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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互聯網領域反壟斷第一案一審
結束。廣東省高院28日對北京 「奇虎360
」 訴深圳 「騰訊QQ」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作出判決，駁回奇虎全部訴訟請求，騰
訊不構成壟斷，訴訟費用逾79萬元由奇
虎承擔；而奇虎提出1.5億的天價索賠，
法院亦不予採納。對此，奇虎表示將適
時決定是否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仍認
為騰訊在互聯網領域的壟斷客觀存在。

【本報記者方俊明、實習記者官文
清廣州二十八日電】

美素麗兒造假事件嫌疑人歸案

【本報記者康靜昆明二十八日電】記者從雲南省公安出
入境管理工作會議獲悉，雲南省西雙版納、文山、紅河、保
山、德宏5州市的10餘條邊境旅遊線路，年內有望獲得異地
辦理出入境證件的政策。屆時，各地遊客只要持身份證就可
在西雙版納就地辦理出境證件，進入緬甸、老撾旅遊。

雲南與緬甸、越南、老撾三國接壤，邊境線長達4060公
里，是陸路赴東南亞旅遊的重要通道，目前僅西雙版納就已
有6條經邊境旅遊線路獲批，據西雙版納州委副書記羅紅江
透露，西雙版納正在努力打造 「金四角」黃金旅遊圈，從西
雙版納出去到老撾琅勃拉邦─泰國清邁─泰國清萊─緬甸大
其力形成一個環線，把西雙版納打造成為國際生態旅遊州。

雲南邊境旅遊起步於上世紀90年代初，此前雲南省曾經
獲得過邊境旅遊異地辦證權，但隨邊境旅遊的興起和出境
人數的猛增，跨境賭博悄然興起，威脅經濟安全、邊疆和諧
穩定，因此，辦證權隨後被公安部收回。

滇10餘邊境旅遊線將獲批騰訊QQ和奇虎360在法庭
內鬥得火熱，在互聯網領域也
是硝煙四起。最近，騰訊在搜
索引擎和瀏覽器方面發力，與

奇虎展開正面衝突。對此，專家表示，良性競爭能激
活互聯網的創新意識，更好地提高用戶體驗。

日前，騰訊再次升級了剛出爐的QQ瀏覽器，增
添了獨立視頻播放和網頁靜音等功能，以依託龐大的
用戶群，嘗試瓜分內地瀏覽器 「老大」360的市場份額
。對此，360亦有新招。月前，360宣布將與人民日報
社旗下的 「即刻搜索」展開戰略合作，全面接入國家
食藥監管總局的藥品查詢數據，聯合運營網絡曝光及
食品安全欄目。此舉被認為是通過官方背景聯手，依
託搜索引擎來保障瀏覽器用戶數量。

除此之外，其他互聯網企業亦對瀏覽器市場垂涎
已久。本月初，搜狗推出智慧版輸入法，在輸入框旁

邊區域提供迷你搜索結果，簡化了搜索過程，但也搶
了360和百度的生意。業內人士稱，搜狗這一新措實則
希望通過輸入法領域的支配地位來擴大瀏覽器的普及
率。

互聯網企業間的良性競爭讓眾多網民直接受益。
曾在深圳某互聯網公司任職的孫舒源告訴本報記者：
「現在看電視劇，只需在智慧版輸入法空白處輸入劇

名，就能搜索到並下載，比以前方便得多。」她還列
舉了許多社交平台在競爭中新增的功能，如QQ的音
樂分享、360的健康精靈等。

IT分析師梁振鵬對本報坦言，良性的競爭能激活
整個互聯網領域的創新意識，為吸引更多的用戶，互
聯網企業須研發出功能強大、形式新穎和可操作性強
的產品。但他亦指出，目前內地還未形成良性的競爭
環境，法制領域的空白使得不少企業經常利用自己在
某一領域的支配地位，限制或者禁止其他企業涉足。

巨頭相爭 網民得利
本報實習記者 官文清

▲奇虎360訴深圳騰訊QQ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糾紛一案28日一審判決。圖為審判
長宣讀審判結果 本報記者官文清攝

奇虎360與騰訊QQ之間糾葛由來已久，被稱
為 「3Q大戰」，奇虎訴騰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是
重頭戲之一，由雙方聘請的專家 「猛人」出庭作證
便可窺一斑。前者聘請的是歐洲RBB調研機構的
顧問、英國學者DAVID STALLBASS以及RBB職
員Yu Yan；而後者則邀來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
中心秘書長姜奇平和中央財經大學法學副教授吳
韜。

