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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从鹰薮披术及冀产业的内涵麓手，阙明了褰毅技术产业魄发展状况。然

而，同传统产业一样，商新技术产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企业限制宽

争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现蜜提出了两个问题，即反蘩断法蹙否适糯?如果

逶嗣浆话，反垄龄法应逶用到传么程发，戈其是辫子其产品衣暇务主要是枣知

识产权来维系的搬业?本文在藻一部分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本文认

为，反垄断法应当适用于高新技术产渡，但是，反垄断法在实施时需对一些细

皴斑遂进行诞整，以嫒之更磐避适薅予裹瑟技本产业的特殊。涛援。这蹙翊莲，

本文归纳为六个方面，即技术问题、市场的发展变化速度、企业之间的合作、

迸入麓垒、产量和价格的影响、网络效应。由于各国反垄断法一般都怒由禁虎

联合凝《竞争制发、禁囊滥矮枣场支辩恁整葶曩控利金遂结会裁发三令簸基本豹

方面组成，本文分别以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就禁止联合限制竞争制度、禁止

滥用市场支配地彼和控制企业结合制发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的适用，对第二

个瓣逶送行了罄答。禁史联合辍裁竞争翎度在毫掰技本产业壤壤中斡逶蘑，主

要体现在对合作研究与开发新技术中的限制性协议的规制方面。在该部分，本

文翻译介绍了欧盟的第2659，2000号法规和奖国的豳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案。通

过这两部法律，我稍霹滋看出，欧鼗帮美国瓣磁究与舞发中隈锈瞧秘议采取麴

是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然后，本文对合作研究与拜发中限制性协议进行了及

垄断分析。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一阑的反垄断法在适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时，

矮考虑英圜家韵经济政策，特涮是其中懿产注致繁，台毽秀定籀关产晶市场帮

相关地理市场，势且对会法的限制性协议予以豁免。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农

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的邋用，燕耍体现在对含作研究与开发中创新垄断的规制

方面。在该部分，遥过对欢鼗和美国辩翻耨蓬龋豹虢法(包括司法)实践，零

文认为，对创新垄断采取的相对宽容的态度符合世界反垄叛执法潮流。作为创

新垄断的～个典型例子，本文对网络效应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并对网络效应内

部纯予醵了研究。在控制企韭结合嗣度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酌适用，主要体

理奁慰会终硬究与开发掰技术巾创毅枣场合著的援囊4方蠢。在该部分，本文羲



先对创新市场进行了辨定。然后，研究与开发中创新市场台并的反垄断分析。

逶逮慰美蓬静《鲡谈产权诲虿懿爱恁挝簸撵裔》秘《美鏊关予竞争者之阗会潆

的反托搬斯指南》的分析，本文认为，合并可熊产生或增强市场垄断力，溅促

进市场獭断力的行使，但是，如聚对创新合并遴行控制，则W能影响创新的进

嚣。嚣诧，寿必要兔会法魏爱薪露场合著设霆凝睾毫控蘩安全戮。在第五部分，

本文对我圃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发热断立法进行了探讨。在该部分，本文酋先

对我国现行制度及相必立法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我国现行的制度不完瓣，

瑷毒熬藏精技术产救瓣爱垄凝立法过予麓孳，诲多领壤还存农立法空鑫，并虽

我国现有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反垄断立法过于零散，且不系统。然后，本文对我

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反撩断立法的进行了基本构想。本文认为，我国将来反撰断

法蔑翻舞赫技零产潼审瓣滠毒l竞擎豹纾菇，应获程，亭法彝实体法嚣个方嚣来考

虑。从程序法角度来瓣，三个问题需要考虑，即引入专家参岛案件审理制度和

高新技术案件的听诞制度，以及对嬲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的限常I竞争损害赔偿安

行荸倍攒海薅绥毒l疲。莰实钵法角度来看，遣蠢三令蠢踅蔫瑟考意，帮辩掰}究

与开发中限制性协议、创新市场合并予以规制和对网络效应予以内部化。

关穗溺；研究与并发协议 剑耨垄断 翎灏市场 潮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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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惩匿祷挺蠢帮裙步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和初步思考
(一)阅题的撼出

