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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认为，苹果、谷歌、亚马逊和脸书

这 4家科技巨头在智能终端、搜索引擎、数

字广告、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等领域处于绝

对统治地位，是阻碍竞争和创新的“元凶”。

回顾历史，美国对反垄断的认识经历了漫长

的过程，其处理垄断企业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

“绝不低头，毫不手软”。

根据美国反垄断法，一旦企业被裁定有垄断

嫌疑，将可能面临罚款、监禁、赔偿、民事制裁、强

制解散、拆分等多种惩罚。司法部可直接对涉嫌

垄断的企业提起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美国联

邦贸易委员会也可以直接进行裁决或提起民事

诉讼。此外，受损企业或普通消费者可直接对涉

嫌垄断的企业提起民事诉讼，并要求损失赔偿。

1911 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被肢解为

34 家独立石油公司。上世纪 30 年代，金融巨头

摩根被拆分为两家公司。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美国反垄断步伐继续加大。此举使得 IBM

最终开放了标准并取消了产品捆绑销售；AT&T

被一分为八；微软虽然通过诉讼避免了被拆分的

命运，但也被迫改变了捆绑软件销售的模式，并

向欧盟缴纳了巨额罚款。

眼下，美国国内针对苹果、谷歌、亚马逊和脸

书这 4 家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诉讼正如火如荼地

开展着。从 2019 年开始，美国司法部宣布对科

技行业展开广泛的反垄断调查。2020 年 7 月，4

家公司负责人均现身美国国会反垄断听证会。

12月，谷歌陷入 20年来最大规模反垄断调查，46

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指控并要求拆分脸书，苹果

商店则被称作“公路劫匪”。

指控认为，这些互联网科技公司在智能终

端、搜索引擎、数字广告、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等

领域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是阻碍竞争和创新的

“元凶”。

针对谷歌，美国司法部和 11 个州已对其提

起诉讼，指控其通过搜索和广告业务上的垄断地

位打压对手，违反公平竞争原则，其核心指控是

利用垄断力量捆绑在线搜索和相关市场的分销

渠道。比如，谷歌每年向苹果支付高达 80 亿美

元至 120 亿美元，让谷歌成为 Safari 和苹果手机

上的默认搜索引擎。

同时，美国司法机构还指控谷歌和脸书两家

共谋“互不竞争”的行为违法。

针对脸书，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以纽约

州为首的 40 多个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分别

指控其滥用在社交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对潜在竞

争对手采取反竞争收购。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

詹姆斯称：“脸书利用其统治地位和垄断力量压

制了竞争力较小的对手，扼杀了竞争，而这一切

都以牺牲用户的利益为代价。”美国联邦贸易委

员会请求联邦法院发布永久禁止令，要求脸书剥

离包括 Instagram 和 WhatsApp 在内的资产，将公

司拆分。

针对苹果，美国立法者指责其简直就像“公

路劫匪”。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委员会主席大卫·

西西林日前在谈及对苹果应用商店的看法时表

示，苹果能够形成今天的市场地位并不是因为苹

果手机的市场份额，而是因为限制了用户在服务

购买方面的选择。

就美国科技寡头的不当行为，美国相关机构

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和监管部门一样毫不手

软。大卫·西西林在针对 4家科技巨头的反垄断

听证会上说：“从洛克菲勒到卡耐基，从比尔·盖

茨到四大科技公司，产业变了，但是垄断巨头的

行为没有本质变化。我们不应该向网络经济的

‘皇帝’低头。”目前，大卫·西西林正在寻求制定

新法规，以改革数字市场，并赋予反垄断执法者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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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起源于美国1890年颁布的《谢尔
曼反托拉斯法》。自那以后，世界各国政府就开始与
各行各业的巨头斗智斗勇。从洛克菲勒到卡耐基，从摩根
到微软，反垄断的大刀一次又一次挥出，不仅震慑了那些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也割断了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的绳索。进入数字经济
时代，科技巨头日益成为全球反垄断的重点监管对象，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
美国对脸书、苹果、谷歌和亚马逊四大科技巨头发起的反垄断调查。正如美国众议
院反垄断委员会主席大卫·西西林在反垄断听证会上所言：“产业变了，但是垄断巨头的行
为没有本质变化。我们不应该向网络经济的‘皇帝’低头。”

美国重罚寡头企业
本报记者 关晋勇

德国于 2019年开始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

行第十次修订。此次修订赋予了德国联邦反垄

断局一项新权力——对科技企业市场行为定性

并在滥用行为发生前即可强制实施限制条例。

这种预先干预模式使有关部门可以在垄断形成

前就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反垄断相关法律的国家之

一。早在 1896 年，德国就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此后，德国又制定了《反限制竞争法》，该法于 1958 年

