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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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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的例子:



地鐵 - 壟斷左香港島線 / 觀塘線 / 荃灣線等 的
鐵路行使專利權

水務署 - 香港的食水由水務署供應

發電廠

 新巴、城巴同九巴

電話公司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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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留意法例針對的是濫用市
場優勢，不是禁止壟斷。

大快活比茶餐廳便宜之時，
應否禁止獨大?



5

「第二行為守則」
(Second Conduct Rule)

《競爭條例》第21條訂明「第二行為守
則」 ： 明令在市場中具有「相當程度的市
場權勢」 (a substantial degree of market 

power) 的「業務實體」 ，不得藉從事一些
行為，「濫用 」 (abuse) 該權勢，其目的或
效果會「妨礙、限制或扭曲」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在香
港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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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條例》規定「競委會」 必須為
「第二行為守則」發出指引，示明「競
委會」期望以何種方式詮釋和執行「行
為守則」 。

 --同樣， 由於訂立「第二行為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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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內容離
不開國際的經驗及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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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權勢被濫用」
(Abuse of Market Power)

在研判一企業有否違反「第二行為守則」 ：

 (i)  首先是要研判「業務實體」在某一市場
中是否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 (a 

substantial degree of market power) ？

 (ii)  若有，該「業務實體」有否藉從事一些
行為，其目的或效果會是「妨礙、限制或扭
曲」在香港的競爭的行為？

 (iii)  若會，就構成「濫用市場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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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香港TVB「 壟斷藝人」案

 案件背景--在10/12/2009，亞洲電視正式向
「管理局」(前廣播事務管理局自1/4/2012起
成為「通訊事務管理局」)投訴無綫電視，指
無綫電視與藝人和歌手所簽合約的部分條款，
以及無綫電視部分非正式政策和做法違反
《廣播條例》(第562章)第13和14條：

 (a)  壟斷藝人

 (i)單方面延長藝人的合約期；

 (ii)獨家合約載有苛刻和不合理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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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要求聘用無綫電視藝人的電影公司承
諾，不會向香港其他電視廣播機構出售有
關影片；

 (iv)禁止藝人在有份參與的內地製作劇集
使用原聲，及出席有關劇集在香港舉行的
宣傳活動；及

 (v)禁止與無綫電視簽訂部頭合約(serial-

based contracts)的藝人，為其他電視台宣
傳其有份參演的製作。

 (b)  限制藝人使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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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以各種手法窒礙公平競爭，包括：

 (i) 安排同為四川地震籌款的節目於同一時
間播映；

 (ii) 不准非無綫電視藝人於無綫電視的直
播節目“演藝界512關愛行動”亮相；

 (iii) 於2008年奧運會取得某運動員的優先
訪問權；及

 (iv) 不成文的封殺政策。

 (d) 不公平的廣告推銷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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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局」就有關投訴展開調查，並於
28/8/2010 決定全面調查亞洲電視投訴所
指的部分合約條款和政策。

 --並委託政府經濟顧問界定相關的市場和
衡量無綫電視的市場力量，並訂立一套
經濟分析架構，以評估無綫電視的行為
所帶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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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事務管理局」的裁決--本裁決指出：

 無綫電視在2007年至2010年間作出以下的
行為，違反《廣播條例》第13(1)條和第
14(1)條：

 (a)  禁止無綫電視現有部頭合約、一演出合
約或歌手合約的藝人或歌手，在香港其他
電視台亮相或提供服務，或規定這些藝人
或歌手必須就此徵求無綫電視的同意或給
予無綫電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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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禁止無綫電視現有部頭合約或一演出
合約的藝人，在其他電視台亮相時使用
原聲，或為參演的電視節目和劇集製作
出席其他電視台的宣傳活動，或規定這
些藝人必須就此徵求無綫電視的同意；
以及

 (c)  正式或非正式規定其歌手和藝人，不
可在香港其他電視台使用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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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局」認為無綫電視各項獨家條款：
不可使用原聲、不可宣傳和不可使用廣東
話的政策，削弱其他電視台與無綫電視競
爭的能力，因此有防止、扭曲或在相當程
度上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的目的和效果；
這實際上和有能力妨礙競爭對手合理使用
製作電視節目的必要資源。

 --這種妨礙對手的行為，導致競爭對手提
供的節目質素下降，對作為最終消費者的
電視觀眾，已造成並有可能繼續造成極大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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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對於上述的違規事項，「管理局」向無
綫電視施加90萬元罰款。

 --在釐定罰款額時，「管理局」已考慮無綫電
視的陳述、違規事項的嚴重性(包括所涉及的
範圍和時間) 。

 -- 「管理局」根據《廣播條例》第16條，指
示無綫電視即時停止上文的違規事項及不得
重複或作出與上述的違規事項具有同樣目的
或效果的行為。

 --無綫電視已單方面採取行動，移除續簽的歌
手合約內某些「排他性條款」 ，以及同意不
再與藝人簽訂或續簽一演出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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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豐行聲稱僅賺微利 惹質疑

