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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视角下的反垄断法与本土化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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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律移植不仅仅涉及法条的移植，更涉及法学理论的移植。我国的《反垄断法》及其配套
法规仅仅移植了他国反垄断法母法的条文，缺乏对于反垄断基础理论的深度移植。这一缺憾不但延
缓了法律移植过程中的本土化改造，而且已经开始深入影响我国反垄断的执法进程。通过梳理世界
百年来的反垄断执法历程，可总结出现代反垄断法的三次重大演变：从保护竞争者向保护竞争的演
变、从本身违法向合理原则的演变、从处罚式的执法模式向和解式的执法模式的演变。以此演变过程
为基础，分析了我国目前反垄断实践中的执法困境，并从本土化移植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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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古今中外的法律移植都存在一个长期且又缓慢的过程。虽然有学者认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
的法律移植，〔１〕但不可否认我国近现代的法制史就是一部西方法律移植史。〔２〕 学界一般认为法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４ＣＦＸ０６４）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
年版
２００１ 第７～１２页；苏力：《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载《中外法学》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２〕 参见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周少元：《二十世纪中国法律变
革与法律移植》，载《中外法学》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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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移植存在三个阶段：（１）详观移植对象；（２）深析本土的制约性要素；（３）慎行本土化改造。〔３〕
这三个步骤并非截然分立、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反复认知中改善并提高，这也是我国诸多法律频
繁修改的主要原因之一。〔４〕 在此三个步骤之中，第一个步骤尤为重要。若对需要移植的法律的
产生背景以及理论梳理研究得不够充分，则后续的本土化改造很容易画虎类犬。时至今日，我国
的基础框架性法律已经大体移植完毕，总体上进入深度本土化改造的阶段。反垄断法律移植正是
在这个过程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于反垄断法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迄今大约二十
年的历史。以２００７年我国《反垄断法》颁布为界，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立法前的法律
移植可行性研究，以及立法后的本土化研究。但是，第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对国外反垄断法律条
文的简单移植，虽为时代所必需但又失之理论深度；而第二阶段成果集中于具体垄断行为的研究，
其成果虽细致入微却又陷于只见树木。尤为重要的是，现有的研究严重缺乏从大历史变迁的角度
研究世界反垄断基础理论演变的学术成果，这使得反垄断法律移植从第一步开始就产生了巨大的
断裂。这种断裂不仅已经开始影响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工作，而且也延缓了反垄断法本土化移植的
进程。鉴于这个研究空缺，本文拟截取世界反垄断史上的重要事件，来探讨反垄断法百年来的演
变过程；进而，通过梳理反垄断法执法目的变迁和执法模式之演变等基础理论问题，一方面来深度
解读我国反垄断执法实践中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反垄断法律移植的本土化改造进行思考。

二 、执 法 目 的
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反垄断法于１８９０年在美国颁布，此即《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Ｓｈｅｒｍａｎ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Ａｃｔ，以下简称《谢尔曼法》）。但是，《谢尔曼法》并没有确立反垄断法的执法目的，这种粗
放式的立法模式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提高却被其他国家所移植。比如，我国《反垄断法》第１条虽
然指出了反垄断法的执法目的，但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些目的跟其他市场规制法律（比如《反
不正当竞争法》）的目的高度重合，从而无法从执法目的上划清反垄断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区别。不
过在随后的发展中，我们发现反垄断基础理论的发展却得益于这种开放性的立法模式。这种立法
模式使得反垄断执法机构 〔５〕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反垄
断法“添加”执法目的，从而推动了反垄断法基础理论的革新。
（一）产生背景及先天缺陷
反垄断法的产生是为了应对１９世纪末美国 〔６〕和欧洲 〔７〕因产量过剩而导致的垄断问题。但
在发现该问题之初，欧美国家都企图基于既有的民商事法律体系来解决。比如，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欧洲形成了大量的民事特别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弱者地位、干预合同自由，以期解决垄
断带来的问题。〔８〕 但是，欧洲的民法学者对这种干预表示怀疑，认为这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
参见常鹏翱：《异议登记的制度建构：法律移植的微观分析》，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参见左为民：《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经验与思考》，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本文中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采用广义解释，既包含公力执法机构（主管反垄断法执法工作的行政机关），也
包含私力执法机构（即法院）。
〔６〕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ａｂｅｌ＆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Ｚｅｉｔｌ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ｔｏＭａ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０８Ｔｈｅ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３３（１９８５）．
〔７〕 参见［美］戴维· 格伯尔：《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 》，冯克利、魏志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９～９１页。
〔８〕 参见薛军：《批判民法学的理论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４～４５页。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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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得不偿失。〔９〕 与欧洲修订法律的尝试不同，美国的法院则是通过援用传统普通法上
处理“限制交易之合同无效”的原则来处理垄断带来的新问题。〔１０〕 但是，与欧洲学者的观点类似，
美国学者也认为这无法解决所有的垄断问题，并呼吁新型法律的出台。〔１１〕
《谢尔曼法》在１８９０年姗姗登场。虽然在此之前美国已经有２０个州颁布了禁止垄断的法律规
则，但种种迹象表明《谢尔曼法》的出台似乎只是一个偶然事件。首先，没有任何资料表明美国学术界
在此之前对反垄断法的立法进行过大规模的讨论。现有的关于《谢尔曼法》的历史资料仅限于当时美
国国会上的立法争议，以及参议员谢尔曼本人的论著。〔１２〕 反而是欧洲学者（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在
１９世纪末对垄断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似乎对《谢尔曼法》的出台没有产生任何
影响。〔１３〕 其次，时至今日美国学界对于《谢尔曼法》颁布时的执法目的依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这
是为了防止垄断高价并保护分配效率（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但分配效率却是在２０世纪之后才被正式
提出的。〔１４〕 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当时多如牛毛的垄断组织严重限制了社会的生产效率；但是实证研究
表明在１８８０—１９９０年间美国主要的工业产品不但产量得以提高而且价格也在持续下降。〔１５〕 甚至，
还有持阴谋论的学者认为该法的出台是为了保护垄断者的利益。〔１６〕 再次，《谢尔曼法》的核心条款只
有两条：（１）合同以及以托拉斯行为或者其他形式的联合或者共谋，限制州际或者国际贸易的，违
反本法；（２）任何人垄断或者企图垄断、或者与他人联合、共谋垄断州际或者国际贸易的，违反本
法。这两个条文非常开放，既没有规定垄断行为的类型，也没有指出反垄断的分析方法。
《谢尔曼法》的颁布确实回应了社会需要解决垄断问题的时代需求，但当时的立法者对于反垄
断法的内涵和适用实际上缺乏成熟的、系统的思考。因此，很多美国学者就直接指出《谢尔曼法》
是普通法，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可以直接操作的成文法。〔１７〕 体系松散且又缺乏理论支持的
反垄断法自诞生之初，就呈现出跟传统法律迥然不同的发展脉络。传统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以
民法为基础，其自立法之初就具备细致入微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而成立之初的《谢尔曼法》不
但对于其执法目的语焉不详，更没有确立起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这样的反垄断法不可能被立即
执行，而需要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逐步确立执法细则来弥补母法的先天不足。这也是为何我国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反垄断法》颁布之初的两三年内并没有迅速进入执法环节，而是以颁布执法细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６１～３６５页。
参见陈兵：《再论美国反托拉斯法生成：以１９ 世纪下半叶规制铁路业垄断问题为线索》，载《经济法研
究》２０１１年卷。
〔１１〕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ｆｓｔａｄｔｅｒ，“Ｗｈａｔ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３０Ｒｅｖ．ｉｎＡｍｅｒ．Ｈｉｓ．６３９ （１９６５）．
〔１２〕 ＴｈｏｍａｓＨａｚｌｅｔｔ，“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ｈｅｒｍａｎＡｃｔ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３０Ｅｃｏｎ．Ｅｎｑｕｉｒｙ２６３ （１９９２）．
〔１３〕 ＧｅｏｒｇｅＳｔｉｇｌ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ｅｒｍａｎＡｃｔ”，ｉｎＴｈｏｍａｓ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ｅｄｓ．），犜犺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狅犳狋犺犲
犛犺犲狉犿犪狀犃犮狋牶犜犺犲犉犻狉狊狋犗狀犲犎狌狀犱狉犲犱犢犲犪狉狊（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３６．
〔１４〕 ＴｉｂｏｒｄｅＳｃｉｔｏｖｓｋｙ，“ＡＮｏｔｅｏｎＷｅｌｆ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Ｒｅｖ．Ｅｃｏｎ．Ｓｔｕｄ．７７ （１９４１）．
