索公司垄断旗下胶囊咖啡机所使用的所有胶囊产
品，消费者除了选择该公司的胶囊产品外，没有其他选
择，因此认定在该咖啡机上只能使用奈斯派索胶囊是
不合理且不正当的垄断性销售行为，并要求其产品在
设计时允许使用其他胶囊生产商的产品。

今年年初，法国竞争管理局还对包括法国巴黎银
行、法兰西银行、法国邮政银行、法国农业银行、法国
兴业银行等在内的 11 家法国银行处以了总额高达
3.849 亿欧元的罚款，理由是这些银行共谋并操纵了
银行支票处理业务的收费。该局发表的公告指出，
从 2002 年 1 月到 2007 年 7 月之间，这些银行对法国
市场上流通的 80%支票收取了 4.3 欧分的服务费，这
种服务费是不正当的。该局表示，这些银行仍在为

“相关服务”收取额外费用，而这些费用与其成本不
成比例。

长期以来，垄断在俄罗斯经济
中占有重要一席。俄罗斯既借鉴西
方经验完善反垄断体系建设，又根
据本国经济现实保留了独具特色的
垄断形式。

俄罗斯高度重视国家调节在经
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国家垄
断和自然垄断两种形式，对国民经
济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
行业实施垄断调节。自 2003 年开
始，依照一系列法律组建了俄储蓄
保险公司、俄外经银行、俄罗斯技
术公司等一批国家公司。国家公司
是俄罗斯实施国家垄断的重要形
式，有别于一般商业企业和国有控
股公司，拥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具
有特别组织结构，以及享有额外税
收优惠。此外，俄罗斯还于 1995
年通过了 《俄联邦自然垄断法》，
将油气干线管道运输、铁路运输、
港口和空港服务、公共电力和邮政
服务、内河基础设施服务等列入自
然垄断行业，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公司、俄罗斯铁路公司等国有企业

进行垄断经营。
除了战略性行业依然受到垄断

控制外，俄罗斯在近年来也注重不
断开放市场，通过逐步完善法律体
系打破垄断桎梏，尽力为企业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通过修改实施 《保
护竞争法》、《国家采购法》、《贸易
法》 以及外国投资俄罗斯战略企业
管理办法等构建了符合本国实情的
反垄断法律体系。

2004 年，俄罗斯正式成立了
俄联邦反垄断署，通过分布在俄
境内 83 个联邦主体的派出机构对
产品市场、金融服务市场、自然
垄断主体、广告行为及在俄外国
投资者活动进行监督，另外还对
行政部门采购、项目落实及服务
情 况 进 行 监 管 。 在 该 署 的 主 导
下，俄罗斯正致力推动自由竞争
的“路线图”。最近，俄联邦反垄
断署向俄国家杜马提交了 《保护
竞争法》 修正案，以期显著降低
对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政干
预，减小企业的行政负担，相关

法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通过。
近年来，俄罗斯在反垄断领域

也动作频频。在国家控制的战略性
行业中，俄开始逐步引入竞争机
制。俄罗斯政府于 2013 年批准了

《液 化 天 然 气 出 口 自 由 化 法 律 草
案》，此举标志着俄罗斯市场上由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垄断的天然
气出口专营权终被打破，俄能源巨
头俄罗斯石油公司以及俄最大的独
立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成为
了首批受益者。对垄断行业存在的
违规行为，俄联邦反垄断署也不遗
余力进行查处。2013年该署曾致函
俄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俄天然气
工业公司、俄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
公司，警告他们未按反垄断署和能
源部的规定在交易市场上销售相应
数量的石油产品，导致市场失衡，
油价上涨。正如俄联邦反垄断署署
长阿尔捷米耶夫在今年 9 月召开的
署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目标没
有改变，就是要通过反垄断调查来
鼓励竞争。”

俄罗斯：严查违规 鼓励竞争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廖伟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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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全球化日益深化、跨国垄