l、高掰技零产业的内涵及其发展状况

高新技术，在国外一般称为高技术，在我国则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

礴新技术只指“高技术”，广义的高新技爿之则包括“黼技术”和“新技术”。基

于搽求赢薪按零产盈镶域审鹣反垄断融懿发展一般蔑律静委豹，零文豹论述主

臻立足于后者。一般来说，高新技术，怒指运用当代最新科学知识和尖端技术

而形成的技术集合；高新技术产业，是指高新技术通过研究开发、成果转化、

产业化或不断地向传统产业渗透，生产出高新技术产品，成功地进入市场，从

而形成现实生产力的知识与技术密集、研究与开发投入高、附加值高、增长速

度快、高效率和高效益的产业群。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平均成

本(是基于产品而不是企业的平均成本)下降、创新率提高、进入与退出迅速

而频繁且存在消费上的规模经济、对新设企业资本投入的要求不高等特征。

也正因为高新技术的上述特征，其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增

长点。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高新技术产品比其他制造业产品的增长速度都快，

其他制造业产品的增长速度大约只有不到3％，而高新技术产品增长速度则接近

6％。尤其在1995年之后，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更是年递增10％以上，是同

期其他制造业增长速度的3倍。据统计资料测算，2000年全球高新技术产业规

模约为2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产品产量的15％左右，而1980年，这一比例

仅为7．6％。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就居世界第一，

目前约占全球高新技术产品产量规模的1／3。2002年美国有24．2万家从事高新

技术产业的企业，比1995年增长了69％；从业人员5SO万人，比1995年增长

了45％。。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也迅速扩大，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

力量。1991-2002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产值从3000亿元左右增加到21065

亿元，年均增长20％，超过同期全部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10多个百分点，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实施的销售收入从

1992年的129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883．1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0．75％。

国《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对外贸易现状》，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b鞋驻型!蜘：氆蚺拉m。朋龇盐皿删虹工l：苎醴t 2005．O 1．1 5 visited。



墓塑垫垄奎些塑堡生塑垦燕堑塑璧篓塞

我国赢新技术产品进口677亿美元，增长45。7％，离于全国外贸出口增瓣遮23．4

个酉分点。巍毅技术产业避藏搀嚣民缀济串缓长最为迅速豹产建。并强，我圜

高毅技拳产业产缎占工渡总产镶豹比重，已经由中年前的1％发蠢提高戮现谯的

接避1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德占GDP的眈重由1995年的1．85％提商戮2002

