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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競爭條例》

 (I)《競爭條例》的目的及結構 ppt 1

 (II) 「第一行為守則」

 (III) 「第二行為守則」ppt2

 (IV) 「豁免」及「豁除」ppt3

 (V) 「競委會」與「審裁處」的職能和權力

 (VI) 「 收購合併」活動

(VII)《條例》對中小企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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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反競爭?

反競爭是否等於反壟斷?

壟斷對我們日常生活有影响嗎?

有何方法防止壟斷及反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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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引入大商戶 領匯賺更多

領匯不斷在旗下商場引入大型超市及連
鎖店，又不肯與小商戶續約，目的是替
大商戶掃走競爭者，以便明正言順收取
更多租金。

經濟學家關焯照說，領匯引入大型連鎖
店是看中其承受加租的能力，「加佢哋
租都畀得起，又唔會咁多反對聲音」。

蘋果日報 20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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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署管理年代的良景邨，有百佳、惠
康及家興三間超市鼎立，隨後因百佳
「做唔住」結業，只剩下兩間超市繼續
經營。

全港公屋商戶總會主席陳永成指出，領
匯不與家興續租而引入百佳，最大原因
是百佳付得起貴租，因此願意為大超市
掃走競爭者，「咁咪可以收多啲租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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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景邨良心老闆只是近年領匯逼遷
的受害者之一，同樣位於屯門的山
景邨商場，今年 3月便有多個小商戶
如雜誌社和藥房指被領匯逼走，他
們指領匯要加租五成，生意額超過
一定金額又要抽佣，令他們無力續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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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匯監察主席陳寶瑩表示這些招數仍未
算最狠：「好多商戶就算肯捱貴租都冇
商量。」

她指屋邨商場基本責任是為居民提供生
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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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瑩指出，領匯的經營策略是引進大
型名牌企業，提升資產價值，所以才會
不斷逼走小商戶：「佢哋引入大商店，
提升出租率和租金收益，對股東就有交
代。」

但領匯為牟取最大利益，令商場物價升
高，加重居民生活壓力，沒有盡企業應
負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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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競爭條例》

 (I)《競爭條例》的目的及結構

 (II) 「第一行為守則」

 (III) 「第二行為守則」

 (IV) 「豁免」及「豁除」

 (V) 「競委會」與「審裁處」的職能和權力

 (VI) 「 收購合併」活動

(VII)《條例》對中小企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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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條例》的目的及結構

 (1)  這法例目標是為香港一套防止有害市
場自由競爭的法律制度，法例將涵蓋所
有行業。

 (2)  法例開宗明義說條例旨在”禁止妨礙、
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的行為；禁止
大幅減弱在香港有害競爭的合併。法例
下將設立競爭事務委員會及競爭事務審
裁處；以及就附帶和相關的事宜訂定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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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將會禁止什麽行為？

 1. 企業間安排有害競爭的協議

 2. 企業濫用其市場權勢的行為

 3. 企業間進行有害競爭的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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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為守則」
禁止「反競爭的協議」

 香港法例第619章《競爭條例》第6條，明令禁止
「反競爭的協議」(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或「經協調做法及決定」(concerted practices and 

decisions) 。

 (2)  這是指若任何這類協議做法的目的或效果，
是會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則任何
「業務實體」 （undertaking）不得從事訂立或
執行該協議，不得從事經協調的做法，不得作為
該組織的成員，從而作出或執行該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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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協議?

如何界定一個協議是有礙競爭？

什麽機構負責監察各大企業?

什麽機構負責執行法例?

如何執行？

誰去裁定企業是否犯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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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僱主會建議每年加薪幅度

香港僱主聯合會日前發表明年企業薪酬
調整建議，平均加薪幅度應為2.5% 至
3.5%。

僱主會每年高姿態公布這薪酬調整建議
的行為

僱主聯合會這公布，其意圖（intention）
是什麼？

是希望達到什麼效果（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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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協調後訂立的明年加薪幅度（這幅度
必然是偏低的）；

目的很可能是藉此減少企業間對僱員以
加薪作為競爭的手段?

妨礙及扭曲香港勞工市場的競爭?