生效，后经多次修订。可以说，德国在反垄断立法方面

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随着互联网企业和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德国政府

意识到，现有法律已无法满足相关机构对科技企业的

反垄断监管需要。因此，德国于 2019 年开始对《反不

正当竞争法》进行第十次修订。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之一，就是针对平台经济和科技企业的行为进行更有

效的规制，并通过扩大反垄断主管机构的权限来实现

这一目标。

具体来看，针对当前科技企业和平台经济迅速发

展的现状，此次修订加强了反垄断监管机构德国联邦

反垄断局（也称“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干预权。修订

案规定，德国联邦反垄断局不仅可以给数字平台的竞

争行为定性，判断其行为是否带有垄断性质，还可以直

接对涉嫌垄断的行为进行规制。

同时，此次修订还赋予了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另一

项权力——对科技企业市场行为定性并在滥用行为发

生前即可强制实施限制条例。这种预先干预模式使得

有关部门可以在垄断形成前就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

此次修订极大提升了德国反垄断案件的处理效

率，显示出德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立法实践方面

的先行意识。其探索也为欧盟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

去年 6月，德国联邦法院裁定，脸书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非法收集、处理用户数据的指控成立，德国联邦反

垄断局有权对其在德国境内的相关行为予以限制。这

一裁决是近年来德国针对互联网企业做出的一项重

磅裁定，表明了德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向科技企业巨

头“宣战”的决心。去年 12月，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又针

对脸书在用户使用 Oculus 虚拟现实眼镜时强制要求

登录脸书账户一事发起调查。德国联邦反垄断局认

为，这一强制登录要求将虚拟现实眼镜产品与脸书社

交网络强行捆绑，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近段时间，欧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科技企业

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以“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

市场法案”为引领，试图为互联网企业在欧洲的市场行

为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

去年 11 月，继给谷歌开出天价罚单后，欧盟又将

矛头指向另一互联网巨头亚马逊。欧盟认为，亚马逊

利用其市场规模和数据方面的优势地位，对平台上规

模较小的卖家形成了不公平竞争。

专家认为，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针对互联网巨

头在欧洲的市场行为采取了比较密集和有针对性的行

动，希望通过一系列立法进一步规范大型科技企业的

市场行为，防止其利用自身优势形成垄断。这是欧盟

主要成员国在应对互联网时代垄断行为立法与实践中

迈出的重要一步。

不过，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该领域将面临一系列

新问题、新挑战。这意味着，要更好地反垄断，欧洲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德国施行预先干预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严格执法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行业寡头。

这一点在民生消费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

在罚款、应诉的压力下，南非两家主要电信运营

商均降低了相关资费，共计为消费者节省超过

30亿兰特。

南非《竞争法案》旨在“为所有南非人提供参与经

济的平等机会”。它于 1998 年出台并生效，后经多次

修订。同时，南非设立了由 3 个机构组成的竞争法执

法体系。南非还成立了负责仲裁的竞争法庭，并设立

了竞争上诉法院。

南非《竞争法案》规定，违反法案的企业将被给予

行政处罚，罚金不超过涉案企业年营业额的 10%。

2019年的竞争法案修正案显示，对于屡次触犯法案的

企业，最高将被处以年营业额25%的罚金。

2016年，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安赛乐米塔尔集

团南非子公司与南非竞争委员会达成和解协议，同意

支付 15 亿兰特（约合 6.8 亿元人民币）罚金，这是该委

员会迄今为止开出的最大金额罚单。该公司承认，自

2002年起按进口平价制定钢价，并与同行分享商业敏

感信息，合谋抬高南非钢价。其操纵钢价的行为被控

“影响下游产业，涉嫌参与垄断”。

严格执法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行业寡头。。这一点这一点

在民生消费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民生消费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20192019年底年底，，南非竞争委员会认定南非两大电信运南非竞争委员会认定南非两大电信运

营商营商 VodacomVodacom 和和 MTNMTN 涉嫌涉嫌““双头垄断双头垄断””，，要求两家运要求两家运

营商降低移动数据费用营商降低移动数据费用。。在罚款在罚款、、应诉的压力下应诉的压力下，，两家两家

运营商均降低了相关资费运营商均降低了相关资费。。以记者使用的以记者使用的 VodacomVodacom

公司公司 11GBGB 包月流量为例包月流量为例，，去年去年 33 月其资费从月其资费从 149149 兰特兰特

降至降至 9999 兰特兰特，，今年今年 44 月再次降至月再次降至 8585 兰特兰特，，降幅高达降幅高达

4343%%。。该委员会表示该委员会表示，，其与两家运营商达成的降费协其与两家运营商达成的降费协

议已为消费者节省超过议已为消费者节省超过3030亿兰特亿兰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南非消费者希望通过食许多南非消费者希望通过食