〔１５〕 ＨｅｒｂｅｒｔＨｏｖｅｎｋａｍｐ，犜犺犲犃狀狋犻狋狉狌狊狋犈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牶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犪狀犱犈狓犲犮狌狋犻狅狀 （Ｈａｒｖａｒｄ：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ｐ．４１．
〔１６〕 ＷｅｒｎｅｒＴｒｏｅｓｋｅｎ，“Ｄｉｄ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ｓ Ｗａｎｔａ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ＡｎＥｖ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ａｓｓ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ＳｈｅｒｍａｎＡｃｔ”，ｉｎＪａｃＨｅｃｋｅｌｍａｎ，ＪｏｈｎＭｏｏｒｈ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Ｒ．Ｗｈａｐｌｅｓ（ｅｄｓ．），犘狌犫犾犻犮犆犺狅犻犮犲
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犎犻狊狋狅狉狔 （Ｂｏｓｔ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２０００），ｐｐ．７７ １０４．
〔１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Ｗａｌｌｅｒ，“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ｓｔｏｆ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４８ＳＭＵ Ｌ．Ｒｅｖ．
１８１３ （１９９５）．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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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作为主要工作任务的深层次原因。〔１８〕
（二）保护竞争者
反垄断的执法目的是在随后的具体执法活动中形成的，并且存在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这个
过程大致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作为分界点。此前的反垄断执法工作主要存在于美国，因此我们也主
要以美国的执法情况为基础对这个阶段进行探讨。美国在这个时期的司法案例和立法实践透露
出来：早期反垄断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中小竞争者。首先，从司法实践来看，美国最高法院早在
１８９７年的“跨密西西比航运协会案”中就明确指出 《谢尔曼法》保护的是 “小企业和有能力的公
民”。〔１９〕 随后在１９１１ 年的 “麦尔士医生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确认转售价格维持 （Ｒｅｓａｌｅｐｒｉｃ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为本身违法；〔２０〕霍恩坎普提出该案的判决缺乏理论支持，其直接目的很有可能是保
护小企业。〔２１〕 这种保护竞争者的目的即便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也没停止。比如，在“布朗鞋案”〔２２〕
和“费城国有银行案”〔２３〕中，涉案当事人合并后的市场份额均未超过５％。依据既往的判例这种合
并一般会被无条件批准，但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两个案件均判决禁止合并。波斯纳法官认为最高法
院的做法就是为了保护小企业。〔２４〕 其次，从美国的立法实践来看，《谢尔曼法》在颁布后的六十年
间共经历了三次重要的立法调整，分别是１９１４年的《克莱顿法案》（ＣｌａｙｔｏｎＡｃｔ）及《联邦贸易委员
会法案》（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ｃｔ）、１９３６ 年的 《罗宾逊 帕特曼法案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Ｐａｔｍａｎ
Ａｃｔ）以及１９５０年的《塞勒 凯福佛法案》（ＣｅｌｌａｒＫｅｆａｕｖｅｒＡｃｔ）。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三部法案均将
其立法目的明确定位为保护市场中的小企业。〔２５〕
此外，在这个阶段经济学对于反垄断执法工作的影响表现并不显著。〔２６〕 但是１９３０—１９６０年间
流行的“哈佛学派”（ＨａｒｖａｒｄＳｃｈｏｏｌ）为美国在这个阶段保护竞争者的反垄断实践做了很好的注脚。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哈佛学派把任何偏离完美竞争（Ｐｅｒｆｅ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的市场结
构视为不竞争的状态，并借此来证明反垄断法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哈佛学派创造了反垄断历史上
著名的Ｓ Ｃ Ｐ分析模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认为特定的市场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造就
特定的垄断行为（Ｃｏｎｄｕｃｔ），而这些垄断行为又必然影响市场竞争（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２７〕 哈佛学派的
代表性人物贝恩通过实证研究 〔２８〕发现：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很多行业的集中度都超出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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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狏．犜狉犪狀狊犕犻狊狊狅狌狉犻犉狉犲犻犵犺狋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１６６Ｕ．
Ｓ．２９０ （１８９７），ｐａｒａ．３２４．
〔２０〕 犇狉．犕犻犾犲狊犕犲犱犻犮犪犾犆狅．狏．犑狅犺狀犇．犘犪狉犽犪狀犱犛狅狀狊，２２０Ｕ．
Ｓ．３７３ （１９１１）．
〔２１〕 ＨｅｒｂｅｒｔＨｏｖｅｎｋａｍｐ，犉犲犱犲狉犪犾犃狀狋犻狋狉狌狊狋犘狅犾犻犮狔，犜犺犲犔犪狑狅犳 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狋狊犘狉犪犮狋犻犮犲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ｅｓ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ｅｃ．１１．２ ３．
〔２２〕 犅狉狅狑狀犛犺狅犲犆狅．，犐狀犮．狏．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３７０Ｕ．
Ｓ．２９４ （１９６２）．
〔２３〕 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狏．犘犺犻犾犪犱犲犾狆犺犻犪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犅犪狀犽，３７４Ｕ．
Ｓ．３２１ （１９６３）．
〔２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ｏｓｎｅｒ，“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ｅｒｇｅｒ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７５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Ｒｅｖ．２８２ （１９７５）．
〔２５〕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Ｈｏｖｅｎｋａｍｐ， 犜犺犲 犃狀狋犻狋狉狌狊狋 犈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牶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犪狀犱 犈狓犲犮狌狋犻狅狀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４２．
〔２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ｏｖａｃｉｃ＆ＣａｒｌＳｈａｐｉｒｏ，“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Ｐｏｌｉｃｙ：ＡＣｅｎｔｕ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１４Ｊ．ｏｆ
Ｅｃ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４９ （２０００）．
〔２７〕 ＥｄｗａｒｄＭａｓｏｎ，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犆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犕狅狀狅狆狅犾狔犘狉狅犫犾犲犿 （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５７ ａｎｄＪｏｅＢａｉｎ，犅犪狉狉犻犲狉狊狋狅犖犲狑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 （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６），ｐｐ．１５５ １５６．
〔２８〕 这些实证研究被其他学者批评存在重大的方法漏洞。ＤｅｎｎｉｓＣａｒｌｔｏｎ ＆ＪｅｆｆｒｅｙＰｅｒｌｏｆｆ，犕狅犱犲狉狀
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Ｐｅａｒｓｏｎ／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２００５），ｐｐ．２４６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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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这不但提高了市场的进入成本，而且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这些市场的可能性。〔２９〕 因此，他
认为反垄断应当将其立法目的设置为维持一定数量的竞争者。如此，美国在这个时期把保护竞争
者（尤其是小竞争者）作为《谢尔曼法》的执法目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保护竞争
对于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保护竞争还是保护竞争者的讨论跟其另外一个基础理论命题密切相
关，也即反垄断法是保护竞争的结果（Ｏｕｔｃｏｍｅ）还是竞争的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结果论的竞争主义更
强调完美竞争中社会资源的优化分配，认为反垄断法应当去实现这种分配结果。结果论竞争主义
的理论来源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可以说是哈佛学派，所以他们提倡反垄断法应当以保护
竞争者作为执法目的。与之相比，过程论的竞争主义不否认反垄断法应当保护社会资源的优化分
配，但却认为该结果应当完全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进而，反垄断法的直接目的应当是保护这种市场
机制的运行。〔３０〕 而正是过程论竞争主义的产生使得反垄断法的执法目的产生了新的变革。
哈佛学派的观点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之后开始受到“芝加哥学派”（ＣｈｉｃａｇｏＳｃｈｏｏｌ）〔３１〕的挑战。
芝加哥学派与哈佛学派论战中的主要问题是：保护竞争者是否能使整个社会受益，或者说是否会
提高社会福利（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社会福利一词除了包含消费者福利（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ｗｅｌｆａｒｅ）之外，还
包含生产者福利（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ｗｅｌｆａｒｅ）。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将社会福利与消费者
福利混用。比如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博克（ＲｏｂｅｒｔＢｏｒｋ）的著名论断是“消费者权益
是反垄断法的唯一正当目的”。〔３２〕 但是，其他学者指出：博克的消费者权益实际上就是社会福
利。〔３３〕 我国有些学者对此以讹传讹，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福利，从而得出反垄断的
目的是保护消费者，〔３４〕这至少是不全面的。
在这场论战中，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成果———科斯的 “交易成本理论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和纳什的“博弈论”（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为芝加哥学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前者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政府的任何管制措施都是没有必要的，市场总会找到社会福利最优的