是否一種經協調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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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國泰航空的「代碼共享」

 { 班號共用（英語：Code-sharing），又稱共掛班

號、代碼共享，是現代航空業其中一種相當普遍的經
營模式，由多家航空公司共同經營某一航線，常見於
以接駁長途航班的短途航班上，也偶見於以商務旅客
為主、班次頻密的短途航班。簡單來說，就是航空公
司之間的「買位」制度，讓未有飛行該航線的航空公
司，能通過購入其他航空公司航班的機票再出售予顧
客。班號共用的協議是建基於過往聯程機票的制度上，
並進一步發展成全球性的航空公司聯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8%AA%E7%A9%BA%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7%A8%8B%E6%A9%9F%E7%A5%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8%AA%E7%A9%BA%E5%85%AC%E5%8F%B8%E8%81%AF%E7%9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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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歐盟競爭委員會於2010 年底，指國泰
航空在2004 至2006 年違反歐盟競爭法，
並判罰約5,700 萬歐元，國泰航空決定
向歐盟法庭提出上訴。歐盟競爭委員會
當時指出，國泰、英航、日航和新航等
共11 間航空公司，涉嫌就來往歐洲的航
空貨運附加費達成協議和一致行動，共
判罰約8 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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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在2006 年成功全面收購港龍航
空，更與中國國際航空互控約20%股權。
現在3 間航空公司都有經營的香港來往
北京航綫，除了共同引入了「代碼共享」
外，在航班數量和升降時段安排上亦可
能有協調。

但不同航空聯盟間的航空公司共同實施
『代碼共享』，是否有違競爭法？這並
不清楚。

《行為守則的一般豁除》條款,向競委會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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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阿信屋可樂被要求加價

專售零食的759阿信屋（下稱759），疑
因低價出售可口可樂，被代理太古可口
可樂香港要求加價，幾個月間售價由2.7
元加到3.8元。

 759見無利可圖，一心停賣港版可口可樂，
怎料代理連一向提供的其他飲品也拒絕
供應；維他奶也有同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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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759只好停售可口可樂和維他奶，反
而從日本引進新飲品來港。公司還要減
價至八折，留住客仔。

事件揭發後，759支持者有增無減，不少
網民都到其facebook專頁大表支持，還問
及何時在自己住所附近開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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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阿信屋現時全港有近50間分店，包括
在港鐵沿線開設的10間分店，然而公司
其實在去年才成立，勢頭可說一時無兩；
另一連鎖獨立超市佳寶的分店雖然達70
多間，但其實公司在91年已成立，艱苦
經營20載才有此成績。中型連鎖超市可
能因擴展急速而惹來打壓，尚屬可理解，
但連小型食品店也遭代理和財團壟斷，
實難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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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家農優質食品要賣貴出前一丁

 家農優質食品，基本只做長沙灣街坊生意。店
內出售的出前一丁，代理建議定價是賣10元三
包，店主為增加競爭力，決定賣3元一包，以
一箱30包出前一丁計，他每出售一箱只賺8.3元。
店主指每日可賣約100包麵，老紀屈指一算即
使好彩到每天都有人買100包，每月盈利也僅
871.5元，可惜代理指受超市壓力，必須跟從代
理建議售價。

《信報》2011年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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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的背景

 (1)  禁止反競爭協議及行為的法律，可追溯至中
世紀以及更早的英格蘭歷史。加拿大和美國帶動
近代競爭法(反壟斷)浪潮，分別於1889年和1890

年率先制定競爭法例。

 (2)  到了二十世紀後期，大部分的工業化國家已
經制定了不同形式的競爭法。誠然，隨著新加坡、
中國、台灣和馬來西亞近年相繼推出競爭法，香
港如仍然保持自由放任政策，在國際社會已變得
越來越孤立。

 (3)  在《競爭條例》之前，香港禁止反競爭行為
只限於電訊業及廣播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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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政府在1997年成立”Competition Policy 

Advisory Group”(COMPAG) ；並於2006年及
2008年，就訂立全面競爭法向公眾諮詢。

 (5)  跟據公眾諮詢結果， 《競爭條例草案》於
2010年7月提交立法會審議，繼而在立法會經
歷了連串激烈的聆訊。

 (6)《競爭條例草案》原稿較乎合全球競爭法的
原則，該條例草案中主要参考歐洲及其他地方
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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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12年6月14日，香港立法會三讀通
過《競爭條例》。技術上，這法例尚未
生效，其生效日期將由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另行決定。

 (8)  政府在2013年6月已公佈「競爭委員
會」成員名單；並於9月公開招聘高層管
理人員；法例的具體執行預計在2015年
才能正式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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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整條法例分為12個部份，共94頁之長，
有177條條文，十分完備。 基本上由理念
到制度都是希望與國際上特別是歐盟的
競爭法或是違反競爭法體系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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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這12大部份，分別是：

（一）導言（Preliminaries）

（二）行為手則（Conduct Rules）

（三）投訴及調查（Complaints and 

Investigations）

（四）競委會的強制執行權力
（Enforcement Power of Commission）

（五）由審裁處覆核（Review by 

Tribu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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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於審裁處強制執行（Enforcement 