即時通訊壟斷認定判例
廣東省高級法院審理後判定，奇虎公司認為

QQ屬於獨立商品市場的主張不能成立，其與微博
、SNS社交網絡以及MSN等都屬於同一相關商品
市場，兩者之間構成強競爭和替代關係；而且是全
球性市場，充分競爭，奇虎對市場的定義過於狹窄
。騰訊並未處絕對主導地位，而且也未加以濫用，
不存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情況。因此，駁回奇虎
全部訴訟請求，訴訟費用79.068萬元由奇虎方面承
擔。對於本案中奇虎還提出1.5億元的天價索賠，
法院認為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採納。據悉，
這是內地首個在即時通訊領域對壟斷行為作出認定
的判決。

奇虎360方面回應表示，壟斷已成為影響中國
互聯網產業健康發展的重大障礙。只見抄襲沒有創
新，缺乏真正的創新文化和創新土壤。與國際互聯
網發展相對比，美國平均每兩年就會出現類似
Google、Facebook等新興互聯網科技企業，而中國
互聯網市場長期陷於寡頭壟斷格局，如IMO、聯
眾、開心偷菜等一系列中國互聯網新型創業公司，
都成為了壟斷市場的犧牲品。奇虎強調，本次糾紛
本質上是目前中國互聯網創新不足、競爭乏力的問
題，而非競爭過度的結果，因此更需要《反壟斷法
》對行業壟斷者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進行規制
，為新生創新企業的存活、發展、壯大提供良好的
司法環境。

談及是否上訴，奇虎稱將會對一審判決的事實
認定和法律適用認真考量，再適時決定是否向最高
法院提出上訴，並堅信獲得公正的司法判定。

法官：用市場的手做調節
對於互聯網行業壟斷行為如何認定問題，本案

審判長、廣東省高院民三庭副庭長張學軍表示，互
聯網行業的主要特點：一是創新快，尤其網絡技術
的發展非常快， 「幾乎一天一個變化，今天你可能
還是老大，明天就沒準沒落了」。二是商業模式很
容易被複製， 「企業今天主要做殺毒軟件，明天可
能涉足搜索、視頻分享等領域」。因此，對於互聯
網領域，要有一個相對動態的考慮，而不應把認定
壟斷的時間界定在糾紛發生的某個節點內，而要適
當延伸。 「用市場自身的手做調節，可能比簡單地
用外力去干預會更好」。

▲3月28日，檢測列車從寧杭高鐵浙江德清站開出
新華社

▲目前西雙版納已有6條經邊境旅遊線路獲批，圖為連
接西雙版納與緬甸的磨憨口岸 本報記者黎燕萍攝

【本報訊】據新華社杭州二十八日消息：杭（州）寧（
南京）、杭（州）甬（寧波）高鐵28日開始聯調聯試體驗。
預計今年暑運開通後，杭州與南京之間單程僅需一小時、杭
州到寧波約40分鐘，行程比現在縮短一半以上。

這是中國鐵路總公司成立以來調試的首段高鐵線路。
杭寧、杭甬高鐵是《中長期鐵路網規劃》中 「長三角」

城際客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杭寧高鐵正線全長249公里
，杭甬高鐵正線全長150公里，初期運營時速均為300公里。

據介紹，兩條高鐵均於2009年4月開工建設，2012年9月
全線鋪軌貫通後，進行了接觸網、信號線等基礎設施的安裝
，開展了靜態試驗及驗收和接觸網送電等工作。

3月10日起，這兩條高鐵進入聯調聯試階段。目前，聯
調聯試整體工作進展順利。記者28日登車體驗，列車運行平
穩，最高時速達到389公里。正式通車前，還將進行動態檢
測和運行試驗。具體開通時間、票價還待定。

杭寧高鐵不再繞行上海，比原先行程縮短200多公里，
全程僅需一小時左右。開通後，杭寧高鐵與滬寧高鐵、滬杭
高鐵共同構成滬寧杭 「鐵三角」高速鐵路客運通道。從南京
經寧杭高鐵可直達東南沿海各城市，從杭州經寧杭高鐵可直
達北京、濟南等各城市，旅行時間將大大縮短。該線建成通
車後， 「長三角」地區高鐵網絡將初步形成，對於加快推進
「長三角」城鎮化步伐和一體化發展將具有重要意義。