解决方案；〔３５〕后者则指出寡头垄断依然可以产生近似于完美竞争所能达到的生产效率。〔３６〕 以此
为基础，芝加哥学派给予市场自身的纠错能力以充分的信任；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应当是维持市
场机制（也即竞争的过程），应当是关注社会福利是否受到损害，而不是个别竞争者或者部分消费
者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３７〕 芝加哥学派倡导的过程竞争主义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之后开始风靡，并
〔２９〕 ＡｌｉｓｏｎＪｏｎｅｓ＆ ＢｒｅｎｄａＳｕｆｒｉｎ，犈犝 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犔犪狑牶犜犲狓狋，犆犪狊犲狊，犪狀犱 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２２．
〔３０〕 ＮｉａｍｈＤｕｎｎｅ，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犔犪狑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１５ ，ｐ．２７．
〔３１〕 芝加哥学派之后又出现了后芝加哥学派 （ＰｏｓｔＣｈｉｃａｇｏＳｃｈｏｏｌ）。但是后芝加哥学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推
翻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只是在若干方面对后者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本文认为二者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不
对后芝加哥学派进行专门的论述。对于芝加哥学派与后芝加哥学派观点的区别，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ａｃｏｂｓ，“ＡｎＥｓｓａｙ
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７４Ｎ．Ｃ．Ｌ．Ｒｅｖ．２１９ （１９９５）．
〔３２〕 ＲｏｂｅｒｔＢｏｒｋ，“ＴｈｅＧｏａｌｓｏｆ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Ｐｏｌｉｃｙ”，５７Ａｍｅｒ．Ｅｃｏｎ．Ｒｅｖ．２４２ （１９６７）．
〔３３〕 ＤｏｎａｌｄＤｅｗｅｙ，“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Ｕｎｅａｓｙ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８７ＹａｌｅＬ．Ｊ．１５１６ （１９７８）．
〔３４〕 参见徐孟州：《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与核心价值》，载《法学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３５〕 ＲｏｎａｌｄＣｏ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ｓｔ”，３Ｊ．Ｌ．Ｅｃｏｎ．１ （１９６０）．
〔３６〕 ＣａｒｌＳｈａｐｉｒ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ＲａｎｄＪ．Ｅｃｏｎ．１２５ （１９８９）．
〔３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ａｎｄｅｓ，“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５０Ｕ．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Ｒｅｖ．６５２ （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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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国官方所接受。〔３８〕 至此，反垄断法的执法目的最终演变为：（１）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不
是竞争者；（２）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的过程，不是竞争的结果。这两点在我国的《反垄断法》中也
有所体现，如其第１条中的“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都是对于这两点的体现。但是，我国《反垄断法》对于这些开放性的措辞没有进一步定义，
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实质含义。
更为重要的是，芝加哥学派将保护社会福利纳入了反垄断法的分析框架之中，并最终使得反
垄断法跟传统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完全分离，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分析方法。传统的调整经济关
系的法律关注的往往是行为及其损害，追求的是局部或者个案的公正，较少直接分析对于整体社
会利益的损害。比如，合同法中违约责任的确定仅限于当事人的直接损失，较少涉及对于第三人
或者社会的损害。〔３９〕 又如，刑法中也涉及经济犯罪的内容，但是刑法以对犯罪人进行处罚（报应
论）为直接目的，以对社会利益的保护（预防论）为间接目的。〔４０〕 再比如，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是
以相关当事人的损害作为主要计算依据，从而 “保障具体交易场合特定当事人的利益平衡”。〔４１〕
而在芝加哥学派的倡导之下，反垄断法的分析开始着眼于垄断行为对于整体社会的损害。如果垄
断行为仅是在局部或者个案中损害其他竞争者或者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却提升了整体社会福利，
则该行为原则上并不违反反垄断法。这种新型方法的建立使得反垄断法的关注点落脚到了社会
利益，因而反垄断法也被视为公法、私法之外的第三类法———社会法。〔４２〕

三 、处罚式的执法模式
反垄断法的调整对象从广义上来说是市场交易行为。但是，规制市场交易的主要任务已经由
合同法等为代表的民商事法律来承担。因此，为了不严重影响既有的民商事交易制度，反垄断法
只能被视为民商事法律的托底条款，其存在的价值是为了保证其他市场交易规则的有效运行。以
私法自治为逻辑基础的民商事法律在立法上采用任意性条款，给予当事人极大的行为自由。民商
事法律体系中的任意性条款决定了反垄断法只能采用禁止性规范的立法模式，也即只要不属于反
垄断法明确禁止的交易都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自治来解决，这也是古典自由经济学所倡导的目
标。〔４３〕 不过，以《谢尔曼法》为代表的反垄断法在其条文中仅仅表示限制竞争的行为应当被禁止，却
并没有定义何为限制竞争。这给反垄断的执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从极端角度而言，任何市场
行为都能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比如甲将某物卖给乙，就限制了第三人跟甲交易的可能，从而也可以
说该交易限制了第三人以此物进行竞争的可能。百余年来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也可以说是一个寻找反
垄断分析方法的过程。具体而言，历史上大致形成了两种分析方法，即 “本身违法原则”（ＰｅｒＳｅ
Ｉｌｌｅｇａｌ）与“合理原则”（Ｒｕｌ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这两种方法共同组成了反垄断法处罚式的执法模式。
（一）本身违法原则
所谓的本身违法原则不过是传统法律分析的基本逻辑形态，也即行为与后果的简单组合。比
〔３８〕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ｏｖａｃｉｃ＆ＣａｒｌＳｈａｐｉｒｏ，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６〕，ａｔ５３．
〔３９〕 参见王利明：《论合同的相对性》，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４０〕 参见王世洲：《现代刑罚目的理论与中国的选择》，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４１〕 参见王先林：《竞争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１页。
〔４２〕 参见郑尚元：《社会法的定位和未来》，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４３〕 ＳｅｅＧｅｏｒｇｅＳｔｉｇｌ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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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于合同关系而言，违约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违反合同法；又或，对于刑事关系来说，杀人这一行
为就代表着要承担刑事责任。虽然各种法律都设置了责任减免或者阻却的事由，但是其执法模式
的常态可谓是本身违法原则。《谢尔曼法》规定：所有通过合意或者垄断来限制贸易的行为违法；
该条款的逻辑思路即是本身违法原则。《谢尔曼法》脱胎于传统普通法中“限制交易之合同无效”
的原则。以其立法之时的法律理念而言，采用本身违法原则的立法表述也无可厚非。〔４４〕 但即便
没有受到随后芝加哥学派社会福利理论的影响，美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谢尔曼法》出台之后就
发现并非所有限制竞争的行为均违法。由此，美国最高法院迅速发展出了合理原则来弥补本身违
法原则一刀切的情况。而所谓的合理原则是指某些限制竞争的行为存在合理性，因此即便其具有
一定的限制竞争的效果，但也可以不认为违法。本身违法和合理原则的区分对于现代反垄断法的
意义重大，几乎所有的国家对之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移植。比如，欧盟将之称为“目的限制竞争的
行为”（对应本身违法）和“效果限制竞争的行为”（对应合理原则）。〔４５〕 再比如，虽然我国《反垄断
法》第１３条（横向垄断协议）未明确当然违法的存在，但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我国最高
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７ 条将证明这些行
为不具有限制、排除竞争效果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被告，则近乎承认了当然违法的适用。
事实上，关于本身违法和合理原则的区别早已体现在普通法年代中“限制交易之合同无效”的
判例之中。普通法时期的英国和美国将二者区分为非附属性的限制（对应本身违法）和附属性的
限制（对应合理原则）。〔４６〕 这种区分跟大陆法系民商事法律体系中“损害公共利益之合同无效”的
逻辑基础类似。〔４７〕 美国最高法院在 １８８９ 年的“阿迪斯顿钢管案”中开始援引普通法的这种分类
方法，并正式冠以本身违法与合理原则的名称。〔４８〕 该判决书认为如果限制竞争的行为是为了保
护该合同的正当利益，则为合理（合理原则）；但如果其超越合同所要保护的利益，则被认定为无效
（本身违法）。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合理原则的适用范围非常小。当时的执法理念为：基本上所有的
垄断行为都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只有例外情况中才适用合理原则。〔４９〕 抑或，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反
垄断处罚式的执法模式为本身违法原则。
本身违法原则代表着传统法律分析方法对于反垄断法的残余影响。在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下，本身
违法原则在当代的适用范围开始急速萎缩，但其影响依然存在。比如，世界各国（包括美国、欧盟和我
国）依然使用本身违法原则来处理竞争者之间签订的固定价格的协议、限制产量的协议以及分割市场的
协议。也有学者质疑本身违法原则在当代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由于不同市场条件的影响，上述的垄
断行为也不总是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５０〕 但是，或许是因为没有任何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证明这些行为
能够提高社会福利，〔５１〕或许是因为本身违法原则将证明这些行为不具有限制竞争效果的举证责任分配
〔４４〕 ＲｏｂｅｒｔＢｏｒｋ，“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ＰｒｉｃｅＦｉｘ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７４Ｙａｌｅ

Ｌ．Ｊ．８００ （１９６５）．
〔４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ｈｉｓｈ＆ＤａｖｉｄＢａｉｌｅｙ，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犔犪狑 （８ｔｈ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ｐｐ．１２０ １２３．