Before Tribunal）

（七）私人訴訟（Private Action）

（八）披露資料（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九）競爭事務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

（十）競爭事務審裁處（Competition 

Tribu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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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關乎電訊及廣播的共享管轄權
（Concurrent Jurisdiction Relating to 

Telecommun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

（十二）雜項條文（Miscellaneous）

第十二部份的雜項事宜，則包括了費用，
公職人員的個人豁免權，文件送達的程
況，高級人員、僱員或代理人的彌償情
況，罰款，罪行，及相關、相應、過渡
性及保留條文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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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會禁止三大類反競爭行為，包括：

 (i)  涵蓋協議（restrictive agreement）；

 (ii)  濫用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use of 

substantial degree of market power）；
和

 (iii)  以及只適用於電訊業的收購合併活
動 (Merger & Acquis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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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下會成立：

 (i)  法定「競爭事務委員會」
(Competition Commission)，成員由特首
委任，負責調查及執行法例，

 (ii)  另處獨立的審裁處(Tribunal)，由一
高院原訟庭大法官級別的法官主理審訊。

 (iii)  這兩個機構有相當大的調查權及司
法權力，法例同時容許有限度的私人訴
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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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據條例，「競委會」有權制訂及詮釋
及實施「競爭守則」的規管指引
(guidelines) ；這類授權立法，令「競委
會」可以因應香港市場的特有情況，較
靈活而針對性地訂立反競爭的規則。

「審裁處」有權向違反競爭守則的一方
判處罰款，上限為涉事單位在違反發生
的年度中營業額的10％，亦可判令向受
屈各方判予損害賠償等；這些權力與歐
盟的類似權力看齊。

33



34

法例第6條第(3)款訂明: 第(1)款施加的禁
止，在本條例中稱為「第一行為守則」
(First Conduct Rule)。這守則將由成立
的「競委會」負責制訂。

反競爭協議或協調指三類情況:

 (i) 直接或間接訂價，包括買入或賣出價，
或其他交易條件 (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ix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any other 

trading conditions ) 。



35

 (ii) 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
投資。(limit or control production, 

markets, technical development or 

investment)

 (iii) 分享市場或供應來源（share market 

or sources of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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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競爭法例這三點原則，是由歐盟相
關的法例參考移植而來 (Article 101 

TFEU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ex Article 81 1957 EC 

Treaty) ，直接與國際標準接軌，亦有大
量的歐盟及其他國家先例可供參考。

 理論上，競爭法是外國特別是歐盟早有
豐富先例及經驗的法例，香港作為國際
經濟體系重要一員，在法制上應盡可能
追隨國際的習慣和判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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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為守」則適用於口頭「協議」和書
面「協議」 ，並適用於在香港完成的「協
議」 ，以及對香港有影響的海外「協議」 。
因此，該條例將適用於域外，並與主流的全
球競爭法一致。

 -- 由於訂立「第一行為守則」的詳細內容是
未來「競委會」的工作，暫時未有法定文件
可供參考，但其內容基本上離不開國際的經
驗及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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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法例內特別字眼的定義

業務實體 (undertakings)

協議 (Agreement)

經協調做法 (Concerted Practices)

「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的目的或效果」

「對競爭構成顯著影響」



39

具體行為會包括：

 (i) 直接或間接訂定價格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ixing prices)--可針對縱向及橫
向協議

 (ii)  串通投標(合謀投標) (Bid-rigging)--

針對橫向協議

 (iii) 分配市場的協議 (Agreements to 

Share Markets)--針對橫向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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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限制或控制生產或投資的協議
(Agreements to Limit Output or Control 

Production or Investment)-- 可針對縱向
及橫向協議

 (v) 訂定交易條件協議 (Agreements to Fix 

Trading Conditions)--針對橫向協議

 (vi) 集體採購或銷售 (Joint purchasing/

Selling)--可針對縱向及橫向協議

 (vii)  分享資訊 (Information Sharing)--針
對橫向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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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交換價格資料 (Exchange of Price 

Information)--針對橫向協議

 (ix) 交換價格以外的資料 (Exchange of 

Non-Price Information )--針對橫向協議

 (x) 廣告宣傳 (Advertising)--針對橫向協議

 (xi) 標準化協議 (Standardisation 

Agreements)--針對橫向協議

 (xii) 會員資格及認證條款 (Terms of 

Membership and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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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有害競爭的案例:

1.美國及歐盟航空公司「貨運收費合
謀」案

2.「微軟」反競爭訴訟十年
3.葛蘭素史克公司案

4.福特汽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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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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