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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垄断法 

概述 

《反限制竞争法》  

德国 

《反垄断法》 

中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德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国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 
法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法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法院 法院 

《欧盟运行条约》第101、102条 
《欧盟并购条例》 

《第2005/29/EC号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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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中国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八条 市场支配地位  
(1) ) 一个企业，如作为某种商品或商业服务的供应者或购买者者符合下列要件，即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1. 没有竞争者 
2. 没有实质上的竞争，或者 
3. 相对于其他竞争者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 
 
(2) 相关地域市场可能比本法适用范围更广。 
(2a) 对市场的推定不因免费提供商品或服务而无效。 
(3) 在评估企业与其竞争者的市场地位时，应特别考虑以下几点： 
1. 该企业的市场份额 
2. 该企业的财力 
3. 进入采购或销售市场的渠道 
4. 与其他企业的连系 
5. 其他企业进入市场所面临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障碍 
6. 住所设在本法适用范围之内或之外的企业的事实上的或潜在的竞争 
7. 将其供应或需求转向其他商品或服务的能力,以及 
8. 市场相对人转向其他企业的可能性。 
 
(3a) 在多边市场和网络情况下，在评估企业账号的市场地位时，还应特别考虑：1. 直接和间接的网络效应，2. 并行使用来自不同供应
商的服务和对于用户的转换成本，3. 企业与网络效应相关的规模经济，4. 企业获取与竞争相关的数据，5. 创新驱动的竞争压力。 
 
(4) 一个企业如果至少占有百分之四十的市场份额，则该企业被视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5) 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在下列条件下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1. 企业之间就某种商品或服务不存在实质上的竞争，并且 
2. 这些企业在总体上符合本款第一款的要件。  
 
(6)一个企业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如果 
1. 该整体由三个或三个以下企业组成，它们共同占有百分之五十的市场份额，或者 
2. 该整体由五个或五个以下企业组成，它们共同占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 
(7) 如果企业能证明以下原因，则可以推翻第六款的推定 
1. 在此竞争条件下它们之间能够开展实质上的竞争，或者 
2. 这些企业相对于其他竞争者不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的。 

… 

第十七条第二款 
... 
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
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第十八条 
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下列因素： 
（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          
（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 
（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             
（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                                
（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                 
（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             
（三）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  

 
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法– “市场支配地位” 



Hogan Lovells |  6 

反垄断法– “滥用”行为 
德国 中国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九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的禁止行为 
(1) 禁止一个企业或多个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2)滥用行为尤其出现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是某种商品或商业服务的供应者或购买者时。 
1. 直接地或间接地不公平地阻碍另一个企业，或在无实质上合理理由的情况下直接地或间

接地给予该另一个企业不同于同类企业的待遇； 
2. 提出不同于有效竞争情况下的报酬或其他条件；在此，特别应当考虑企业在存在有效竞

争的类似市场上的行为方式： 
3. 提出的报酬或其他交易条件差于该支配市场的企业本身在类似市场上向同类购买人所要

求的报酬或其他交易条件，但该差异在实质上是合理的除外。 
4. 拒绝另一个企业以适当报酬进入自己的网络或其他基础设施，但以该另一个企业出于法

律上或事实上的事由，非使用他人网络或其他基础设施无法在前置或后置市场上作为支
配市场企业的竞争者从事活动为限；如支配市场的企业证明这种使用因企业经营方面或
其他方面的事由是不可能的或不能合理期待的，不在此限。 

5. 要求其他企业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给予其优惠；在这一方面应特别考虑其他企
业是否有给出对该要求的合理理由，以及所要求的优惠是否与请求相称。 

…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 
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
易；                                                
（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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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 

竞争关系 

妨碍 

德国 中国 



Facebook案 



Facebook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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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DE/Pressemitteilungen/2017/19_12_2017_Facebook.html?nn=3591568  

2017年12月19日，德国联邦卡
特尔局发布了“初步分析”的新闻
稿。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DE/Pressemitteilungen/2017/19_12_2017_Facebook.html?nn=3591568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DE/Pressemitteilungen/2017/19_12_2017_Facebook.html?nn=3591568


Facebook案 (2) 

 

