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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4日依法處罰了三星等
6家境外企業在中國大陸實施價格壟斷
的行為，這是中國首次對外企進行此
類處罰。2011年，發改委曾對山東兩
家製藥企業的壟斷行為罰款600餘萬元
，並對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在互聯網
接入市場涉嫌壟斷展開調查。這些動
作顯示，反壟斷由內到外，金額由小
到大，工作力度和廣度都在加大。

2008年8月1日，國務院反壟斷委
員會成立運行，副總理王岐山成為第
一任主任，副主任包括國家發改委主
任張平、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工商總
局局長周伯華。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底，前
述幾位部級高官不約而同強調2013年
要加強反壟斷工作。12月18日，張平
在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上強調，
「嚴肅查處價格違法違規行為，提高

反價格壟斷執法能力和水平」。20日
，周伯華在全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會
議上要求， 「要拓展反壟斷執法領域
，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競爭執法機構
兩個積極性」。28日，陳德銘在全國
商務工作會議上明確要 「依法做好經
營者集中反壟斷審查工作，促進市場
公平競爭」。

在這種背景下，發改委於2013年
首個工作日作出首例外企反壟斷制裁
，可謂是以實際行動落實了有關會議
的部署。這令外界有理由相信，未來
反壟斷將進一步出實招、見實效。

中央高層近期在多個場合要求經濟工作要以
質量和效益為中心，這離不開健全完善的市場體
系和健康良性的市場秩序。加大對價格壟斷行為
的打擊力度，有助於維護消費者和其他廠商的合
法權益，從而優化市場競爭環境，提升經濟運行
效率，增加經濟發展活力。

在改革開放之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在華外企
享有種種事實上的 「超國民待遇」，這在特定時
期為招商引資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但隨經濟
全球化和中國開放程度的提高，中國日益融入世
界經濟體系，這種 「待遇」已越來越不明顯，內
外企業平等競爭的局面形成，市場體系趨於成熟
。對於外企的價格壟斷行為果斷處罰，也體現了
這一點。

目前的價格壟斷主要表現形式有三，除了經
營者達成價格壟斷協議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外
，第三種就是濫用行政權力排除及限制競爭。後
者是計劃經濟模式和行政管制思維的產物，對市
場的傷害尤其大，且由於與強大的政府權力捆
綁，其查處難度也最大，背後也常隱藏腐
敗。主管反壟斷工作的王岐山如今執掌中
紀委，這或許將有助於反壟斷的執
法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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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12月以來，國家發改委多次收到舉
報，反映從2001年起至2006年期間，韓國的三星
、LG，中國台灣地區的奇美、友達、中華映管
、瀚宇彩晶6家液晶面板生產企業，在中國大陸
實施價格壟斷，涉案液晶面板銷售數量合計
514.62萬片，違法所得2.08億元。

六企業串謀壟斷市場
據悉，上述6家企業於6年內在中國台灣、韓

國共召開53次 「晶體會議」，針對全球市場交換
液晶面板市場信息，協商液晶面板價格。在中國
大陸銷售液晶面板時，涉案企業依據晶體會議協
商的價格或互相交換的有關信息，操縱液晶面板
市場價格。據統計，其間面板成本佔彩電生產成
本約80%。近年來這一比例有所回落，但也在
70%左右。涉案企業的價格壟斷行為損害了大陸
彩電企業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依據《價格法》處罰
發改委本次處罰依據的法律為《價格法》而

非此前公布的《反壟斷法》。發改委解釋說，本
案價格違法行為發生在2001年至2006年，由於當
時中國《反壟斷法》尚未頒布施行，按照法律不
溯及既往，以及在新舊法間從
舊兼從輕的原則，依據《價
格法》對此案進行了定性處
罰。涉案企業在2001年至2006
年通過晶體會議等形式交換價
格信息，協商液晶面板價格，並在
中國大陸進行具體實施，違反了《價格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相互串通，操縱市場
價格，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的規定，按照《價格法》規定，國家發改委責令
涉案企業退還大陸彩電企業多付價款1.72億元，
沒收違法所得3675萬元，並處罰款1.44億元，以
上經濟制裁總計3.53億元。

