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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反垄断问题解析
唐锦铨 郭懿美

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还处于起步

从此次ＦＴＣ报告中对于Ｂ２Ｂ电子市

供应商是否可以选择一部分销售商允

阶段。要保持电子商务的良好发展势

集分歧、多样面向的说明，可以看出面

许它们进行网上销售？ 类此问题，不一

头，相关政策配套、规范监管以及与国

对在发展初期的Ｂ２Ｂ电子市集先前座谈

而足。在选择性销售体系中，供应商一

际接轨等问题都亟待解决。这其中自

会试图界定其规范范围的努力所面临

般认为，如果允许销售商进行网上销

然包括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 ，制定《反

的困难，而对于Ｂ２Ｂ电子市集所可能涉

售，那将破坏选择性销售体系赖以存

垄断法》
。

及的反托拉斯法议题，与会者大多认

在的根本目的，使自己的销售服务质

一、电子商务的反垄断问题

为Ｂ２Ｂ电子市集截至当时为止并未带来

量得不到保障。因此，它们认为，在选

１、电子市集与不公平交易

传统反托拉斯法所不能解决的新课题。

择性销售体系中，限制销售商的网上

电子市集－又名电子交易市集、

从该报告中亦可以看出美国官方正在

销售行为是合法的。

交易平台、交易中心等等以及其它类

透过对电子商务行为的了解，避免反

对于上述问题，欧共体委员会于

似名称，是企业间进行电子商务的数字

竞争规范的误用与滥用扼杀了电子商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通过的《纵向协议集

化交易空间，透过网络虚拟空间做为

务的成长与发展的意图。

体豁免条例适用指南》提供了部分的

交易平台，结合各产业上、中、下游厂
商，组成网络线上交易社区。
Ｂ２Ｂ电子市集不仅让买方或需求者

２、网上销售的反垄断问题
（１ ）独家销售协议与选择性销售
协议

解答。根据这个规定，任何销售商都有
使用因特网进行广告宣传和销售商品
的权利，这是一种消极的销售，供应商

能更有效率的了解信息所在，卖方也

独家销售协议是指供应商在一个

可以透过此软件系统所建构之平台进

地域范围内委任一个销售商，并与之

网是接触消费者和客户的合理方式。

行商业联合活动，以提供类似产品或

达成协议，由该销售商从供应商处购

然而，如果一个销售商向潜在的客户

服务。此种原属互相竞争的供应商或

买产品后再转售给批发商、零售商或

主动地发送电子邮件，这种行为就得

企业之间的联合行为，已逐渐让人质

者直接销售给消费者。选择性销售协

被视为主动销售，供应商可以禁止这

疑是否有不公平竞争。

议是指供应商规定一个限制性的加入

种行为。

不可以禁止这种行为，这是因为因特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ＦＴＣ 于 ２０００

分销网络的条件，据此从申请加入分

年 １０ 月 ２６日公布了一项名为“迈向２１

销网络的商家中选择委任一定数量的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美国司法部

世纪：Ｂ２Ｂ电子市集世界中之竞争政策”

分销商、批发商或者零售商，并与之达

（ＤＯＪ）律师和１９个州的检察长正式向一

的研究报告，试图理清Ｂ２Ｂ电子市集的

成协议。现在的问题是，网上销售发展

位 联 邦 法 官 提 出 诉 讼 ，声 称 视 窗

特质，并为在新兴Ｂ２Ｂ科技的脉络下如

后，在独占销售体系中，供应商是否可

（Ｗｉｎｄｏｗｓ）的一项功能不仅使那些在网

何处理传统的反托拉斯课题提供一基

以对销售商的网上销售行为进行限制？

上购买音乐的消费者只能使用微软的

础的原则。

如果可以，供应商可以施加哪些限制？

ＩＥ浏览器，
而且还引导消费者登录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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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政府律师在诉讼中表示，
Ｗｉｎｄｏｗｓ