【本報訊】鮮牛肉價格高企，獨家代理
內地活牛的五豐行被指謀取暴利。五豐
行昨發新聞稿辯解，指牛價上漲與貨源
緊張有關，並稱去年賣出逾2.3萬隻活牛，
實際毛利額僅約1,200萬元，即每隻牛只
賺約500元。但有牛肉買手稱，去年活牛
批發價每隻高達2.2萬元，質疑五豐行並
非「賺咁少」。

蘋果日報 2013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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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豐行嘗詴用數據，辯稱其活牛經銷業務於去年
經歷嚴峻考驗，並無謀取暴利，又聲稱牛價高企
與活牛供應緊張有關，去年六度加價是迫不得已。
五豐行回覆本報查詢時則稱，暫無計劃調整牛價。

 全港新鮮牛肉肉商發言人許偉堅卻指，根據單據，
去年活牛批發價每隻平均高達2.2萬元，質疑五豐
行實際利潤高於其公佈的數據，「如果係賣17,000
蚊一隻，你（指五豐行）要交代，收多咗我哋嗰
5,000蚊去咗邊！」許說，肉商今日下午會與港區
人大會面，向他們反映對五豐行獨家代理活牛的
不滿，希望他們會與內地有關部門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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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教科書送審 或助長壟斷

 【本報訊】兩大教科書出版商昨聯合發放新聞稿，
建議政府設立「臨時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監
管現時電子教材中被植入廣告、質素參差的問題。
不過，有議員擔心設立書目表制度對書商有利，電
子教材全面推行的早期，書商或再現壟斷現象。

 現時書商所出版的教科書及教材，會依照教育局訂
立的課程指引而編寫，然後送交教育局作內容的審
核，稱為「送審」制度，通過送審制度的教科書才
被納入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中，作為認可的教
材。

蘋果日報 2013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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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及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兩大
本港教科書商，昨日發新聞稿，指關注近日有媒
體揭發幼稚園電子用書，被贊助商植入式廣告
「洗腦」，文法及資料質素欠佳，建議政府應成
立「臨時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採取類似印
刷本教科書的送審制度，加強監管。在新聞稿末
段，强調現有教科書已有電子版本，符合教育局
的要求。

 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指，教科書商早年已研發電子
教材配合教科書，內容經過送審，一旦開設「臨
時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必定有優勢，若市
場仍然和紙本教科書一樣，由主流教科書商所佔
有，或產生寡頭壟斷的問題，他建議教局應設規
管措施，並需留意壟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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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大蝦細」豈容太霸道？

 同一貨品，超市的標價為何常比小商戶便宜？
消委會昨指大型超市利用議價能力，向供應商
施壓、阻止予其他零售商提供折扣等。市場出
現「大蝦細」不是秘密，惟可怎還擊？

 消委會昨發表「雜貨零售市場研究」報告，指
向業內人士進行不記名調查後發現，有供應商
與大型超市傾談合作時，被要求獨家供貨、阻
止向其他零售商提供折扣，以及要付上架費、
分擔廣告開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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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委會指兩間大型連鎖超市「百佳」與「惠
康」，指其佔食品零售市場額逾6成。針對大型
超市利用議價能力，向供應商施壓，限制商業
行為，建議競爭事務委員會在實施競爭條例後，
評估連鎖超市是否有礙競爭（港聞 —「百佳惠
康6辣招 消費者捱貴貨」）。

 百佳和惠康昨先後發表聲明，否認向供應商施
壓或干預。究竟有否「大蝦細」？即使不是靠
消委會報告「踢爆」，近年也不是沒有小商戶
控訴，指售賣公仔麵或汽水售價比超市便宜，
遭超市向供應商投訴，最終供應商以斷貨手段
迫令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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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霸道」，受害的不只是小商戶，還有消
費者，市場上不是沒有小商戶有平貨買，只是
被「迫」加價而已，難怪惹不少市民反感，以
多幫襯小商戶以示向「超市霸權」抗議。

 若說要遏止霸道，維護自由開放及公平市場競
爭環境，則或要待《競爭法》全面生效，但現
時仍未有明確時間表。目前，無論港府抑或消
委會，也被指是「無牙老虎」，口頭上罵了，
但卻起不了多少阻嚇作用。

 【經濟日報301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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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貿易發展局壟斷香港展覽市場

貿易發展局是香港非常重要的基礎建設
之一，多年對促進香港經濟貿易貢獻非
常重大，尤其是對中小企業的長期支援。
但是，貿發局的成功，其所經營的一些
業務卻不時受到業界的質疑（尤其是貿
易展覽和出版業務），認為貿發局是利
用納稅人的資助，與民爭利，不利私營
企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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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兩大展覽場地，灣仔會展中心是
由貿發局擁有，並委托了一間私管公司
管理，這是傳統而非常便利的設施，較
新會展面積略少一些。

貿發局在安排貿易展覽的市場佔有率，
近年有所下降，約由幾年前的60%，下
降至45%；而第二位的私營企業則約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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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兩大展覽場地，灣仔會展中心是
由貿發局擁有，並委托了一間私管公司
管理，這是傳統而非常便利的設施，較
新會展面積略少一些。