用生姜和大蒜来提高免疫力用生姜和大蒜来提高免疫力。。这种做法虽缺乏科学依这种做法虽缺乏科学依

据据，，却导致有关商品供不应求却导致有关商品供不应求、、价格飙升价格飙升，，““蒜你狠蒜你狠”“”“姜姜

你军你军””频现频现，，民众对此颇多抱怨民众对此颇多抱怨。。今年今年 33 月月，，南非竞争南非竞争

委员会与当地零售业巨头委员会与当地零售业巨头 PiPick n Payck n Pay 超市签署协议超市签署协议，，

限制超市生姜和大蒜的毛利率限制超市生姜和大蒜的毛利率，，并准备将限价政策推并准备将限价政策推

广至更多超市及食品品类广至更多超市及食品品类。。

目前目前，，南非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南非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平台经济的潜在风平台经济的潜在风

险也受到南非政府的关注险也受到南非政府的关注。。今年今年 33 月月，，南非竞争委员南非竞争委员

会宣布对电商会宣布对电商、、外卖外卖、、二手车二手车、、二手房二手房、、民宿等行业的主民宿等行业的主

要公司进行调查要公司进行调查。。这一调查将持续约这一调查将持续约1818个月个月。。

南非加大执法力度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英国反垄断部门——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对

全球科技巨头“青睐有加”。他们认为，互联网

平台公司虽然能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

便利，但其垄断地位会阻碍市场发展，并对高度

依赖平台的消费者和企业造成伤害。

在英国脱欧之前，欧洲境内的反垄断调查主要由

欧盟委员会出面，英国国内反垄断部门少有动作；脱

欧之后，英国政府开始独自面对来自全球巨头的挑

战。鉴于此，近两年，英国反垄断部门——竞争和市

场管理局出手频繁。

从亚马逊入股美食外卖平台，到英伟达收购

ARM，再到互联网保险平台，竞争和市场管理局不断

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位置上。

相较其他行业企业，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对全球科

技巨头“青睐有加”。

去年底，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宣布对谷歌进行反垄

断调查，原因是“谷歌的浏览器修改计划可能导致广

告收入更多流向谷歌系统，进而对其他竞争者形成打

压”。与此同时，该部门还对脸书开展反垄断调查，重

点聚焦脸书在网络广告市场和与社交媒体对手竞争

过程中不合理使用用户数据。此外，该部门还同步开

展了对苹果软件商店的相关调查。

2020年年底，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表示，鉴于谷歌、

脸书和其他具有“战略市场地位”的科技公司的垄断地

位，未来会将反垄断罚金上限调整为企业全球营收规

模的 10%。如果按照 2019年的数据，谷歌和脸书最高

可能分别面临162亿美元和71亿美元的处罚。

高额处罚的背后与英国互联网平台环境密不可台环境密不可

分分。。该机构此前的调研显示该机构此前的调研显示，，谷歌在搜索引擎和搜索谷歌在搜索引擎和搜索

广告业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广告业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脸书在社交媒体市场和脸书在社交媒体市场和

显示广告业务领域占据主导位置显示广告业务领域占据主导位置。。20192019年年，，英国数字英国数字

广告业务规模为广告业务规模为 140140 亿英镑左右亿英镑左右，，其中其中 8080%%都流向了都流向了

谷歌和脸书谷歌和脸书。。对此对此，，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评价说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评价说，，

互联网平台公司虽然能够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互联网平台公司虽然能够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

诸多便利诸多便利，，但其垄断地位但其垄断地位会阻碍市场会阻碍市场发展发展，，并对高度并对高度

依赖平台的消费者和企业造成伤害依赖平台的消费者和企业造成伤害。。

为应对脸书和谷歌等科技巨头滥用市场主导为应对脸书和谷歌等科技巨头滥用市场主导

地位打压竞争和阻止创新的挑战地位打压竞争和阻止创新的挑战，，日前日前，，英国政府英国政府

宣布在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内建立数字市场工作组宣布在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内建立数字市场工作组，，

专门强化监管专门强化监管。。该工作组该工作组与竞争和市场管理局与竞争和市场管理局执法执法

团 队 密 切 合 作团 队 密 切 合 作 ，，重 点重 点 解决这些企业有损竞争的行解决这些企业有损竞争的行

为为。。与此同时与此同时，，该工作组还将制定数字平台行为规该工作组还将制定数字平台行为规

范范，，以保障高度依赖平台广告推广吸引客户的中小企以保障高度依赖平台广告推广吸引客户的中小企

业利益业利益。。

英国“青睐”科技巨头
本报记者 蒋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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