垄断市场的弊端势必成为中国决策和

要求有全球统一的反垄断政策，至少

的设计“有可能与司法部与微软达成

立法部门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区域性的、共同的反垄断政策看来是

的反垄断协议不太一致”
，并要求如果

事实上 ，在反垄断方面，我国现行

必须的。但至今全球统一的反垄断政

问题得不到解决，主审微软反垄断案

法律规定极为不足，例如现有的三部

策还没有，国际市场上的反垄断还无

的地区法官科伦－科特利应进行干预。

外商投资法律主要是规范外商在国内

法可依。全球两大经济体一一欧盟与

这次的纠纷集中在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中

新设企业，对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

美国截然不同的立场也令在竞争领域

一个名为“在线购买音乐”的设计功能

进行直接投资则没有涉及，因并购可

的国际合作进程变得复杂。欧盟倾向

上，这一功能使得用户可以在网上购

能产生的垄断问题基本未作规定。而

采行ＷＴＯ的若干核心原则，而美国坚信

买音乐光盘，当用户点击相关链接后，

在禁止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力和限

竞争事务达到国际聚合的最佳方式，应

Ｗｉｎｄｏｗｓ就会打开微软的浏览器软件，

制竞争性协议制度方面，同样存在着

该以自愿性双边协议为之。所以政府

即便用户明确表示他们更愿意使用其

内容缺失、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这些

既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又面

他浏览器软件，例如Ｏｐｅｒａ、
Ｍｏｚｉｌｌａ或

都会为跨国公司规避我国反垄断执法

临可能削弱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时代华纳的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 后，

提供了可能性。

反垄断的实际操作难度加大。

上述链接还将用户导向由微软运营的

本文以为未来的中国反垄断执法

第三，网络经济时代的垄断是要

ｗｉｎｄｏｗｓｍｅｄｉａ．ｃｏｍ 网站，网站上有在

机关宜注意到下列几点，以积极谨慎的

用创新来支撑的，在竞争中维持的，而

线零售商的链接。

态度来面对此项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

不是靠行政力量来保护的。反垄断必

以及网络经济所带来的挑战：

须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垄断于网络经济

据专家分析：上述纠纷涉及到了
反垄断协议的一个中心问题：提高微

首先，在网络经济时代，知识和ＩＴ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网络经济时代垄

软竞争对手软件销售商与微软的软件

产业的垄断有了新的特点，不能用传

断的特点。例如网络经济时代所带来

进行竞争的能力，反垄断和解协议中

统的垄断理论来分析这些产业，从垄

的赢者通吃特性，激励了厂商不断创新

的一条规定禁止微软利用其主导地位

断导致的结果来看，这些产业的垄断是

以追求独占力量。此时厂商竞争的并

打击竞争对手的产品，而整个反垄断

利大于弊。
（１）知识和 ＩＴ产业面临供给

非产品价格，而是产品研发能力与速度

案都是以指责微软利用其Ｗｉｎｄｏｗｓ垄断

方和需求方的规模经济，它的垄断导

， 甚至期待跳过既有的产品技术。然而

地位挤压其他软件公司为前提。

致厂商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消费者受

产品的研发从创意到产品商品化，需要

２００４年初，美国司法部表示：微软

益，
打破垄断实际上是损害消费者。
（２）

庞大的资金投入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确

公司已经同意政府的要求，在当年２月

网络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依赖创新－

定风险 ， 因此 ，

或 ３ 月之前，解除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操作系

形成创造性思想，并将其转化为有用

Ｐｉｒａｉｎｏ， Ｊｒ．指出：只有拥有提高价格

统中的音乐连结功能。微软将更改个

的产品和劳务。
（３）网络经济时代由于主

能力来获得较高财务报酬的独占厂商，

人计算机操作系统中“在线购买音乐”

导产业本身的特点，经济系统内存在

才能完成产品的研发与创新。

的连结功能，如此一来，竞争对手的浏

自动抑制垄断负面效应的力量。这是

览器就不会被微软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ｘ－

因为知识、信息产品是耐用品，但很容

等发达国家或台湾地区的反托拉斯、

ｐｌｏｒｅｒ所覆盖。

易过时，垄断是暂时的，一旦新厂商开

竞争或公平交易等立法例 ， 尽快出台

发出更新的产品，原有厂商的垄断力

《反垄断法》， 对有可能损害竞争的企

量马上消失。为了维护原有优势，垄断

业行为 ，实行规制或禁止：亦即限制竞

鉴于未来在中国电子商务腾飞发

厂商必须不断创新，向市场推出新产

争性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企

展的过程中，将有可能产生有如欧美企

品。美国的反垄断政策由哈佛学派的

业合并 ，并完成相关配套规则例如《企
业并购法》的制定。

二、中国电子商务的反垄断困境
与解决之道

业的各种涉嫌垄断问题 ， 也鉴于加入

结构主义指导转向芝加哥学派的行为

ＷＴＯ后跨国公司包括互联网企业来华拓

主义指导，正是体现了政府对反垄断

展市场的动作频仍，其中也不乏引发垄

和政府规制的放松。

断争议的事例 ，以免费、增容等手段来

其次，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从理论

争夺用户，如何克服上述问题所带来的

上讲，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

学者 Ｔ ｈ ｏ ｍ ａ ｓ

Ａ．

鉴此，笔者建议中国应借鉴欧美

［ 作者单位：闽江学院管理系、厦
门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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