年韵3。68％。计算桃、通讯、擞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迅遮成长。国

2、闷题豹提出

然谣，国传统产业～样，商新技术产监程邈速发展的阐辩，也出瑗了企韭限

制竞争的情形。针对这些情形，反攫断法是褥适用?如聚适用的话，艨垄断法

应遗用到什么程发，尤其是对于其产品和服务燕要是卤知识产权来绻系的企

韭?辩逡嚣个闯瓣靛溪考，藏怒本文匐俸匏怒鞠。

(二)初步思考

对上述第一个问题，即反垄断法是否适用手黼新技术产业，人们的看法不尽

相同。肯定说认为，尽衡高新技术产业存在特殊之处，其中的技术通常是很复杂

戆，毽逡不黥或为藏赛该产整镶城逡穗爱垄薮渡豹理由，因魏浚毒往嚣“麓掰技

术特点”可以证明完众硪者实质豁兔反垄断法适用的正当性。否定说认为，在该

产业领域逑用反垄断法会削弱企业对该产业的投资，遮对该产业的发展是很危险

懿，并羹，对该产鲎串众鲎熬诿讼，箕褥讼赣瑟瑟辘魄重囊建纛一令金鼗瓣辩瘸

都要长，因此，反垄断法不应干预撩产业。@折裳说认为，因为商新技术产娥创

新速度快，政府一般不成当干预，除qB这样做有利于消费者福利和经济发展。本

文获为，爱蕉蘩法薅该产渡孛瓣羧稍竞争孬秀其蠢逶溪健是毫燹疑|、曩戆，爨为裹

新技术产业并非不存在传统的掠夺饿策略、卡特尔等限制竞争行为，问题在于针

对该产业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反垄断法该如何适用。正因为高颓技术产业与传统

产鼗不完全穗阕，鬃数簸嚣要对复蘩鼗洼实蓬中豹一些绸鼗阉瓣送蠢谲整，潋使

之更好地适用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特殊情况。本文认为，针对下灏的情况，反熬断

法在适用时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技零溺蘧

高新技术产业涵盏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信息通讯技术、激光技术、生物技

。l我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爱对外贸爨现状》'中嚣科学技术馈恿研究所加工麟理，

基!堡；』垄王鬟。璐鼗融蕊：暮2x；￡矗￡￡垒疆墼塾￡壁垒一2釜；嚣撤lt 20e5。0l，15 visiled。巷s∞酗b融p洒魄A撕扛l】stA琏a船is{nH袖琉hl蝴n鲥嚣：Al妒蝴Dis嘞扛ne削如韶2l。e黼椎搿Prob蛔晦蝴aly2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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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塑璧盟垫些塑塑生星耋

零、薪耱瓣投零、簸空魅天技拳、羲源技零等镶壤，英技寒尖蝼彀霾毫竞争援

不言而喻。许多高新技术产业涉及的问题对于缺乏披术背景的法律工作者都鼹

富有挑战性的。在传统产业中不易处理的～些问题，例如界定相关市场和相关

企盈，在裹凝技术产盈藏受麓难臻楚褒。魄翅，翔露赛定量基蕊撩在毫缆索场

具有市场垄断力的时间，如何界定生物技术企业市场垄断力。电倍市场也存在

类似的技术蝴题，比如如何判断网络资源是具有竞争性，还是具旃垄断性。此

类闻瑟不鼹捩，藏无法逶愆反垄瑟法。然瑟，豫这释斡辩菝鹱域瓣每一令阉麓

都不易处理。

2、市场豹发菔交化速度

与传统产数棚比，高新按术产业中的新一代产酩削弱现存的市场臻断力更

快，瘫薪技术产娥的垄羝也嚣舆有暂时链。魄如，在钢铁、石油等传统产、韭孛，

～个狴断企业保持其垄断倪势W长这几代。德是，在i瞄掰技术产业，遮种情况

舆n不雾见。弗凰，鍪断并不必然抑制和摊择竞争，相反，疆断者仍然渐临着各

式务榉不露穗发戆竞争。例始，几年前，微软静操馋系统还是独霸天下，几年

艏，由于Java等踌平台语言置其的出现，以及脱离pc机和操作慕统的上网工

舆的蓬勃发展，微软就已感剿了楚歌四起。比尔·盏茨说：“我们只脊l∞天。”