對於上述企業的壟斷行為，中國政府開出的
罰單遠低於此前歐盟、美國公布的罰款額度。發
改委解釋說， 「由於美國、歐盟對本案是依據該
國反壟斷法進行的處罰，罰款基數是涉案企業銷
售額，罰款金額比較大。中國對本案的價格壟斷
行為是依據《價格法》進行處罰，罰款基數是這
些企業的違法所得。另外，這些面板企業都有自
首的情節，因此給予不同程度的從輕處罰。如果
根據中國《反壟斷法》處罰，罰款基數也將是這
些企業的銷售額，罰款金額肯定會大得多。」

九企業獲1.72億退款
在國家執法機構開出罰單後，涉案6家企業

已提出整改措施：一是承諾今後將嚴格遵守中國
法律，自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保護其他經營者
和消費者合法權益；二是承諾盡最大努力向中國
彩電企業公平供貨，向所有客戶提供同等的高端
產品、新技術產品採購機會；三是承諾對中國彩
電企業內銷電視提供的面板無償保修服務期限由
18個月延長到36個月。據中國電子視像協會依據
2011年中國液晶電視行業數據測算，僅面板無償
保修服務期限由18個月延長到36個月，就可讓國
內彩電企業每年節約成本3.95億元。據悉，截至
目前，TCL、創維、康佳、長虹等國內九家
主要彩電企業已收到了1.72億元退款。

針對國家發改委開出的1.01億元
人民幣罰單，三星相關負責人表示
，該公司尊重中國官方的決定
，不會提出上訴。

三星LG等操控液晶面板價格

國家發改委4日宣布，2001
至2006年，韓國三星、LG、中
國台灣的奇美等6家企業合謀
操縱液晶面板價格，在中國
大陸實施價格壟斷。中國政
府對此開出首張罰單，對上
述企業處以3.53億元人民幣的
罰款，這是迄今中國開出金額
最高的一張價格違法罰單。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四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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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江蘇省工商局2009
年查處連

雲港混凝土行業壟斷協議案

遼寧省工商局2012
年查處水

泥行業壟斷協議案

湖南省工商局2012
年查處車

輛保險壟斷協議系列案

廣東省工商局適用《反壟斷

法》，制止地方政府濫用行

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 （本報記者扈亮製表）

特 點

中國適用《反壟斷法》對壟斷

行為作出行政處罰第一案

涉案企業多，影響面廣，處罰

金額高達1637萬
元

全國保險行業首個壟斷案件

中國第一個適用《反壟斷法》

依法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

限制競爭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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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 「雅言」 ：中國早就該作出這樣強硬的姿態了。
網民 「無恙2013」 ：此次處罰維護了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和公

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有助深化液晶面板企業
與中國彩電企業的合作，有效提升中國彩電企
業競爭力，促進行業發展並惠及消費者。

網民 「遺失的笨豬水瓶座」 ：提升我國企業自身能力才是根本。
網民 「玫瑰不憂傷」 ：早就該管管這些外企了，在中國當大爺當慣了，根本

不把中國消費者當回事，罰金太低了點，怎麼也該10
億人民幣起步。

網民 「尚好捷陳才原」 ：罰金不多啊。發改委對外怎麼這麼仁慈。這些錢即使是美元對
他們也九牛一毛，沒什麼警戒作用。

網民 「上海灘過客」 ：這些壟斷與國內銀行、石油、水電煤等行業的壟斷現象相比簡
直是小巫見大巫。

（中新網／新浪微博）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四日消息：中國電子
視像行業協會副會長郝亞斌表示，從2004年起，隨
電視市場的發展，中國對液晶面板的需求大幅提
升。從2003年開始，幾家面板企業產品價格漲跌的
幅度、頻率和時間高度趨同。