断日趋上升的挑战，中国政府近来实施

了一系列空前有力的反垄断措施，发出

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保障消费者权

益的强烈信号。中国在反垄断领域加强

监管和处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必然选择，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通

行做法，有理有据，无可厚非。

首先，反垄断法在世界大多数国家

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只要有垄断，往往

就会有反垄断。世界各国对垄断行为均

十分警惕，迄今已有 100 多个国家 （地

区） 颁布了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施以

严厉处罚。最早的反垄断立法源于美

国，可追溯至 1890 年颁布的 《谢尔曼

法》 和 1914 年颁布的 《联邦贸易委员

会法》 及 《克莱顿法》。美国的反垄断

法规规定，一旦企业被裁定有垄断行

为，就可能面临罚款、强制解散、拆分

等多种惩罚后果。作为史上著名的执法

案例之一，洛克菲勒家族的“石油王

国”曾因垄断市场被拆分为 30 多个独

立石油公司。从执法理念上讲，中国

《反 垄 断 法》 禁 止 的 也 是 市 场 垄 断 行

为，而不是反对垄断企业本身，它在一

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国反垄断法规的先进

理念。这部中国的“经济宪法”从 2008

年 8 月 1 日生效至今已满 6 年，被普遍

视为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日趋完善的

重要一步。

其次，世界上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

国家基本都建立了常态化的反垄断执法

工作机制。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

不可能接受市场被几家企业通过非法手

段操控；任何一个与市场唇齿相依的主

体，都不可能容忍市场失去竞争活力。

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美国司法部反垄

断局总共发起多达 92 项反垄断调查。而

欧盟也曾对美国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

的垄断行为分别处以 16.76 亿欧元和 10.6

亿欧元的巨额罚款。此次在中国“中

招”的知名企业，如高通、精工、微软

等，都曾是美欧反垄断当局打击的常

客，均吃过海外反垄断机构的巨额罚单。

最后，中国反垄断在立法、执法、

司法实践等方面均依据了世界贸易组织

的有关规则。世贸组织相关规则明确反

对妨碍竞争的垄断企业的市场独占，规

定无论是一家还是几家企业，只要形成

市场瓜分或约定限价的控制，就属于该

国反垄断立法举措的应对范围。中国开

展的反垄断调查不仅没有违背入世承

诺，反而体现了公开、透明、非歧视、

公平竞争、法制精神等世贸组织倡导的

原则理念。

与拥有百年反垄断立法历史的发达

国家相比，中国反垄断仍然处于起步阶

段。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处于

重塑期，世界各国都在通过严密监管、

合理执法来确保市场公平，释放企业竞

争力，从而带动产业和国家整体发展水

平的提升。对中国来说，反垄断常态化

不仅有助于巩固反垄断执法效果，更是

适应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变化的必然要

求。可以预料，中国今后将更加注重动

用反垄断工具、严格反垄断执法，以促

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和创造公正合理

的市场环境。

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规

则正处于重塑期，世界各国都

在通过严密监管、合理执法来

确保市场公平，释放企业竞争

力，从而带动产业和国家整体

发 展 水 平 的 提 升 。 对 中 国 来

说，反垄断常态化不仅有助于

巩固反垄断执法效果，更是适

应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变化的必

然要求

许 滔画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立法反垄断的国家之一。德国
现行的反垄断制度以保障市场竞争为核心，已成为维
护德国市场公平竞争的有力工具。

1958 年，德国制定了 《反限制竞争法》，并已修
订了 7 次。在德国，企业达成同业联盟 （又称“卡特
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会被认定为垄断，企业兼
并如果体量过大，损害市场竞争环境，也会被叫停。
禁止卡特尔、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控制企业兼并
构成德国 《反限制竞争法》 的三大支柱。