枣安上，淡界定逐不等微软粼决下来，磁n曲雌操捧系统溅戏“稚嚣黄筏”了。

就像1969年美溺词法部曾对獭M垄断Pe带场大动干戈，结果十多年的诉讼期

过去了，还未等判决下来，氆M公司由于A觥吧E、COMh幻DORE等公司的兴

趣嚣今菲营敷，爨慝案俘不7了之。。由戴霹觅，我{}j在糍灏技本产渡适用反垄

断法时一定要注意其市场的发激变化速度。

3、企业之间的合作

凌赢耨按术产娥，会作磷究秘舞发对于创赣熙殓酶分撼巍按拳翡整念楚必要

的，拚作和其詹在标准方面的协调对予产晶驹完成也是必不可少的。美国联邦

贸易豢员会和美溺司法部也意识剐了这一点，其在21000举4月颁布的《荧国关

予纛参者之越会潆瓣反耗控麓攒褒》藏害中霉遵，“为了在瑷我枣场上瀵嚣竞争，

竞争者有时需要台谋。竞争力擞推动公司进杼复杂的合谋，以达到扩张进入国

辨甫场、为离第的谢新活动融资以及降低生产和其他成本等目的。这魃台谋不

静参擞澈多莰主霸{《蛭游法论煞，第6褰，串嚣方蓬鞋l黻社2。。2年l胄第l激，第12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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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堑彗查主鎏篓鎏主鳌篓垄錾登壁璧薹
仅怒受黢熬，瑟基髓够德遴竞争。实辩上，奁过去二卡多年爨，主警极构对竞

争者静会谋撬起筵事诉讼甚经相对较少。不：逑，实际或潜在竞争誊如果认识剽

反托拉耨法将对绝袋之阗豹按议袋鼹熬{毳，爨{|珂熬隰吱捉邀竞磐鹣合谋的发

震。”美强豹这秘把金溲之凌黪蛰掺嚣潮对褥款徽法毽褥凌秘攒鍪，毽蔻金建2之

海瓣协俸配合不～定就漾潮竞争，遮一点程高薪较零产娩笼势始魏。魏站，我

们程将来制定疫麓薮淡霹，毒爨要惨委已确立麴慰予会撵蛰议豹游疑态度，兔

许磋褰毅投零豢场存交纯豹余遣。

4、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通常又称进入门槛。所谓进入，是指在某产业内出现新的卖者(企

业)。新企业进入某一产业，就会对该产业内的现有企业构成竞争。并会遇到许

多相对于现有企业较为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会构成阻止新企业进入的障碍。

这些阻止新企业进入的障碍或者因素称之为进入壁垒。①高新技术产业通常依靠

思想的实施，而思想则很少考虑地理边界或者存在的市场垄断力。如上所述，

高新技术产业中已存在的市场垄断力通常是暂时的，其中可能出现的垄断问题

一般也可以通过快速地不断地引进新产品而得以“自我纠正”。Easterbrook教授

认为，由于不存在自动消除最高法院错误判决的方式，如果一种行为曾经被判

决有罪，那么在最高法院改变或撤销该判决之前，这种行为在法律上一直是有

罪的行为，而不论其是否带来利益，相对而言，经济制度纠正垄断则比它纠正

错误判决更容易。。这一点在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如此，因为在法院宣告行为非法

后，再去审查该行为或做法就不太容易。因此，反垄断执法部门在第一次审查

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行为或做法是否构成进入壁垒时一定要审慎行事。例如，在

迅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市场，企业对企业的B2B电子商务交易对各国现有的反垄

断法提出了新的挑战，由此引起了各国政府对这一市场的反垄断法关注。一方

面，电子商务的一些特征会有助于市场进入和降低成本，并且市场竞争的加剧

结果会增进消费者福利；但另一方面，“先发效应”、“网络的外部性”、“转换成

本”及其他进入壁垒可能会影响市场力，使市场力仅在为数不多的大企业之间

发挥作用，因而会减损竞争。@面对如何应对新事物的困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

。参见杨公扑、夏大慰：《产业经济学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2版，第162页。
。S∞F·EasIerbmok。nelimitsof AIl缸删，63 Tex．1l Revl，15(1984)．

o参见徐士英、王良：‘论新兴B2B电子商务市场的反垄断法规制》，《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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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璧照堡生翌塑垄塑
会采取静做法是举行公开豹专遂l；f}涯会，程舞取离掰技术产戴孛企蜇家、菠垄

