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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反垄断法》自 2008 年 8 月 1 日生效以来, 已走过了 14 个

年头。这 14 年中, 中国的市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反垄断执

法机构在执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各界对于修改《反垄断法》

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自 2020 年 1 月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先后对 2008 年《反垄断法》公布两次修订/修正草案, 正式开启

《反垄断法》的修法 (请参见我们此前发布的法评《与时俱进、

锋芒毕露——评<反垄断法>新修正案》获取进一步信息)。2022 年

6 月 24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的决定》, 新修正的《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修正

案》”)于今日起施行。 

 

与此同时, 2022 年 6 月 27 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反垄

断领域六部配套规定的征求意见稿, 该等配套规定生效后, 将作

为未来《反垄断法修正案》的实施细则, 共同构建反垄断合规指

引与执法体系。本文将对《反垄断法修正案》的修订内容进行解

析, 为企业未来履行《反垄断法修正案》下的合规义务提供思路。 

 

1. 加大反垄断违法处罚力度 

 

对于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经营者、达成但未实施垄断协议

的经营者、组织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业协会, 《反垄断

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违法处罚标准:  

(1) 对于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经营者, 新增无销售额情

形下的处罚标准;  

(2) 对于达成但未实施垄断协议的经营者以及组织经营者

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业协会的违法行为, 提高违法处罚

的上限。 

 

违法情形及相关处罚的修订对比请见下表:  

掷地有声: 《反垄断法》修正案解读 

作者: 潘永建 | 朱晓阳 | 沙莎 

 

http://www.llinkslaw.com/uploadfile/publication/6_1635152192.pdf
http://www.llinkslaw.com/uploadfile/publication/6_16351521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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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违法情形 
违法处罚 

2008 年《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修正案》 

垄 断 协

议 

上一年度没有销售

额的经营者达成垄

断协议 

无 最高处 500 万元罚款 

经营者尚未实施所

达成的垄断协议 
最高处 50 万元罚款 最高处 300 万元罚款 

经营者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和直

接责任人员对达成

垄断协议负有个人

责任 

无 最高处 100 万元罚款 

经营者组织其他经

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或者为其他经营者

达成垄断协议提供

实质性帮助 

无 与垄断协议参与者适用同等罚则 

行业协会组织本行

业的经营者达成垄

断协议 

最高处 50 万元罚款 最高处 300 万元罚款 

经 营 者

集中 

经营者违法实施集

中 
最高处 50 万元罚款 

最高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10%的罚款; 

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 最高处

500 万元罚款 

拒绝、阻碍反垄断调查 

单位: 最高处 100 万

元罚款 

单位: 最高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1%的罚款

( 对上一年度没有销售额或者销售额难

以计算的单位, 最高处 500 万元罚款) 

个人: 最高处 10 万

元罚款 
个人: 最高处 50 万元罚款 

注 1: 违反《反垄断法修正案》, 情节特别严重, 影响特别恶劣,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罚款数额可

达上表所列金额的二至五倍;  

注 2: 单位或个人实施垄断行为构成犯罪的, 追究刑事责任;  

注 3: 单位或个人违反《反垄断法修正案》受到行政处罚的, 记入信用记录并向社会公示。 

 

《反垄断法修正案》新增组织或实质帮助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主体的违法责任, 对组织者和

帮助者的违法行为的认定适用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经营者、达成但未实施垄断协议的经营者等主

体的违法责任。此外, 《反垄断法修正案》还增加了“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造成特别严重后

果”的加重处罚条款。上述新增责任与加重责任, 共同提高了反垄断法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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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垄断协议下的违法责任主体 

 

《反垄断法修正案》在垄断协议规定部分新增两类主体的违法责任: (1)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的经营者; 以及(2)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提供实质性帮助的经营者。《反垄断法修正案》颁布前, 

横向垄断协议下的违法主体为“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纵向垄断协议下的违法主体是“经营者与交

易相对人”。由于实践中, 垄断协议的达成往往存在复杂因素, 但根据 2008 年《反垄断法》的规定, 

除行业协会这一特殊主体外, 仅具有合谋达成垄断协议的竞争者以及上下游经营者会受到处罚, 对

垄断协议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组织者和实质帮助者并不会直接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反垄断

法修正案》生效后, 前述主体将全部被纳入监管范围, 这也意味着未来发生类似湖南娄底保险行业价

格垄断案1的案件时, 不仅财险公司和保险行业协会受到处罚, 保险经纪公司等作为组织者或帮助者

也难以从责任主体的角度规避法律责任。 

 

3. 新增纵向垄断协议的豁免空间 

 

《反垄断法修正案》对纵向垄断协议增加了两项豁免条款, 即:  

(1) 个案豁免: 经营者达成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

纵向垄断协议, 能够证明其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 不予禁止。 

(2) 推定豁免( “安全港”): 经营者达成纵向垄断协议, 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低于反垄

断执法机构规定的标准, 且满足执法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 不予禁止。 

 

相较于对限制竞争更为严重的横向垄断协议, 在认定典型的纵向垄断行为( 仅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