《反限制竞争法》 主要由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负责执
行。目前该局大约有 345 名工作人员，其中约 150 人是
法律和经济领域专家。该局的主要职能有：禁止卡特
尔、控制并购、监督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核查
政府公共采购和行业检查。该局虽隶属于联邦经济能源
部，但享有准司法权，是独立的反垄断联邦机构。

按照法律，企业垄断将被处以最高 100 万欧元罚
金。特定情况下，罚金上限可设为企业销售总额的
10%。至于罚款的具体数额要依据个人或者企业违法
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而定。自 2001 年以来，德国联
邦卡特尔局每年开出的罚单数额都不尽相同。2003 年
是近 10 多年德国反垄断罚金最“丰厚”的一年，共达
7.17 亿欧元。2013 年，卡特尔局共对 11 起案件作出
处罚，罚金共计约 2.4 亿欧元。截至今年上半年，卡
特尔局已开出 6.3 亿欧元的罚单。

今年 7 月，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获得大量供词和材料
证明，许多知名香肠生产商数十年来一直定期会面，讨
论市场发展和价格设定。此外，2003 年以来，部分厂
商非法协商，共同抬高对零售商的供货价格。因此，德
国联邦卡特尔局以非法进行价格商定为由，对 21 家香
肠生产商以及 33名有关个人处以了 3.38亿欧元的罚款。

作为欧盟成员国，欧盟委员会对德国反垄断执法有
着重要影响。欧盟委员会负责对欧盟市场有较大影响的
跨国垄断行为的查处。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主要负责跨州
的卡特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和所有的企业并购案
件，以及主要涉及德国的较小的跨国垄断案件。

2013 年，德国四大电信商之一、西班牙电信旗下
的 O2 公司有意收购德国另一大电信商荷兰 KPN 电信公
司的 E-Plus。如果收购成功，这两家电信商合并后将
成为德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对现有的四大电信商的其
他两家德国电信和沃达丰构成更有力的市场竞争。

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局长安德烈亚斯·蒙特表示，这
种影响主要针对德国市场，因此应由联邦反垄断局负
责审查此次合并。但由于涉及跨国并购，对于此案的
反垄断调查最终还是由欧盟委员会执行。今年 7 月
初，欧盟委员会最终同意了这个涉及金额超过 80 亿欧
元的收购项目。

德国：
保障市场
夯实基础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法国：
完善法制
处罚严厉
本报驻巴黎记者 胡博峰

加拿大
作为世界上最早制定反垄断法的国家之一，加拿

大针对不同行业的反垄断操作分类明细，执法效率高。
加拿大竞争局是该国最主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职能主
要包括反价格垄断、串通投标、虚假不实和带有误导性的
宣传、欺骗性中奖通知、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独占经营、捆
绑销售以及欺骗性营销等行为。执法机构的单一性保证
了加拿大反垄断的有效进行。加拿大在反垄断方面注重
国际合作，除与欧美各国保持密切沟通外，近年来也不断
加强与中国的反垄断交流。

日本
日本的反垄断法制体系是以《反垄断法》为中心,

《分包法》及《赠品表示法》为该法的补助法,由日本公正
交易委员会运用。其反垄断法大体由 7 个部分构成：私
人垄断的禁止；不正当交易限制(即卡特尔)的禁止和系
统规定；关于限制市场集中、经济力集中的规定；不正当
交易方法的禁止和系统规定；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权限和
组织规定；手续规定；适用除外规定。

巴西
2012 年 5 月，巴西新《反垄断法》正式生效，不仅改

革了反垄断部门，将原司法部经济法秘书处和财政部经
济监督秘书处等机构一起并入保护经济管理委员会，并
且要求企业在计划并购时就必须提出申请，而不是在并
购后对市场已经产生影响后再解决问题；企业合并后所
占市场份额不得超过 20%。否则，将被认为是垄断而无
法通过审核。对垄断企业的惩罚则是根据其营业额确定
的，罚金抽取营业额的 0.1%到 20%不等。

（默 言整理）

部 分 国 家 反 垄 断 特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