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近年来我国的行政执法实践来看, 对这些行为规定行政责任是有必要的。

此外,民事责任中的有关赔偿的规定过轻,不能起到对违法行为人应有的约束和制裁作

用,对受害人也起不到补偿之效果。修订时应当加大对违法行为人的制裁力度, 这有利于充

分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更能有效地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五 )确保执法统一

确保5反不正当竞争法 6的执法统一, 修订 5反不正当竞争法6时需要改变现有反不正当

竞争执法机构不统一、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权不断遭到肢解的问题, 应当保证对各种不正当竞

争行为由统一的执法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与此同时,还需进一步明确,对有关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是由行业主管机关直接进

行认定和处罚,而是由专门的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统一进行认定和处罚, 只是反不正当竞

争执法机构在认定这些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能否构成时应需要考虑行业主管部门的专业意

见。这样有利于保证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效和统一的实施。其法理依据就在于竞争法在性

质上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法律规则,它不同于仅在有关具体的部门或

行业实施的特殊性、专门性的法律规则,它应统一实施于各个行业和部门。如果竞争执法机

关的职权被各个行业主管机关所分解,那么竞争法律在各个行业的实施就会呈现出差异性,

不利于竞争法律的统一实施。当然, 进一步说,在竞争法体系内部, 也还有一个反不正当竞

争执法与反垄断执法如何协调的问题。

反 垄 断 立 法 的 回 顾 与 展 望
毛晓飞  胡  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

2007年 8月 30日,第 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9次会议通过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

断法6。至此,中国反垄断法的立法 /长征 0终于在历经整整 20载后画上了句号。

  一、立法背景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 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正是市场竞争机

制促使企业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通过竞争, 优胜

劣汰, 使资源得到合理有效配置,最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实行市场经济,就要维护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就是禁止排除或者限制竞争行为, 维护市

场竞争的重要法律。市场竞争机制这只 /看不见的手0本来是具有较强自我调节功能的, 但

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竞争机制就难以完全依赖自身功能来维护。这是因为,

处于竞争中的企业为了增强自身优势、减少经营风险, 作为一种自发的倾向, 总是要想方设

法通过某种协议、联合、协调或者协同行为,排除、限制竞争, 谋取不当利益; 在竞争中实力超

群的企业,作为一种自发倾向, 总是试图利用其已经获得的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谋取垄断利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合并、并购、重组等经营者集中活动频繁, 也会

给市场竞争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 为了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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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排除、限制竞争,必须建立健全反垄断法律制度, 由政府对市场活动进行适度干预, 用这只

/看得见的手 0来矫正市场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扭曲和失真,使市场竞争机制得以维护。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了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

供法制保障。

1993年 9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5反不正当竞争法 6。这部重要法律的实施, 对于

维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经济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企业相互参股、并购屡见不鲜, 各种形式的资本重组活

动日益频繁,市场竞争领域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地区、行业已经出

现垄断的苗头,反竞争的现象日益增多,手段也在不断翻新。有些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在经营活动中实行歧视性价格、强制性交易或者不合理地搭售商品;有些经营者为了获

取垄断利润,达成固定价格、分割市场等垄断协议, 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

此外,有些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实行地区封锁, 妨碍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的发展,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问题。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要求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建立健全我国的反垄断法律制度。

  二、立法进程

回顾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1987年。当时的国

务院法制局成立专门小组,负责起草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合一的法律。这多少吻合当时

许多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刀阔斧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潮流,俄罗斯、匈牙利、保加利亚等

一大批转型国家都在这一时期陆续制定了反垄断法。1993年的第 8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

次会议最终只通过了 5反不正当竞争法6,因为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

竞争法都是维护市场竞争的重要法律,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垄断行为是经营者通过达

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经营者集中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行为则

是经营者以虚假、欺诈、贬损其他经营者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方式从事不正当竞争。反垄

断法的主要功能是保证市场竞争,维护竞争的公平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要功能是保证市

场竞争正常进行,维护竞争的有序性。搞市场经济,一是不能不竞争,二是不能乱竞争;就如

同一场体育比赛,一是不能排斥运动员上场,二是运动员上场后不能不按规矩比赛。反垄断

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相辅相成, 确立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尽管如此, 由于实践的需

要,当时制定的5反不正当竞争法6中还是保留了部分反垄断的内容。
紧接着第一次的 /搁浅 0,反垄断立法进程于 1994年 /拔锚启航0,被再次纳入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从 1994年到 2004年的 10年间,反垄断立法可以说是缓慢的。起草小

组除了召开研讨会和拿出一些讨论稿以外, 并无实质性的进展。然而, 在此期间,禁止垄断

行为的内容却陆续在其他法律中出现,如 1998年的 5价格法6、2003年的 5外国投资者并购
境内企业的暂行规定 6等。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国内对外资企业可能滥用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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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担忧加剧,从 2005年开始, 立法的节奏迅速加快。 2005年 2月,由国务院法制办牵

头组织反垄断法的起草工作, 并召开第一次反垄断法起草会议, 同时广泛向美国、欧盟、德

国、OECD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广泛征求对当时草案的意见,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2006

年 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 5反垄断法 6草案, 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初次审议。

会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草案下发各地方、中央有关部门和部分企业、研究机构广泛

征求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财经委和法工委多次召开座谈会, 广泛听取有关部门、行业协

会、企业和专家的意见。法律委、法工委还到上海、青岛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并考察了一些国