〔４６〕 参见陈兵：《美国反托拉斯法合理规则的源起———以 １９世纪下半叶州判例法为中心的考察》，载《法律
方法》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４７〕 参见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７９～３８３页。
〔４８〕 犃犱犱狔狊狋狅狀犘犻狆犲牔犛狋犲犲犾犆狅．狏．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１７５Ｕ．
Ｓ．２１１ （１８９９）．
〔４９〕 ＪｅｓｓｅＭａｒｋｈａ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Ｒｕｌ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２２Ｓｏｕｔｈ．Ｅｃｏｎ．Ｊ．２４ （１９５５）．
〔５０〕 ＦｒｅｄＫｏｆｍａｎａ ＆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ａｗａｒｒéｅ，“Ａ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Ｄｉｌｅｍｍａ 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５９Ｊ．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１１７（１９９６）．
〔５１〕 ＳｅｅＪｅｓｓｅＭａｒｋｈａ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
４９〕，ａ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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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垄断者从而方便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工作，〔５２〕时至今日本身违法原则虽然适用范围变小但并未
完全消失。不过，本身违法原则已经不复是反垄断的主要分析方法；反垄断的主要分析方法自芝加哥学
派兴起之后转化为合理原则，也正是由此反垄断法华丽地实现了与其他部门法分析方法的分离。
（二）合理原则
本身违法原则只强调垄断行为本身，而不太关注这些行为限制竞争的实际效果。合理原则与
之截然不同，其将垄断行为的影响放置于整个社会（或者说相关市场）之中，分析这些行为是否对
社会总体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虽然在２０ 世纪上半叶合理原则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但在当代合
理原则已经开始适用于几乎所有垄断行为的分析之中。〔５３〕
在２０世纪上半段，合理原则的分析从属于传统普通法体系中附属性限制贸易的判例，也大体
上沿用传统的法益平衡的分析方法。〔５４〕 在芝加哥学派被引入反垄断分析之前，反垄断法往往被
理解为保护经济自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任何行为都可能会限制其他竞争者的经济自由或者竞
争，因此传统的法益平衡法往往无法完美地解释何为限制竞争的效果。我们以反垄断法所禁止的
拒绝交易为例来进行具体说明。拒绝交易是一种典型的垄断行为，美国和欧盟都有规定，〔５５〕我国
《反垄断法》第１７条第３款也将之纳入适用范围之中。该行为的基本表现形式为甲拒绝把某物卖
给乙。传统的法益分析无法证明：是甲乙交易的经济自由更为重要（拒绝交易违法），还是甲保留
该物的所有权更为重要（拒绝交易合法），抑或甲选择与乙之外的第三方交易更为重要（拒绝交易
合法）。其次，这也向我们展示了反垄断法与民商法的交叉与冲突。若甲的行为被认定为拒绝交
易，则甲必须把该物卖给乙。如此，这种强迫交易就违背了民商法中的两大基本原则：所有权神圣
与合同自由。对于民商法而言，所有权神圣意味着只有所有权人才能够实现该物的最大价值；而
契约自由则是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因素。依据所有权神圣原则，甲有权不将该物卖给任何人；依
据合同自由原则，甲有权拒绝把该物卖给乙。因此对于反垄断法的分析而言，传统的法益分析法
一方面具有先天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无法充分展示反垄断法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实质区别。这
个问题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芝加哥学派介入之后才得以完美的解决。
拒绝交易作为一种典型的垄断行为不但能精确地描述反垄断跟民商法之间的关系，更能恰当
地证明合理原则在当代反垄断中的适用模式。〔５６〕 下面我们依然以拒绝交易为例来说明芝加哥学
派对于合理原则的重构。最早的拒绝交易案件可以追溯到 １９１１ 年美国的“圣路易斯火车终端协
会案”，〔５７〕但是该案并未开创拒绝交易的处理方法。拒绝交易案件的分析框架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芝加哥学派成为主流之后才形成的。〔５８〕 不过，在世界范围内最早真正处理拒绝交易的案件没
有发生在美国，而是在欧盟。 欧盟自 １９７４ 年的 “商业溶剂案 ”〔５９〕开始，直至 ２００７ 年的 “微软
〔５２〕 参见许光耀：《“合理原则”及其立法模式比较》，载《法学评论》
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５３〕 参见郑鹏程：《美国反垄断法“本身违法”与“合理法则”适用范围探讨》，载《河北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
〔５４〕 ＡｌａｎＭｅｅｓｅ，“ＦａｒｅｗｅｌｌｔｏｔｈｅＱｕｉｃｋＬｏｏｋ：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

６８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Ｊ．４６１ （２０００）．
〔５５〕 参见林平、马克斌、王轶群：《反垄断中的必需设施原则：美国和欧盟的经验》，载 《东岳论丛》２００７ 年第
。
期
１
〔５６〕 ＳｐｅｎｃｅｒＷａｌｌｅｒ，“Ａｒｅｅｄａ，Ｅｐｉｔｈｅｔｓ，ａｎ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８Ｗｉｓｃ．Ｌ．Ｒｅｖ．３５９ （２００８）．
〔５７〕 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狏．犜犲狉犿犻狀犪犾犚犪犻犾狉狅犪犱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狋．犔狅狌犻狊，２２４Ｕ．
Ｓ．３８３（１９１１）．
〔５８〕 ＰｈｉｌｉｐＡｒｅｅｄａ，“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ＥｐｉｔｈｅｔｉｎＮｅｅｄｏｆ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５８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Ｊ．
８４１ （１９８９）．
〔５９〕 ＪｏｉｎｔｅｄＣａｓｅｓＣ ６ ７／７３，犆狅犿犿犲狉犮犻犪犾犛狅犾狏犲狀狋狊，［１９７４］ＥＣ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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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６０〕最终确立分析拒绝交易的分析方法。美国直到１９８４年才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中正式确
立类似于欧盟的分析框架。欧美对于拒绝交易的处理略有不同，但其实质模式区别不大。〔６１〕 我国
《反垄断法》已经对欧美关于拒绝交易的做法进行了法律移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工
商总局”）《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第４条规定在分析拒绝交易的事后应当考虑如下因
素：“另行投资建设、另行开发建造该设施的可行性、交易相对人有效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对该设施的依
赖程度、该经营者提供该设施的可能性以及对自身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等因素。”这些因素实际
上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实施拒绝交易的主体为上游市场的绝对垄断者，因为请求交易的企业既不
可能从其他企业那里获取类似产品，也无法自行投资、开发该产品；第二，被拒绝交易的产品为请求交
易的企业进行下游生产经营所必需；第三，实施拒绝交易的主体有能力进行交易。这些条件的累加效
果是：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允许垄断者拒绝交易，则该垄断者可以轻易地将之在上游市场的市场力
量传导（ｌｅｖｅｒａｇｅ）到下游市场中；而其他竞争者由于无法获得上游产品，即便他们在下游市场的生
产效率高于垄断者，也不得不面临被排挤出下游市场的尴尬局面，从而这种行为造成了社会整体
福利的损失。〔６２〕 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合理原则将拒绝交易的个案纳入社会总体福利的分析之
中，从而一方面明确了当代反垄断法所保护的是竞争过程，而非竞争结果；另一方面也真正解决了
反垄断法与民商法中的所有权神圣和合同自由两大原则之间的冲突。〔６３〕
（三）经济学理论的法律化
作为以民商法为代表的经济关系调整法律的有效补充，反垄断法的立法体例不得不采取禁止
性规范。在这种立法体例之下，反垄断法原则上不应当禁止任何遵循民商法的市场行为，而只有
在例外情形中才予以禁止。反垄断法也正是通过这种禁止性规范来间接地调整市场主体的行
为，〔６４〕从而达到维持市场机制运行的目的。〔６５〕 因其以维持市场机制为首要任务，反垄断法往往
被认为是侵害市场机制最轻的法律，〔６６〕因而也被称为“经济宪法”。〔６７〕 随着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引
入，处罚式的执法模式存在一个从本身违法原则向合理原则演变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以合理原
则为导向的当代执法模式。
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当代合理原则促使了现代反垄断执法模式的形成，但也使得经济学分
析被大量引入到反垄断的执法实践之中。因此，反垄断法律移植不单涉及法律条文和法学理论的
移植，而且也涉及经济学理论的法律转化。但是，各种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之
上的，而不同的假设条件使得各个经济学流派的观点、方法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如何在这些差
异中选择最为适合的经济学理论并对之进行法律转化成为令反垄断执法机构和学者头痛的国际
难题。目前各国法学界对于垄断行为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分析何种经济学理论更为贴近本土发
〔６０〕 ＣａｓｅＴ ２０１／０４，犕犻犮狉狅狊狅犳狋狏．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２００７］ＥＣＲＩＩ ３６０１．
〔６１〕 参见李剑：《反垄断法中核心设施的界定标准———相关市场的视角》，载《现代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６２〕 ＤａｖｉｄＧｅｒｂｅｒ，“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ｓＤｕｔｙｔｏＤｅａｌ：Ａ 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７４ＶＡ．Ｌ．Ｒｅｖ．１０６９ （１９８８）．
〔６３〕 ＰａｕｌＮｉｈｏｕｌ，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ａ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ｅｎ／ｒｅｖｉｅｗ／ｉｓｓｕｅｓ／ｎｏ ３ ２０１２／．
〔６４〕 ＫｅｎｎｅｔｈＥｌｚｉｎｇａ，“ＴｈｅＧｏａｌｓｏｆ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ｈａｔＥｌｓｅＣｏｕｎｔｓ？”
１２５Ｕ．ＰＥＮＮ．Ｌ．Ｒｅｖ．１１９１ （１９７７）．
〔６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ｏｓｎ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５ＢｅｌｌＪ．Ｅｃｏｎ．Ｍａｎａｇ．Ｓｃｉ．３３５ （１９７４）．
〔６６〕 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ｒｅｙｅｒ，“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７５Ｃａｌｉｆ．Ｌ．Ｒｅｖ．
１００５ （１９８７）．
〔６７〕 参见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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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实际要求，从而基于该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虽然反垄断执法机构和学者都尽量避免不同