杭甬高鐵將與杭寧高鐵同步開通，開通後，浙江將初步
形成兩小時高鐵都市圈。

杭寧杭甬兩高鐵
試車時速389公里

廣州大雨 200航班延誤

【本報訊】據京華時報報道：新修訂的《北
京市食品安全條例》（下稱《條例》）將於4月1
日起施行。27日，北京市食品辦就《條例》的實
施進行了說明。

此前，在食品安全條例配套細則徵求意見稿
中，無店舖經營項目核定中只有預包裝食品，沒
有 「乳製品」一項，這引起公眾熱議，認為今後
網店將禁售奶粉。27日，北京市工商局食品處相
關負責人表示，將按照國家專項審批規定，許可

網店銷售乳製品。今後網店要想銷售奶粉等，要
經過嚴格審批，須取得流通許可證，要有營業執
照後方可經營。

北京市食品辦相關負責人表示，未來北京食
品安全工作的總體思路將以預防為主並加強源頭
控制，嚴格市場准入，加大食品安全保障控制力
度，同時推進安全食品供給體系的建設。以市場
准入為核心，以防控食品安全輸入性風險和系統
性風險為重點，落實食品安全主體責任，健全政

府監管體制，嚴格責任追究，構建安全食品供給
體系和食品安全保障體系。實行全過程管理， 「
產地要准出、銷地要准入、質量可溯源、風險可
控制、責任可追究」。

新修訂的《條例》共七章七十六條，包括總
則、市場准入、食品生產經營、食用農產品、食
品安全保障、法律責任和附則。其中，大部分內
容是對《食品安全法》的進一步細化，還有一些
條款是結合首都實際創設的新內容。此外，北京
市工商局等部門依據《條例》制訂的相關配套文
件，也將於4月1日起施行。

京網店賣奶粉須有執照

【本報訊】據中新社廣州二十八日消息：3月28日，廣
州白雲機場連續遭受強雷雨天氣影響，航班出現大面積延誤
。截至當日16時20分，延誤1小時以上航班達100班，機場隨
即啟動了航班大面積延誤紅色預警（最高級別預警）。南航
廣州總部與南航深圳分公司也發出航班大面積延誤 「黃色預
警」。

28日上午9點40分左右，白雲機場運行指揮中心向各單
位發出雷雨警報。強雷天氣於上午10點10分左右開始影響該
機場，持續時間約2小時。截至中午12時，該機場延誤1小時
以上航班66班，飛往該機場的航班備降26班。機場方面已於
當日上午10點16分啟動航班大面積延誤黃色預警。

目前，白雲機場已經利用航站樓內的信息顯示屏，告知
最新航班動態情況。白雲機場代理航班方面，已經為約1000
餘名旅客安排住宿，約3000餘名旅客配備了餐飲。空港快線
準備了40台大巴協助運送航班延誤相關旅客。此外，在貨物
運輸方面，白雲機場物流公司已用雨布為貨物穿上 「雨衣」
。機場方面表示，目前，航站樓內秩序相對平穩，未出現乘
客過激行為。

另據南航消息，受雷雨天氣影響，南航28日在廣州和深
圳的進出港航班出現不同程度的延誤。南航廣州總部與南航
深圳分公司分別啟動航班大面積延誤 「藍色預警」。自15時
30分起，南航 「藍色預警」升級為 「黃色預警」。截至15時
，南航廣州進出港航班因天氣原因延誤超過200班，其中延
誤4小時以上航班達到47班，深圳進出港航班因天氣原因延
誤共計95班，其中延誤4小時以上24班。

【本報訊】據新華社南京二十八日消息：針
對媒體曝光的 「美素麗兒奶粉涉嫌造假」事件，
涉案企業所在地蘇州工業園區28日晚緊急召開通
報會，表示璽樂麗兒進出口（蘇州）有限公司涉嫌
走私嬰幼兒奶粉，改裝成同一品牌系列進口嬰幼
兒奶粉事件屬實。目前嫌疑人牟駿已被警方抓獲
，在生產點內查獲的17個批次奶粉僅3批次合格。