• 相关市场初步定义为社交网络市场 

• 不包括职业社交网络（如领英）、即时通信服务和其他社交媒体（如Youtube、
Twitter等） 

• 地域范围初步定义为德国，因为大多数用户联系的是德国的朋友和联系人 

• 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 

• 规模经济 

• 对广告客户的间接网络效应 

• 多重归属行为（multi-homing)据称不影响决定，因为Facebook的用户份额达
90%  

• 对用户个人信息的“更高获取能力” ？ 

10 

市场支配地位 



Facebook案 (3) 

 

• 数据从第三方网站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I）传输到Facebook（通过“点赞”或
“Facebook登陆”等选项） 

– 被控即使用户关闭了浏览器或设备的网页跟踪功能也可以进行 

 

• Facebook 被控设置了“剥削性商业条款” 

– 以用户给予使用个人信息的广泛权限作为用户使用其服务的条件 

– 遵循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使用数据保护原则来分析涉案行为是否具有
“剥削性” 

– 被控的不利影响是用户对个人信息“失去控制”，锁定效应的增强以及对广告客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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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行为 



Facebook案 (4)  

“数据搜集的范围和形
式违反了欧盟强制性
的数据保护原则。” 

“市场支配地位构成了
对数据保护法律的限

制。” 

“因此，对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的公司的数据
处理活动进行监督是
反垄断机构的重要任
务，这不是数据保护
机构可以完成” 

12 



AdBlock Plus案 



Adblock Plus案  

• 屏蔽广告的浏览器插件 

• Adblock Plus于2006年首次发布，首先用于火狐（Mozilla 
Firefox ），之后也可以用于其他浏览器 

• 由Eyeo GmbH公司（德国科隆）所有并进行分发 

• 不断增长的使用量，在德国约有6千7百万用户 

• 全球最受欢迎的广告屏蔽软件和浏览器插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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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过滤广告） 

Adblock Plus案 (2) 

内容 

广告 

过滤名单 

用户 网站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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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申请并取得Eyeo的同意 

– “对小企业和博主免费” 

– “在社区论坛上提出并讨论”  

– 设置为默认：用户必须采取行动禁
用白名单 

– Eyeo获得白名单广告中30%的收益 

– 社区控制的标准 

– 静态内容 

– 最好只有文字 

– 没有干扰或影响页面的内容 

– 明确标注为广告 

 

白名单（“可接受”的广告） 

Adblock Plus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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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历史 

Adblock Plus案 (4) 

• 2015年9月29日科隆地方法院作出
了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 2016年6月24日科隆高等地方法院
作出二审判决推翻了一审判决 

• 2018年4月19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的判决再次推翻了二审判决 

– 这一判决目前只有新闻稿 



Adblock Plus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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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妨碍竞争者 

– 排除竞争者的意图？ 

– 直接妨碍？ 

– 间接妨碍？ 

• 普通市场障碍 

– “免费+广告”的商业模式被“摧毁”了？ 

• 强势商业行为 

– 对作出知情决策的能力有严重的不当限制？ 

• 法院着重强调了Axel Springer没有采取反制措施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Adblock Plus (5) 

• 故意妨碍竞争者 

–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的竞争者？ 

– 对产品和广告的实体影响？ 

– 免费内容交换观看广告-- “默认合同”/用户的义务？ 

– “对信息的消极权利”？ 

• 普通市场障碍 

– 有排除竞争者的能力？ 

 

 

• 强势商业行为 

“不当影响”？ 

–  实体暴力或威胁，或不当影响？ 

– 与反垄断法语境下的市场支配地位一样吗？ 

– 用户希望看没有广告的内容是否构成有效辩护？ 

严重损害自由选择权 

– 迫使 购买没有真实价值的服务？ 

19 

二审判决（科隆高等地方法院） 



讨论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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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界限在哪里？ 

– 德国是不是一个特例？ 

• 从市场和政策角度，德国和中国有什么区别？ 

– 历史上注重隐私保护（一开始针对国家，现在也针对商业） 

• 对个人用户的极度关注——宪法权利（“对信息的消极
权利”） 

• 对广告的广泛反感（如邮箱） 

– 源自德国的互联网平台不多 

• 对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关注有限 

• 短期收益（无广告）v. 长期收益（可持续的平台） 

–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特别情况——互联网平台大量投资于购
买版权 



非常感谢！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孟记安（Adrian Emch） 

电话： +86 10 6582 9510 

邮箱：adrian.emch@hoganlovel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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