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冲突，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这种冲突在实际执法中也往往不可避免。〔６８〕

四 、和解式的执法模式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当代反垄断法处罚式的执法模式逐步形成。其后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
在细节部分略有更新，但是就基本形态而言再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但反垄断执法模式的创
新并未因此而停止。如果说反垄断处罚式的执法模式是在经济学这种外生力量的刺激之下而产
生的话，那么反垄断执法模式创新的另一股力量却来自其内部。 这种内生性的创新力量就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开始风靡全球的承诺机制。目前我国学界讨论承诺机制的成果也为数不少，
但将其视为反垄断执法模式的创新并从根本上改变后者的成果暂时还没有。下面本文将讨论承
诺机制作为反垄断执法的内生性创新力量是如何拓展反垄断执法模式的。
（一）处罚式执法模式的局限
反垄断的立法立足于禁止性的规范，也即通过赋予行为人不作为的消极义务来保护市场机制
的运行。虽然《谢尔曼法》没有明确这些不作为义务的范围，但从随后反垄断的实践发展来看市场
主体的义务范围已经相对明确，大致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并且，反垄
断法的基本理念是希望通过一次性的处理来恢复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但是随着市场条件的变
化，以消极性义务为基础的处罚式执法模式开始逐渐显现出弊端。大体而言，处罚式的执法模式
在当代社会主要面临如下两种矛盾。
１．执法时间过长与市场创新过速的矛盾
在经济学这种外生性的创新力量融入反垄断执法之后，虽然反垄断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得
以厘清，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后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经济学分析大大增加了反垄断案件的执法
成本，并延长了执法时间。在引入经济学之前，合理原则的分析主要依赖于各种法律利益之间的
平衡，其调查分析过程一般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在经济学引入之后，垄断行为对于竞争的损
害必须建立在经济学的一系列条件之上，且需要精确的市场数据对之证明。这在客观上要求反垄
断执法机构必须投入更多的执法成本和时间。比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反垄断案件进入诉讼
阶段的平均审理时间为８个多月；而到了９０年代就迅速延长到了近２５个月。〔６９〕 再比如，欧盟在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对于反垄断案件的平均处理时间 （从调查开始到处罚决定书发布）约为 ５１ 个
月。〔７０〕 但在市场创新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持续数年的反垄断执法程序很可能会使得反垄断处
罚在新的市场条件下完全失去意义。
欧盟在“微软案”中的处理就凸显了执法时间过长与市场创新过速之间的矛盾。该案的起因
是微软在１９９９年发布的操作系统中植入（搭售）媒体播放器（ＷｉｎｄｏｗｓＭｅｄｉａＰｌａｙｅｒ）。欧盟委员
会于２０００年开始调查该行为，其后在 ２００４ 年做出了违法认定书；〔７１〕随后，微软向欧盟初审法院
〔６８〕 ＤｏｕｇｌａｓＧｉｎｓｂｕｒｇ ＆ ＥｒｉｃＦｒａｓｅ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ｉｎ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Ｅｗｉｎ （ｅｄｓ．），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犔犪狑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犻狀犃狊犻犪 （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１），ｐｐ．３５ ５２．
〔６９〕 ＤａｎｉｅｌＣｒａｎ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Ｐｒｉｖａｔｅ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６３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Ｌ．Ｒｅｖ．６９１ （２０１０）．
〔７０〕 ＫａｉＨüｓｃｈｅｌｒａｔｈ，ＵｌｒｉｃｈＬａｉ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ＦｌｏｒｉａｎＳｍｕｄａ，Ｃａｒｔｅｌ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ＳＳＲＮ：ｈｔｔｐ：／／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２１７９０３７．
〔７１〕 ＣａｓｅＣＯＭＰ／Ｃ ３／３７．
７９２，犕犻犮狉狅狊狅犳狋，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ｃｈ２４，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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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ｒｔｏｆＦｉｒｓｔＩｎｓｔａｎｃｅ）提起上诉，法院于２００７年判决支持欧盟委员会的行政处罚。〔７２〕 该案历
经七年有余才宣告结束。在本案中，微软的行为被认为是企图将其在操作系统市场中的支配地位
传导到媒体播放器市场，从而限制了竞争。但由于该案审理时间过长，随后的市场呈现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从而大大降低了该案反垄断处罚的有效性。的确，在２０００年左右绝大部分消费者主要
依赖个人电脑（或者说微软的操作系统）来播放媒体文件。但是在２００４年之后苹果公司的ｉＰｏｄ播
放器（包括随后的苹果手机及其平板电脑）开始风靡全球，从此媒体播放器的竞争呈现了从个人电
脑向智能移动设备的转移。由于这种转型，微软公司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中植入媒体播放器的行
为对于实际竞争并未造成太大影响，是否需要反垄断法进行处罚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７３〕

２．反垄断法与行业管制的矛盾
反垄断法中的消极性的义务虽然能够保证反垄断执法工作不会对经济自由造成过度的限制，
但也使得反垄断法在面临市场结构调整的时候捉襟见肘。〔７４〕 在历史上，对于市场结构的调整往
往由行业监管法及其所蕴含的积极性义务来处理。〔７５〕 但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兴起的芝加哥学
派不但革新了反垄断理论，而且也颠覆了传统的行业监管理论。 这些学者以 “公共选择理论 ”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ｔｈｅｏｒｙ）和“捕获论”（Ｃａｐ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为基础，主张传统的行业监管措施应当主动
退出市场，将市场监管的任务交给反垄断法。〔７６〕 芝加哥学派的兴盛使得世界各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之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去管制化”（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７７〕浪潮。
但是，去管制并不意味着不管制。管制行业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这里面确实涉及垄断的问
题，但是深层次原因也有自然垄断、国有企业的先天优势、信息不对称等所造成的市场结构问
题。〔７８〕 反垄断法中的消极性义务从本质上来说并不适宜于处理市场结构的问题。比如，新西兰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决定开放电信业，并将该行业完全交由反垄断法来规制；但是随后十余年的实
践证明该措施完全失败，在２００１年新西兰最终决定颁布新的电信监管法来解决反垄断法单一化
管制失灵的问题。〔７９〕 由于芝加哥学派理论中对于政府监管的不信任，目前反垄断法在各国都或
多或少被赋予了一定行业监管职能。不过，这也给反垄断法提出了一个难题，即如何突破以消极
性义务为基础的处罚式执法模式来适应这种变化。
（二）演变路径
承诺机制在美国被称为 ＣｏｎｓｅｎｔＤｅｃｒｅｅｓ，在欧盟被称为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承诺机制在
《谢尔曼法》中并未被提及，是在执法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特别程序。承诺机制属于广义的和解程序
〔７２〕 ＣａｓｅＴ ２０１／０４，犕犻犮狉狅狊狅犳狋狏．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２００７］ＥＣＲＩＩ ３６０１．
〔７３〕 ＰｉｅｒｒｅＬａｒｏｕｃｈｅ，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Ｃａｓｅａｔ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７５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Ｊ．９３３ （２００９）．
〔７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ＤｅＳｔｒｅｅ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Ｓｅ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ａｓ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４７Ｒｅｆｌｅｔｓｅ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５３ （２００８）．
〔７５〕 ＴｏｎｙＰｒｏｓｓ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ｓｉｎｇＵｔｉｌｉ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６２ＭｏｄｅｒｎＬ．Ｒｅｖ．１９６ （１９９９）．
〔７６〕 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ｏｓｎ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５〕．
〔７７〕 ＳｉｍｏｎＤｅａｋｉ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Ｐｒａｔｔｅｎ，“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２６Ｊ．Ｌ．Ｓｏｃｉ．３２３ （１９９９）．
〔７８〕 ＭａｓｓｉｎｏＭｏｔｔａ，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犘狅犾犻犮狔牶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犘狉犪犮狋犻犮犲 （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４ ，ｐｐ．５０ １２５．
〔７９〕 ＤａｍｉｅｎＧｅｒａｄｉｎ，ＩｓａｂｅｌＮｅｔｏ＆ ＭｉｃｈｅｌＫｅｒｆ，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ｖｓ．Ｓｅ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ｅｃｏｍ：Ａ
ＣｌｏｓｅＬｏｏｋａｔ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８８６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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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８０〕其实质内容是在执法过程中 〔８１〕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可被调查的经营者所提出的整改条
件，从而以不处罚的形式结案。历史上第一例承诺结案的案件是美国１９０６年的“奥的斯电梯公司
案”。〔８２〕 承诺机制具有节约执法资源的优势，〔８３〕可以保证执法机构迅速结案，因此可以很好地应
对前述的执法时间过长与市场创新过速的矛盾。鉴于承诺机制的各种优点，美国在 １９１４ 年制定
的《克莱顿法案》中对之予以立法确认。在２０ 世纪下半叶反垄断法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承诺
机制也被认为是优秀的反垄断程序机制而被各国（比如欧盟 〔８４〕和我国 〔８５〕）所移植。
处罚式的执法模式是通过禁止某些行为来维持市场秩序的运行；而承诺机制则是通过认可当事
人提出的行为约束来结案，并且结案并不以当事人终止涉案垄断行为为必要条件。〔８６〕 因此，二者的
运行模式存在一定的冲突。承诺机制在其产生之后就开始冲击处罚式的执法模式，这种趋势到了现
代更为明显。以美国为例，１８９０—１９４０年间承诺结案的比例大致维持在２５％左右；〔８７〕１９４０—１９６０年