貿發局同時擁有灣仔的會展中心，這是
垂直的市場結構，在安排會展時間上，
或有絕對優先的選擇；貿發局有超過
90%的展覽活動都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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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展覽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約2%，近年增

長快速；近年市場上成立了更多新公司，由
2004 年的11 間，增至2008 年的30 間，其中

不少是海外企業，這證明市場有開放經營的環
境。

 但這「優先」的關係，加上貿發局在會展業收
費上，可能有補貼中小企的政策，這是否已構
成貿發局違反了競爭法內「禁止濫用支配優勢」
的條文？對其他業者構成不公平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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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展覽業者指貿發局壟斷香港展覽市
場，並認為局方不應舉辦新的貿易展覽，
甚至應該分階段撤出這市場。

在競爭法下，政府如何平衡一方面是促
進貿發局已建立國際聲譽的優良服務，
又如何推動私營展覽業在公平的環境下
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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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nterest）服務？

是否涉及「拒絕供應」（refusal to 

supply）「必須設施」給其他業者的經

營手法？

有沒有採取「掠奪性價格」（predatory 

pricing）以打擊其他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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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發局的成功，其所經營的一些業務卻不

 時受到業界的質疑（尤其是貿易展覽和出版業
務），認為貿發局是利用納稅人的資助，

 與民爭利，不利私營企業的發展。

 如果業者有足夠證據對貿發局「濫用支配優勢」
作出正式投訴，無論投訴結果成立或不成立？
裁決對所有兼營商業服務的半政府機構，例如
生產力促進局、醫管局、按揭證券公司、地鐵
等的業務範圍和經營手法，一定有重大的啟示。

（羅祥國:信報財經新聞 2010 年11 月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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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情況可構成「濫用」

《競爭條例》第 21(2)條列出「濫用」行為包括：

 (i) 該行為包含對競爭對手的「攻擊性」/掠奪
性(predatory)表現，因而影響公平競爭；或

 (ii)  該行為包含以損害消費者的方式， 「限制
生產、市場或技術發展」( limiting production, 

markets 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 。



31

研判「濫用權勢」的因素

法例進一步訂明在四種情況應列入被考慮以斷
定有否「濫用權勢」 :

 (i) 「業務實體」的「市場佔有率」 (market 

share)；

 (ii) 「業務實體」作出定價及其他決定的能力
(make pricing and other decisions)；

 (iii)  競爭者進入有關市場的任何障礙；
(barriers to entry) 及

 (iv)  業務實體違反競委會根據法例第35條發出
的「指引」 (guidelines) 。



32

「市場佔有率」的「門檻」
(Threshold)

 《競爭條例》並沒有界定「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
「市場佔有率門檻」

 -- 歐盟、英國和新加坡等地的司法管轄區，根據
「支配」(dominance) 的概念制訂有關禁止濫用市
場權勢的規定。他們的《競爭法》也沒有訂定一個
明確的市場佔有率的百分比。

 -- 根據這些司法管轄區案例及其競爭規管機構所發
出的「指引」，一般採納了由 40% 至 60% 不等的
市場佔有率，作為顯示業務實體具有支配市場的地
位的指標。 (參考德國電訊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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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歐盟，《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2條
只顯示「有關公司支配歐洲市場或其重
大部份」，而法院也沒有明言一個特定
的百份比來滿足所謂「重大部份」的條
件。 有文獻指出「歐委會」的一般理解
是40%的市場佔有率可被視為支配地位
的門檻﹔澳洲是30%至40%﹔新加坡則
較高，以60%為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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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歐盟，就算市場佔有率是低於50%，法庭仍會
考慮多項的因素： 包括有關企業的經營手法、其垂
直經營的結構、盈利狀況、成本結構、對價格的影
響力、對重要生產要素的控制程度、其在市場的聲
譽等，以決定該企業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量。(參
考澳洲 Safeway「採購麪包」案 (16%)；英國
Austins「火葬場」案 (15.6%)。)

 -- 美國在這方面則沒有清晰標準。在1949年涉及到
加利福尼亞的Standard石油公司，其與大約6,000間
零售加油站簽訂『排他性交易』協定的案例中，法
庭則裁定其佔有市場份額雖然只有6.7% ，已經足
夠構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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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

「進入市場的障礙」 ( Entry Barriers)

「排斥性的行為」 (Exclusionary Behaviour)

客觀理據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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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中「濫用市場權勢」例子

 (i)  掠奪式行為 (Predatory Behaviour)

 (ii)  搭售和綑綁銷售(Tying and Bundling)

 (iii) 「壓縮邊際利潤」 (Margin Squeeze )

 (iv)  「拒絕供應和重要設施 」 (Refusals 

to Supply and Essential Faci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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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濫用市場權勢的案例

 1. 澳洲 Safeway「採購麪包」案

 2. 德國電訊案

 3. 英特爾案

 4. Harwood Park 火葬場案

 5. 「谷歌」(Google)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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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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