低转售价格)时, 执法机构的执法原则为推定其违法, 但同时给予竞争者提供证明其不具有排除、限

制竞争的举证空间。需注意, 若经营者的纵向垄断行为落入规制纵向垄断协议的兜底条款2, 则不适

用该抗辩条款。 

 

在市场份额方面, 《禁止垄断协议规定( 征求意见稿)》规定, 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其与交易相对人在

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低于 15%, 且无相反证据证明其排除、限制竞争, 则满足前述第(2)项标准, 纵向

垄断协议不被禁止。因此, “安全港”的门槛很有可能是 15%的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 此处的“经

营者与交易相对人的市场份额低于 15%”应该解释为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在各自相关市场均低于 15%。 

 

4. 关注数据和算法带来的反垄断问题 

 

《反垄断法修正案》新增第九条以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表明了立法者对数据和算法工具带来的新

兴反垄断问题的关注。第九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

                                                        
1 案情介绍请见《湖南查处首起垄断案件 7 单位被处罚金 219 万元》, 链接: http://www.gov.cn/jrzg/2012-

12/28/content_2301393.htm,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8 日。 
2 《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 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对前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协议, 经营者能够证明其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 不予禁止。 

http://www.gov.cn/jrzg/2012-12/28/content_2301393.htm，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7月28
http://www.gov.cn/jrzg/2012-12/28/content_2301393.htm，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7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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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禁止的垄断行为;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

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强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反垄断法修正案》及时增加前述条款, 能够

有效促进数据与平台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 该等规定也与 2021 年 2 月生效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进行了有效衔接。需要注意的是, 《反垄断法修正案》生效后, 经

营者利用算法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 如二选一、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操纵流量分配( 如限制商品

的推送和曝光)或进行差异性交易( 如针对不同用户的差异定价)等, 均存在垄断风险。 

 

根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规定, 在相关行业、经营模式、交易金额、

用户数量、网络效应、锁定效应、技术特性、市场创新、控制流量的能力、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

力等方面具有强竞争力的经营者很可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更应当避免利用算法和数据等从事垄断

行为。需要注意的是,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 征求意见稿)》还特别提到, 没有正当理由

的情况下,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对自身实施“优惠待

遇”, 即不得: (1)对自身商品给予优先展示或者排序; (2)利用平台内经营者的非公开数据, 开发自身商

品或者辅助自身决策。 

 

5. 完善经营者集中申报及审查规则 

 

5.1 经营者集中申报规则 

 

对于没有达到申报标准但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此前《反垄断法》并未给予明

确的规定。针对这一情况, 《反垄断法修正案》增加了执法机构可以“要求经营者进行申报”的规

定, 且对于未依据执法机构的要求进行申报的经营者, 执法机构应当进行调查。不同于《经营者

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第六条市场监管总局“直接调查”的规定, 《反垄断法修正案》为经营者提供

了申报经营者集中的机会, 更加具备合理性。 

 

5.2 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则 

 

《反垄断法修正案》新增第三十二条中止计算经营者集中审查期限的规定, 对经营者集中审查

规则进行了优化。中止计算经营者集中审查期限包括以下三点:  

(1) 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提交文件、资料, 导致审查工作无法进行;  

(2) 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情况、新事实, 不经核实将导致审查工作无法进行;  

(3) 需要对经营者集中附加的限制性条件进一步评估, 且经营者提出中止请求。 

 

不同于 2008 年《反垄断法》规定的“延长”审查期限的规定, “停钟制度”的引入对提高经营者集

中审查的灵活性起到重要作用。在“延长”审查期限的情况下, 对于事实情形复杂的案件, 执法机

构有可能在延长期内仍旧无法完成或有效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 甚至出现经营者撤回申请、重

新申报的情况, 实际上降低了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效率。在“中止”审查期限的情况下, 对于影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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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的重大复杂客观情况, 经营者应对交易风险的空间进一步拓宽。此外, 根据第(3)项的规

定, 经营者还可向执法机构提出审查中止, 使经营者具备主动参与、积极沟通审查工作的可能性。 

 

6. 新旧法律的衔接适用 

 

《反垄断法修正案》的多项重大变化, 尤其是大幅提高的处罚金额, 引起了企业对于反垄断合规的高

度关注。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发生在《反垄断法修正案》生效之前的反垄断违法行为, 是否可能

会适用《反垄断法修正案》下的高额处罚? 

 

首先, 除可能构成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外, 反垄断法下的处罚均为行政处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一

般原则, 如果违法行为发生在《反垄断法修正案》生效之前, 原则上应该按照当时的《反垄断法》进

行处罚, 不会适用新法下的高额处罚。但需要注意的是, 反垄断违法行为往往都属于“违法状态始终

持续”的行为( 例如, 垄断协议或违法经营者集中, 只要没有解除协议或解除违法集中状态, 该等违

法行为就始终处于持续状态), 因此不排除被认定为违法行为持续到(发生于)《反垄断法修正案》生效

后, 从而适用新法下更多的处罚情形和更高的处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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