间该比例迅速增长到７０％左右；〔８８〕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承诺结案率已经增长到８７％；从１９９０年至今
该比例就一直维持在９７％左右。〔８９〕 我国也开始出现承诺结案的案件，但多数案件并未最终公开，适
合统计的只有经营者集中的案件。〔９０〕 截止到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商务部共做出了３６个裁决书，只有两起
是禁止集中，其余案件均以承诺结案，承诺结案率大致为９８．３％。这些数据表明处罚式的执法模式在
当代的执法实践中只占据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的案件已经采用承诺的形式进行结案。换
而言之，承诺机制已经反客为主，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开始演变为反垄断的主要执法模式。
承诺机制依据其效果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以停止已经发生的垄断行为为核心的承诺（消
极性承诺），（二）以规制尚未发生的行为为核心的承诺（积极性承诺）。消极性承诺跟处罚式的执
法模式类似，二者均以停止涉案违法行为作为主要目的，也即以施加消极性义务为要件。二者的
区别在于消极性承诺案件无须做出复杂的经济分析，同时也没有处罚措施。从实质而言，在消极
性承诺中当事人是通过提前承认自己行为的违法来换取反垄断执法机构免于处罚的和解。这种
参见刘水林：《反垄断实施的协商机制研究》，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由于各国反垄断执法程序的不同，承诺既可以在反垄断行政调查中提出（以欧盟和我国为代表），也可以
同时在反垄断诉讼中提出（以美国为代表）。
〔８２〕 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狏．犗狋犻狊犈犾犲狏犪狋狅狉犆狅犿狆犪狀狔，１ＣＣＨ，Ｄｅｃｒｅｅ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Ｃａｓｅｓ
（
１０７ Ｎ．Ｄ．Ｃａｌ．１９０６）．
〔８３〕 ＧｉｏｖａｎｎａＭａｓｓａｒｏｔｔｏ，“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ＣｏｎｓｅｎｔＤｅｃｒｅｅｓ”，８Ｊ．Ｃｏｍｐｅｔ．Ｌ．
Ｅｃｏｎ．１ （２０１５）．
〔８４〕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Ｎｏ．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３］Ｏ．
Ｊ．Ｌ．１／１，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ａｎｄ９．
〔８５〕 《反垄断法》第４５条。
〔８６〕 比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对于微软在操作系统内搭售浏览器的行为进行调查。该案以承诺结案，但是微
软未停止该植入行为。参见罗先觉：《美国、欧盟、韩国、日本微软案件比较研究———以软件产业中滥用支配地位的认
定和规制为视角》，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
〔８７〕 Ｍａｘｗｅｌｌ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ｈ＆ＳｅｙｍｏｕｒＲｕｂｉｎ，“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ｎｓｅｎｔＤｅｃｒｅｅｓ”，５３ＨａｒｖａｒｄＬ．
Ｒｅｖ．３８７ （１９４０）．
〔８８〕 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ｎｔＤｅｃｒｅｅｉｎ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１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ＬｅｅＬ．Ｒｅｖ．４２ （１９６１）．
〔８９〕 ＧｅｏｒｇｅＳ．Ｇｅｏｒｇｉｅｖ，“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ｕ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ｏｎＵ．
Ｓ．Ｓｔｙｌｅ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ＥＵ
Ｌａｗ”，２００７ＵｔａｈＬ．Ｒｅｖ．９９９ （２００７）．
〔９０〕 承诺机制规定在我国《反垄断法》第４５条。从该条的内容来看，承诺机制似乎不适用于附条件批准的经营
者集中，后者在第２９条被规定。但是经营者集中的限制性条件从本质上来说跟在其他垄断案件中提出的“承诺”是
一样的，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二者视为同一。参见焦海涛：《反垄断法承诺制度的适用范围研究》，载《法商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８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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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在２０世纪上半段被广为使用。〔９１〕 在我国的执法实践中也已经存在消极性承诺的形态。比
如，在２０１４年“北京盛开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垄断案”中，工商总局在当事人承认违法事实并停止违
法行为之后，决定中止调查；并于一年后做出了终止调查不予以处罚的公告。〔９２〕 消极性承诺并未
冲击处罚式的执法模式，而是后者的有效补充。对于处罚式的模式冲击最大的是积极性承诺。处
罚式的执法模式是对已经发生的垄断行为进行事后性的禁止（Ｅｘｐｏｓ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这有别于以事
先监管（Ｅｘａｎｔ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为代表的行业监管法。〔９３〕 而积极性承诺则是通过当事人对于尚未发
生的行为施加积极性义务，从而保证未来的市场机制不会受到损害。这种积极性义务一方面突破
了反垄断法事后管制的处罚式执法模式，另一方面也赋予了反垄断法一定程度的行业监管
职能。〔９４〕
积极性承诺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应对传统管制行业的改革。欧美在经历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金
融危机之后，社会大众开始抱怨传统的政府管制。〔９５〕 同时，芝加哥学派也在理论层面极力呼吁管
制行业的去管制化。虽然传统的政府管制在二者的倒逼之下迅速倒台，但新型的管制措施并不能
马上出台。于是行业监管开始出现真空期，积极性承诺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９６〕 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积极性承诺案件是美国 １９８２ 年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９７〕 该案中的承诺使得当
时世界最大的电信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分拆，并承担互联互通等一系列积极性义
务。而美国的 《电信法案》（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直到 １９９６ 年才被颁布，该案中的承诺在
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实际上承担了电信行业监管的职能。〔９８〕 随后美国大部分的承诺案件都可以归
类为积极性承诺，并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反垄断法的行业监管职能。〔９９〕
这种和解式的执法模式也逐步被其他法域所接受和移植。比如，欧盟在２００２年电信监管法律颁
布之前，〔１００〕也是通过积极性承诺来推进电信行业的改革。〔１０１〕 甚至，在我国的电信行业反垄断案中积
极性承诺的案件也已经出现。在２０１２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在“电信联
通案”中接受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承诺：（１）尽快与骨干网运营商进行扩容；（２）降低与其他公司
的互联价格，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质量；（３）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专线接入自费管理，按照市场规则公
平交易，适当降低自费标准；（４）大幅提升光纤接入普及率和宽带接入速率，五年内公众用户上网单
〔９１〕 ＢｕｒｎｈａｍＣａｒｔｅｒ，“ＴｈｅＳｈｅｒｍａｎ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Ｂｌａｃｋｊａｃｋ”，５２Ａｍｅｒ．Ｍｅｒｃｕｒｙ４２７ （１９４１）．
〔９２〕 国家工商总局竞争执法公告２０１４年第１４号；国家工商总局竞争执法公告２０１５年第１号。
〔９３〕 ＧｅｏｒｇｅＰｓａｒａｋｉｓ，“Ｓｅ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ｔｏ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Ｂａｃｋｄｒｏｐ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２８Ｅｕｒｏ．Ｃｏｍｐｅｔ．Ｌ．Ｒｅｖ．４５６ （２００７）．
〔９４〕 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ｅｌａｍｅｄ，“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ＴｈｅＮｅ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０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１３ （１９９５）．
〔９５〕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Ｏｗｅ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Ｗｈａ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Ｌｅａｒ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ｅｐｒｉｎｔｓ．ｌｓｅ．ａｃ．ｕｋ／４１９０２．
〔９６〕 ＳｅｅＮｉａｍｈＤｕｎｎ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０〕，ａｔ６９ ７２．
〔９７〕 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狏．犃犜牔犜，５５２Ｆ．Ｓｕｐｐ．１３１ （ＤＤＣ，１９８２）．
〔９８〕 Ｔｉｍ Ｗｕ，犜犺犲犕犪狊狋犲狉犛狑犻狋犮犺牶犜犺犲犚犻狊犲犪狀犱狋犺犲犉犪犾犾狅犳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犈犿狆犻狉犲狊（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ｎｏｒｆ，２０１０），ｐｐ．２４８ ２４９．
〔９９〕 Ｆｒｅｄ ＭｃＣｈｅｓｎｅｙ， “Ｂｅ Ｔｒｕｅｔｏ Ｙ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ｃａｇｏｓ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ｅｄＭｃＣｈｅｓｎｅ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ｕｇｈａｒｔＩＩ（ｅｄｓ．），犜犺犲犆犪狌狊犲狊犪狀犱犆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狅犳 犃狀狋犻狋狉狌狊狋牶犜犺犲
犘狌犫犾犻犮犆犺狅犻犮犲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３２３．
〔１００〕 ＬａｕｒｅｎｔＧａｚａｎｉｔｉ＆ ＭａｔｔｈｅｗＯＲｅｇａｎ，犜犲犾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犅狉狅犪犱犮犪狊狋犻狀犵犪狀犱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牶犈犝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
犔犪狑犪狀犱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３ｒｄ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Ｓｗｅｅｔ＆ 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１０，）ＣｈａｐｔｅｒＩ．
〔１０１〕 ＰｉｅｒｒｅＬａｒｏｕｃｈｅ，“ＥＣ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２２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ｙ２１９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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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贷款价格下降３５％左右。〔１０２〕 这些承诺的内容大大超出了我国《反垄断法》中规定的法定处罚措施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已经接近或者类似于电信行业监管的内容。