「他們說怎麼漲就怎麼漲」，一位內地知名彩
電廠商負責人表示，某年年初和一家面板廠商簽訂
了合同，到了年中，面板廠商直接更改合同，將單
價上調5美元， 「不接受就停止供貨，此前簽的備忘

錄根本沒有作用」。由於面板在彩電生產成本中的
佔比接近七成，在下游競爭激烈的情況下，不少企
業都在雙重擠壓中退出市場。

隨意加價延遲供貨
「今次被罰的企業還有諸多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的做法」，郝亞斌介紹說，幾乎所有內地彩電生產
企業都受到隨意斷供、頻繁變更規格尺寸、延遲提
供新產品及不簽質量擔保協議等問題的困擾。

一家彩電企業負責人說，有一年，面板商突然
不供貨，他們被迫賠給國外經銷商幾千萬元。

「隨意變更規格也是一個問題」，上述負責人
說，傳統CRT顯示器裡的很多部件是可以通用的，
但液晶一個規格的產品需要對應一個規格的模組，
「有時我們設計好了模組，但這個產品忽然就下馬

了，之前的投入也就打了水漂」。
「無法公平獲得新產品也是內地彩電企業常遇

到的難題」郝亞斌說，由於三星等面板企業也做整
機生產，他們的最新產品要在生產出來2年後才向中
國企業提供。

「18個月的保修期也是中國彩電企業必須接受
的潛規則」，郝亞斌說，2004年，這6家廠商賣給中
國企業的面板沒有任何質量擔保協議，直到2010年
，三星、LG只願意執行18個月。但問題是從拿到面
板到彩電生產出來、再經過中間環節到達消費者手
裡就已經超過了18個月。

面板商濫用支配權
彩電企業有怒難言

釋監管信號 促市場發展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四日電】對於中國向6

家境外企業開出首張價格壟斷罰單，首都經貿
大學中國經濟試驗研究院院長張連城對大公報
表示，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個別企業壟斷
市場的行為嚴重影響市場對資源的合理配置，
為此包括美國、歐盟等發達經濟體長期以來都
堅決反對壟斷，中國政府對三星等企業的處罰
有利於合理市場秩序的建立。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葉林教授對大公報指
出，價格要素作為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要素，
對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有重要的意義。針對該6
家企業的價格壟斷行為，中國政府的處罰向外
界釋放出清晰的監管信號，中國的《價格法》
及《反壟斷法》並非空置的法律手段，而是會
對不同市場主體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管，它並提
醒企業必須遵守基本的市場秩序。葉林並指出

，企業利用強勢地位、製造虛假交易等方式造
成價格失真並造成不正常的價格波動，都會影
響正常的市場秩序。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時建中對中新網表
示，這個案件有多方面的意義。最直接的是制
止了液晶面板的市場壟斷，加大了涉案企業的
違法成本；另一方面，受罰企業需賠償受損企
業，也就是下游的家電企業。此外，通過執法
行為，優化了行業的競爭秩序和競爭環境，同
時又給其他行業非常重要的啟示，中國的反壟
斷法是真正地去執法的，誰違反了這個法律，
可能要付出經濟代價。第三個方面，中國的家
電企業或面板企業在競爭環境得到優化後，經
營成本就降低了，消費者的福利就得到了很大
的改善。還有一點，這個執法行為向全世界宣
告了中國反壟斷法執法的態度和決心。

網 民 反 應

專 家 解 讀

中國中國33..55億罰單億罰單懲壟斷懲壟斷

▲LG因合謀操縱液晶面板價格被中
國經濟制裁11830.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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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公司表示，
尊重中國官方的
裁決，不會提
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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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液晶面板生產
企業友達因率先自首
獲發改委免除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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