家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次审议之后, 逐渐达成了共识, 5反垄断
法 6最终获得通过。

  三、审议风波

5反垄断法6草案是一部命运多舛的法律草案,从起草到审议, 历经 20载, 见证了中国

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而提交审议之前的风风雨雨, 提交审议之后的利益角逐,更是让每一

位立法者不得不更加谨慎细微和小心翼翼。发达国家的 /旁敲侧击 0, 转型社会的政经生

态、国资的固若金汤, 外资的强势进入,民资的不安现状,垄断行业的分配失控,普通民众的

维权希望,都在这部法律的立法进程中一览无余。我们关心 5反垄断法6,其实也是在关注

中国这个转型期的泱泱大国推进经济民主的进程, 打破行政垄断的决心,破除区域壁垒的努

力和维护公平正义、谋求民众福利的愿景和诉求。

从发改委、商务部、工商总局的反垄断执法权之争, 到 /行政垄断 0一章被整体删除的传
闻,再到5反垄断法6草案因部门利益被搁置推迟审议的 /曝料 0, 直至最高立法机关新闻发

言人在 5人民日报 6上的紧急辟谣, 让每一个关注、期待、冀望这部法律的人们的神经, 时常

被敏感而又缥缈的 /信息0所折磨。从兰州物价主管部门 /以民生为重 0限定牛肉拉面的价
格,到中国乳品企业 /以自律为名0发布 /南京宣言0,要求取消所有乳制品的捆绑、搭赠等

变相降价活动,再到方便面企业在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的协调下结成同盟统一涨价, 五

大航空公司在京沪航线上结盟,一时间折扣机票骤然减少。一场场闹剧的背后, 既有政府行

政权力对微观经济的过度介入,也有企业和协会牟利的冲动屡屡突破市场道德和竞争机制。

5反垄断法6对市场竞争的维护、对民众福祉的保护,正是在这一条条敏感的信息、一幕幕热

闹的纷争中,慢慢浮现和凸显出来。

毋庸讳言,反垄断委员会的权威性还有待实践检验, 分散执法的弊端尚未完全显现,

5反垄断法6对行政垄断的规制还有些 /心有余而力不足 0, 5反垄断法 6初步建构的司法救

济体系仍不够明晰;但我们也要冷静并清醒地认识到,立法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方式和公共

选择的过程,总是受到相关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并受到不同利益和需要的驱动,

任何一项法律的出台,都是重大利益的博弈和妥协;把解决一切垄断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一

部反垄断法上,期待 /毕其功于一役0的想法,不仅天真,而且有害。世界上反垄断法体系最

为完善的美国,自 1890年5谢尔曼法6起, 也历经了 100余年, 才形成了以 5谢尔曼法 6、5克

莱顿法 6、5联邦贸易委员会法6为中心,涵盖企业并购指南和若干法院判例的制度体系, 同

时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对于 5反垄断法6这样一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核心之法, 通

过比不通过要好,早出台要比晚出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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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施展望

5反垄断法6的出台,有利于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但是

竞争和垄断是相伴而生的,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产生集中,从而形成垄断, 排除、限制

竞争。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垄断现象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垄断行为,如串通定

价、限制产量、划分市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二是实行国家管制或带有自然垄断特点的

领域和行业利用行政权力并通过市场方式形成垄断。此外, 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也很严重。

5反垄断法6的出台,将从一定程度上扭转大企业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的现状, 建立平等竞

争的市场环境,消除垄断对市场经济造成的破坏。

5反垄断法6的出台,有利于普及竞争理念和竞争文化。垄断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

迷惑性,从世界各国反垄断的经验来看,光靠执法机构的 /单兵作战 0,成效并不明显。只有

调动起公民反垄断的积极性和维护权益的自我保护意识, 才能使得垄断行为无处藏身。近

期方便面联合提价、京沪快线开通、牛奶取消搭销等一系列涉嫌垄断的行为发生之后,学者、

律师纷纷主动跟进,发表评论甚至举报、起诉。但大多数消费者并没有把这些现象和竞争、

垄断联系起来,只认为是物价上涨背景下一次普通的涨价行为。因此, 竞争理念和竞争文化

的普及对于遏制垄断行为意义重大,而 5反垄断法 6的出台, 必将推动竞争理念和竞争文化

的普及。

5反垄断法6的出台,有利于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各种

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非常普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模糊, 使得现实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相当严重。长期的权力垄断使行政

垄断与体制弊端交相辉映,与利益集团千丝万缕, 与地方保护以及部门利益盘根错节, 使得

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各种形式的垄断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对立。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

剧和我国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提高, 国内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 企业间的合并、重组

日趋活跃,其中外资并购引发了诸多争议,更是使得外资、国资、民资的利益平衡和协调迫在

眉睫。 5反垄断法 6的出台,虽然无法从根本上 /定分止争0,但对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和

协调大有裨益。

5反垄断法6的出台,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发展。反垄断法是充分发挥市场资源

配置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法律制度, 素有 /经济宪法 0之称。同时, 反垄断法也是市场经济国

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利用反垄

断法律制度,防止和制止来自国内国外的垄断行为, 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提高企业竞争力, 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5反垄断

法 6的出台, 初步界定了垄断行为的三方面具体内容, 建立了反垄断的执法体系和救济途

径,将为部分垄断行业的改革扫清法律障碍,有力地遏制了行业垄断的蔓延和地方保护的扩

张,有利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责任编辑:竹  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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