（三）弊端
和解式的执法模式从结案比例而言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以处罚为核心的执法模式，其大规模使用
是为了应对市场迅速发展与垄断行业改革的双重时代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反垄断法一方面突破了
处罚式的执法模式所拘泥的消极性义务，另一方面也发展出一定的行业监管的职能。积极性承诺的
出现使得反垄断法弥补了传统行业监管缺位所造成的真空地带，并为后续的“去管制化”的新型行业
监管措施提供了宝贵的执法经验。但即便如此，反垄断法也不能被视为行业管制的终极武器，而应当
被看作是一种临时性的工具。这其中既有前述新西兰电信改革失败的现实案例，也存在理论支持。
学界将在管制行业过度使用反垄断法的弊端总结为如下三点。第一，积极性承诺代表着反垄断执法
机构对于市场未来发展的预期。但这种预期的正确与否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以及不确定性，因此
可能会产生管制失灵（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的后果。〔１０３〕 第二，承诺机制依然属于广义的和解机制之一，
具有私人属性，因此当事人承诺的事项可以超越反垄断法的分析框架和法定处罚措施，这增加了反垄
断法执法的灵活性；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介入使得承诺机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公力属性。〔１０４〕 公力属
性的存在可能会使承诺的内容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芝加哥学派对于在反垄断执法中掺杂政治性考
量往往深恶痛绝，认为这违背了反垄断的立法本意，也即反垄断法应当是对市场机制影响最轻的经济
性调控工具。〔１０５〕 比如，欧盟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过度利用反垄断法来实现行业监管职能的做法就
被批评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不恰当地扩展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１０６〕 第三，反垄断法在管制
行业的扩张造就了其与行业管制法共生共存的法律环境，这可能会使得该行业中的经营者面临遵
守其一违背其二的尴尬局面；如果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二者的冲突，从而损害社会利益。〔１０７〕

五 、本土化移植之困境探析
我国的《反垄断法》基本仿照美欧的粗线条立法模式，也即简单移植了二者反垄断法母法的内容。
但是无论是美国的《谢尔曼法》还是欧盟竞争法中关于垄断行为的规定都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而
这些直接操作的内容都是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形成的；并且，有些内容已经在成文化的执法细则中体
现，但有些则是作为尚未成文的判例或者理论存在。因此，反垄断法律移植不单涉及母法的移植，还
涉及执法细则和理论的移植。对于执法细则的移植，我国的权力机构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后共颁布
了二十余部执法细则。虽然这些执法细则几乎涉及了反垄断执法的方方面面，但令人遗憾的是其对
反垄断理论的移植尚未形成较大的突破；并且，这种理论移植的缺乏已经开始影响反垄断执法机构的
〔１０２〕 参见王晓晔：《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垄断案的再思考》，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１０３〕 ＳｅｅＧｅｏｒｇｅＳ．Ｇｅｏｒｇｉｅｖ，
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９〕，ａｔ１０１４．
〔１０４〕 参见谢佩芬：《行政管制走向下反托拉斯法规范手段之研究———以“协议裁决”为中心》，载《公平交易季

刊》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１０５〕 ＨｅｒｂｅｒｔＨｏｖｅｎｋａｍｐ，“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２００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Ｂｕｓ．Ｌ．Ｒｅｖ．３４８
（２００４）．
〔１０６〕 ＰｉｅｒｒｅＬａｒｏｕｃｈｅ，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犔犪狑犪狀犱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犻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犜犲犾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ｔ，
）
２０００ ，ｐｐ．２２９ ２３０．
〔１０７〕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Ｍｏｎｔｉ，“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ａｗ”，４
Ｃｏｍｐｅｔ．Ｌ．Ｒｅｖ．１２３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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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工作。总体而言，理论移植的欠缺使得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主要面临三种困境：（一）执法目
的不明确，（二）本身违法与合理原则适用模糊，（三）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的立法冲突。
（一）执法目的不明确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区间，从而面临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Ｔｒａｐ）的压力。〔１０８〕 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自主创新使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
识密集型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１０９〕 作为保护竞争的工具，反垄断法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自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即便如此，反垄断执法机构也不能把反垄断法作为保护国内企业的工具。
如果运用不当，损害的不仅是竞争，还会给国内企业的长期发展造成障碍。近期我国反垄断执法
机构在两个案件中的做法就非常值得反思。
这两个案件一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华为诉交互数字案”，〔１１０〕一为国家发改委处罚
的“高通案”。〔１１１〕 二者的案情极为相似：（一）二者均涉及滥用移动通信技术中的标准必要专利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ｓ）的问题；（二）涉案企业（诉讼案中为交互数字公司，行政案中为高通
公司）都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拥有大量的标准必要专利；（三）涉案企业的授权行为模式高度一致，
因此二者分别的涉案行为都涉及其授权模式，包括不合理的许可费率、在许可标准必要专利的时
候搭售非标准必要专利、要求被许可人的免费交叉许可等。进而，在这两个案件中涉案行为定性
也保持一致。二者都认为：（一）标准必要专利不具有替代性，因此每一个标准必要专利均构成一
个相关市场；（二）由于不存在竞争者，专利权人在每一个相关市场都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三）涉
案专利权利人的许可费率不合理，在标准必要专利授权中附带非标准必要专利属于《反垄断法》中
的搭售，免费交叉许可属于《反垄断法》中的附加不合理条件。
我国学界对这两起案件中广东高院与发改委的分析基本持肯定态度。〔１１２〕 但是，进一步思考就会
发现这两个案件中的分析非常值得商榷。在分析涉案行为是否构成滥用的时候，法院和国家发改委
在指出该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可能性之后，就断定该行为违法，并未提供任何市场数据的支
撑。比如，在分析高通公司搭售非标准必要专利时，国家发改委指出，“这使得与当事人持有的非无线
标准必要专利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替代性技术失去了参与竞争的机会和可能，严重排除、限制了相关
非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竞争，阻碍、抑制了技术创新，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１１３〕随后在
没有任何市场数据证明的情况下，就直接得出高通公司行为违法的结论。但是，如前所述任何市场行
为都会造成限制竞争的效果，其区别仅在于程度不同而已。具体到上述的搭售行为而言，任何搭售行
为都会对搭售品市场的竞争产生阻碍。如果仅以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作为诘难的证据的话，那么原
告或者国家发改委就无须承担证明滥用行为存在（包含涉案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举证责
任。这一方面违背了当代反垄断法中对于合理原则的适用要求，另一方面也跟我国最高院《关于审理
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８条规定的举证责任相冲突。该条将
证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原告。虽然我国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只适用于反
垄断民事诉讼程序，但是相对来说反垄断行政机关也应当参照原告的权利和义务执行。
参见张德荣：《“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载《经济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９期。
参见陈亮：《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开放创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２０１１）深中法知民初字第８５８ 号；（２０１３）粤高法民三终字第３０６号。
发改办价监处罚（２０１５）１号。
参见王晓晔：《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对华为诉ＩＤＣ 一案的看法》，载《人民司法》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Ｓｈｉ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ｌｃｏｍｍ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Ｃａｓｅ”，３ＣｈｉｎａＬｅｇ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３７ １５８（２０１５）．
〔１１３〕 发改办价监处罚（２０１５）１号。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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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批评这两个案件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竞争者（即国内的移动设备生产商），从
而让他们能和国际企业竞争。〔１１４〕 但即便是基于保护国内移动设备生产商而言，这个目的也可能
马上就要落空。我国的移动设备生产商已经开始转型，从纯粹的终端生产逐渐发展到专利开发，
并成功登顶到标准必要专利的拥有。比如，目前华为公司在移动通讯４Ｇ 标准中的标准必要专利
的数量已达２５％。〔１１５〕 反垄断执法不能维持双重标准。如果今后华为公司成为反垄断民事诉讼中
的被告或者行政调查程序中的被调查人，这两个案件中的做法反而会成为其他企业攻击华为公司
的有利依据。如此，这种执法的后果既不能保护竞争，也不能保护竞争者。究其原因依然是我国
的执法机构并没有在思想上明确厘清反垄断法的执法目的。
（二）本身违法与合理原则适用模糊
处罚式的执法模式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从当代反垄断的国际实践
来看，合理原则已经成为处罚式执法模式的主要方法，而本身违法原则仅适用于特定类型的垄断
行为。不过，各国均将合理原则与本身违法原则的区分纳入理论范畴，而少有在反垄断法或者执
法细则中进行成文化的规定。我国《反垄断法》及其配套执法细则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也采取了
这种模式，也即在成文化的法条之中并未明确何种垄断行为应当适用何种分析方法。这在实践中
造成了不同执法机构对于同种垄断行为适用不同分析方法的冲突，严重影响了反垄断执法的一致
性。该困境涉及的垄断行为有二：横向固定价格与转售价格维持。