經查，涉案單位為璽樂麗兒進出口（蘇州）
有限公司，原名蘇州美素麗兒母嬰用品有限公司
，經營地址位於蘇州工業園區，實際負責人為牟
駿。

奸商篡改批號銷售奶粉
依據中國現行法律規定，進口奶粉須經報關

、報檢，並獲得對應批號的進口食品衛生證書後
方可銷售。蘇州工業園區質監分局表示，璽樂麗
兒除合法銷售Hero集團生產、經報關報檢後獲得
銷售進口天賦美素嬰幼兒奶粉許可外，還先後非
法從南方購入未獲得進口食品衛生證書的Hero集
團針對歐洲市場生產的歐標嬰幼兒奶粉。為使歐
標嬰幼兒奶粉能在國內合法銷售，犯罪嫌疑人從

2012年2月開始，通過擦除原有標識、重新噴碼、
私印外包裝盒等方式，將歐標嬰幼兒奶粉的批號
篡改為已獲得進口食品衛生證書的天賦美素嬰幼
兒奶粉批號後進行銷售。

2012年11月21日，蘇州工業園區工商局對該
公司經營地的進口奶粉依法查封，按品名、段數
、批號逐一清點，並對全批次奶粉進行抽樣，送
上海市品質監督檢驗技術研究院檢測。結果顯示
：經營地18個批次奶粉全部合格。除2批次、共
4416盒庫存奶粉沒有進口食品衛生許可證書外，
其他均有合法許可證。

然而，記者了解到，蘇州工業園區質監分局
對該公司生產點進行查處後，送檢了17個批次的
奶粉，其中7個批次奶粉因蛋白質不達標而不合格
，3批次合格，另有7批次無法判斷。

問題奶粉被責令停止經營
目前，涉案主要嫌疑人牟駿已被抓獲，蘇州

工業園區工商局對有合法許可證的奶粉予以解除
封存，就兩批次奶粉無法提供合法許可等報關手
續的違法事實，依法作出 「沒收違法奶粉」等行

政處罰，並向當事人發出責令停止經營問題奶粉
的通知書。

警方正在對此案做進一步偵查。
另據央視報道，美素麗兒奶粉目前仍在北京

賽特、燕莎等商場有售，尚未下架。記者瀏覽淘
寶、京東商城等網站，發現仍有美素麗兒奶粉未
下架。

用走私嬰幼兒奶粉改裝成進口奶粉

▲有消費者在食用美素麗兒奶粉時發現奶粉內
有小蟲（紅圈） 網絡圖片

【本報訊】據新華社杭州二十八日消息：28日晚，浙江
省公安廳針對張輝張高平冤案作出表態，向當事人及家屬致
歉，並表示要調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關執法問題。

26日，浙江省高級法院依法對張輝、張高平強姦再審案
公開宣判，認定原判定罪、適用法律錯誤，宣告張輝、張高
平侄叔無罪。此案被告因發生在杭州的一起 「強姦致死案」
服刑已近10年。

浙江省公安廳在給新華社記者傳來的材料中表示，這起
錯案的發生，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作為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一
個環節，是有責任的，我們深感痛心，對當事人及家屬深表
歉意。浙江省公安廳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關部門，認
真做好相關執法問題的調查，做到有錯必糾，有責必查，絕
不掩蓋、絕不袒護。

浙公安向冤獄叔侄致歉

2010年9月

2010年10月

2010年11月3日

2010年11月20日

2011年9月

2011年10月

2012年4月18日

2013年3月28日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整理）

奇虎公司發布 「隱私保護器」 ，專門搜集QQ軟件是否侵犯用戶隱私，QQ則立即指
360瀏覽器涉嫌借黃色網站推廣

騰訊起訴奇虎360 「隱私保護器」 不正當競爭

騰訊發布了《致廣大QQ用戶的一封信》，要求終端用戶在QQ軟件與360軟件之間
只能選擇其一使用

工信部出面調停，要求兩家公司必須立即停止一切損害用戶合法權益的行為，事情
得以平息

騰訊起訴奇虎360 「隱私保護器」 不正當競爭一案勝訴

奇虎向廣東高院起訴騰訊公司濫用市場支配，索賠損失1.5億多元

奇虎索賠案開庭，雙方激辯7個小時，法院未宣判

廣東高院一審宣判，駁回奇虎訴訟請求，騰訊訴奇虎360 「QQ保鏢」 不正當競爭
、索賠1.25億一案仍在審理

「3Q大戰」事件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