横向固定价格在我国《反垄断法》第 １３ 条被规定，其表现形式为竞争者之间对其产品价格达
成某种形式的一致。横向固定价格案件在我国已经为数众多。国家发改委及其省级分支机构（以
下统称“发改机构”）和几乎所有的法院都将之视为本身违法的行为进行处理，也即证明发生横向
固定价格的行为即可认定其违法性。但是，我国《反垄断法》并没有明确要求衡量固定价格的垄断
协议必须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这导致了在“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案”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均将横向固定价格的行为按照合理原则进行处
理。〔１１６〕 在该案中，法院除了要求原告（上诉人）证明存在横向固定价格的行为之外（原告已经成功
证明），还要求证明该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从而致使原告败诉。
转售价格维持为我国《反垄断法》第 １４ 条所规定，其禁止上下游经营者之间固定商品的转售
价格或者限定最低转售价格。发改机构也已经处理了大量的转售价格维持的案件。在这些案件
中，发改机构在行政处罚书中并未明确其适用的分析方法。但其分析过程主要涉及违法行为的存
在，较少或者根本不涉及该行为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负面效果。学界一般认为这些做法暗示
了发改机构将转售价格维持视为本身违法的行为进行处理。〔１１７〕 但在转售价格维持民事诉讼第一
案的“锐邦诉强生案”中，〔１１８〕上海市的法院却采用了合理原则的分析方法，要求原告（上诉人）既要
证明垄断行为的存在，还要证明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１１９〕 而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立法明
〔１１４〕 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ｒｔｏｎ，“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Ａｎｔｉ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１４ＳａｎｔａＣｌａｒａＪ．ＩｎｔｌＬ．１０９ （２０１６）．
〔１１５〕 参见王康、陈景秋：《４Ｇ 领域华为专利占比已达 ２５％》，载 《中国知识产权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第
版
０７ 。
〔１１６〕 参见（２０１１）深中法知民初字第６７ 号民事判决；（２０１２）粤高法民三终字第１５５ 号终审判决书。
〔１１７〕 参见李剑：《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体系冲突与化解》，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１１８〕 参见（２０１０）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１６９ 号；（２０１２）沪高民三（知）终字第６３ 号。
〔１１９〕 参见丁茂中：《现行〈反垄断法〉框架下维持转售价格的违法认定困境与出路》，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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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明该行为限制竞争效果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１２０〕
（三）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的立法冲突
我国的经济转型除了面临上述的自主创新的压力之外，还面临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在国
民经济体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对于 ＧＤＰ 的增长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１２１〕 但是从目前的
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却主要得益于其规模优势和政府赋予的垄断优
势。〔１２２〕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倚重国有企业发展经济的弊端开始凸显。这一方面体现在国有垄
断行业低于正常水平的利润率，〔１２３〕另一方面体现在行业垄断成为垄断行业职工高收入的第二重
要因素（仅次于教育）。〔１２４〕 因此，行业垄断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这也是习总
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重复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的
主要原因之一。作为市场调节工具之一，反垄断法也很自然地被国务院认为是打破行业垄断的重
要手段。〔１２５〕 利用反垄断法来解决垄断行业的问题本无可厚非。但是垄断行业通常存在既有的行
业监管法律，反垄断法的介入可能会与这些法律产生立法冲突。〔１２６〕
我国在国家发改委处理的“电信联通案”中已然开始面对这种冲突。该案涉及中国电信和中
国联通两家在基础电信业务领域具有垄断经营权利的国有企业；其被调查的行为是二者对于有竞
争关系和没有竞争关系的宽带接入商实施不同的价格。发改委经过调查初步认定该行为严重影
响市场的竞争；在２０１２年初，两家公司向国家发改委提交承诺申请并被接受，该案最终以承诺方
式中止调查。虽然国家发改委没有公开该案的承诺决定书，但学者们认为两家公司的行为极有可
能违反我国《反垄断法》所禁止的价格歧视与价格挤压。〔１２７〕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
通的价格是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互联网交换中心网间结算办法》〔１２８〕相关规定而制定。如此，
就涉及《反垄断法》和部门规章之间的立法冲突：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若遵守部门规章，则违反《反
垄断法》；若遵守《反垄断法》，则违反部门规章。虽然从立法位阶来说《反垄断法》的法律效力要高
于部门规章，但是依据我国《立法法》第９７条的规定：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应当由国务院进行改变或
者撤销。如果国家发改委在该案中以认定行为违法的处罚决定书结案，那么就类似于变相地认定
涉案部门规章不适当，从而可能侵犯了国务院的立法权。〔１２９〕 所幸国家发改委在该案中最终以承
诺的方式进行结案，回避了《反垄断法》和行业监管法律之间的立法冲突。
市场改革的深入意味着我国也会逐步走向其他国家的“去管制化”之路，从而在所有的垄断行
业中都引入竞争机制。竞争机制引入的副产品必然是垄断行为。此时，反垄断法应当肩负起一定
的市场监管职能。但在这个过程中，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应当严防监管失灵以及与行业监管产生立
参见侯利阳：《转售价格维持的本土化探析：理论冲突、执法异化与路径选择》，载 《法学家》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１〕 参见许召元、张文魁：《国企改革对经济增速的提振效应研究》，载《经济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１２２〕 参见牟俊霖：《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差异研究———基于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载
《经济经纬》第３ 期。
〔１２３〕 参见刘小玄：《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１２４〕 参见岳希明、李实、史泰丽：《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１２５〕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２０号。
〔１２６〕 关于立法冲突的相关内容，参见曲耀光：《论我国的立法冲突》，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１２７〕 参见王晓晔：《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对华为诉ＩＤＣ 一案的看法》，载《人民司法》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１２８〕 信部电（２００７）５５７号，第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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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冲突的局面。承诺机制因其私人属性可以回避很多疑难问题，因此国家发改委在“电信联通案”
中的做法应当被鼓励和推广。

六 、结语及政策建议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作为世界反垄断法之模板的《谢尔曼法》采用了粗线条的立法模式。这种
立法模式既没有明确反垄断法的执法目的，也没有建立反垄断法的分析方法。在成立之初，反垄
断法主要依赖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法益平衡法来处理案件。反映到反垄断执法实践上，
我们会发现在２０世纪前半段反垄断法主要依赖本身违法原则来保护（中小）竞争者。但是７０年代
后兴起的芝加哥学派将社会福利理论引入反垄断法分析之中。从此，反垄断法的分析不再关注个
体的利益，而将视角扩展到了整个市场，由此带来了反垄断法执法目的以及执法模式的双重变革，
也即反垄断法应当通过合理原则来保护竞争。不过反垄断法的理论革新并非仅仅建立在经济学
理论发展的这种外生性力量之上。管制行业改革所促生的积极性承诺机制赋予了反垄断法一定
的行业管制职能，从而拓展了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
由于这些因素的累加影响，反垄断法律移植注定要比其他部门法的法律移植更为艰难。与其
他部门法相比，反垄断法律移植的难点主要有三。第一，粗线条的立法模式使得各国反垄断法的
母法缺乏执法目的和分析方法等可直接操作的内容，因此简单移植他国的反垄断法律条文并不能
完成移植工作。第二，很多反垄断法执法实践是通过非成文法的形式确立的，这里面既包括法院
的判例，也包括行政执法机构未公开的内部执法规则。因此，单单移植他国已经颁布的执法细则
也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了法律移植的第一步工作（即全面观察移植对象），更无从谈及随后的根据本
土制约性要素对之进行改造。第三，反垄断法理论的革新主要来自经济学理论变迁这种外生性因
素，因此反垄断法律移植不但要体现在法条的移植上面，也要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法律化改造和
移植上面，但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差异增加了法律化的难度。
鉴于反垄断法律移植中的难点，以及前述中论及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本土化移植中所面
临的困境，本文以为今后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应当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改进。其一，反垄
断执法机构应当明确反垄断法的执法目的是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关于保护竞争，应当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也即综合性地观察涉案行为是否造成了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而不是仅
仅关注于个别竞争者或者部分消费者的损失。其二，执法目的必须通过执法模式才能实现。就执
法模式而言，我国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本身违法与合理原则的适用范围模糊。当代反垄断法
主要依赖合理原则来处理垄断问题，但是世界各国依然给本身违法保留了一定的适用空间。从目
前我国的执法实践来看，利用本身违法来处理的案件还是占到了多数。因此，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在于明确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从而解决不同执法主体适法不一致的情形。其三，反垄断执
法机构应当慎重对待适用合理原则处理的案件。关于这个方面，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而国家发
改委在“电信联通案”以及商务部在经营者集中领域所使用的承诺结案的方式应当成为解决这些
问题的出发点。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充分利用承诺机制来处理适用合理原则的案件。如此，可以
一方面回避合理原则适用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反垄断法实施之初积累经验为今后更好地处理
案件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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