断律师、经济学家、消费者等各方慧觅后，才作琏l决定。o将来我们的鸯llf法部门

在簸理离麓授术产韭巾的黻翻竞争彳亍麓对，需要借浚美黧联邦贸荔委员会瀚做

法。

5、产篮和价格的影响

在传统产盈，垄断蠢逶常楚遥过缩减产蟹来提高徐椿，两高新技术产韭静清

形则与之不同。在高赫技术产业，随靳技术领域舱投资～般是巨大的，但是产

品一旦创造出来，进杼额外复制的成本通常很低。比如说软件，其边际成本几

乎楚零。没有法律静谦护，产晶的食§造者就不髓收回箕投资，因为竞争者可以

在上嚣搭便车，毅嚣，只喜避过法律保护才黪扩大产出。势虽，一般来说，毅

进入市场的企业只有在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之后才能获得生产和销售的规模效

益，在此之前，新企业的生产和销蒋成本一定高于原有众韭，从而处于竞争劣

势·瞧藏楚说，产瑟豹肇整或本蕤援模嚣生产憝力魏提凑瑟逐步降羝，遮藏是

规模经济规律。但是，高新技术企业通常从开始时就把价格定位于取得市场优

势地位以|疑最终利用规模经济，这样，它们就不襻不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

这一点也与传统企业不同。

6、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就是网络外部性。所谓外部性，就是“一个经济人的行为对另一个

人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未在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网络

效应通常出现在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与使用该产品的人的正相关的情形中，其直

接表现是产品的价值由网络使用者的数量来决定，即网络产品的用户越多，该

产品的价值就越大，由此形成的正反馈效应会促进用户网络的自我扩张，结果，

该产品市场的天平会发生偏离，市场结构不断地向垄断方转变。例如电话，如

果只有一个用户，电话服务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没有人可以与该用户对讲。用

户越多，服务对于每一个用户或者至少对大多数用户而言就越有价值。交互式

服务，如电子邮件和网上拍卖，以及计算机程序都有类似的性质。就计算机程

。S∞O陪叩swjndle，‘‘Gov咖呲nt md me Thh WbrId：F血nds or F眦s?”，AugII吼3l，2000．

。道格拉斯·诺斯对外部性的定义为：个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效益或成本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存在第三方

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获得或承担一些收益或成本。简单而言，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



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的反垄断问题研究

序而言，暂且不提实际的网络或共享，使用计算机程序的人越多，该程序就越

有价值，因为这有利于IT人员的培训以及设备和程序的标准化。。网络效应间接

表现是产品取得支配地位，以及潜在的主要替代产品生产者的绝大多数只能致

力于与其系统兼容产品的生产。这样一来，这种网络是有效的并且有时是不可

避免的，但同时它也增加了企业通过取得关键设施而垄断一个市场或者在较长

时期内保持市场垄断力的可能性。由此而来，网络效应的扩大，让反垄断执法

部门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考虑到只有庞大的网络才能实现实质性的效

率；另一方面，竞争政策需要确认网络效应会产生市场失灵的效果将实质性地

提高市场准入标准，阻碍市场扩张，这就使得规模很大的经营者具有实质性的

市场力量。

以上六个方蕊是反垄断执法部门在高新技术产业适用反垄断法时需要注意

的问题，它们也燎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前四个方面说明在该领域适用反垄断

法嚣孛戈嚣么要壤繁，嚣涎令方瓣说赘哭骞赋予剖赣金鳖穰痘茨法律投裁，方爱

有利于该产业的长远发展。不过，如上所述，无论是技术因素，还是市场发展

速度等原因，都不能成为排除该领域适用反狴断法的充分理由。技术创新是经

济瓒长静澈寨，攀j溺当代尖端技术(象要捂信意技术、黧镌工程窥薪材料等领

域)生产赢技术声晶成为当代离瓤技沭的鲜明特缝，但技术也霹能成为权利人

滥用权利的工具，例如技术和标准结☆可能会构成技术壁垒。通过适用反垄断

法，打破蘩断，弓|灭竞争，茭|j裔翻予防止这种滥用，因为市场竞争枫涮是诧单

纯的科学技术还簧俸大豹力量。国会终在亮赣技术产业中邋豢也楚必要的，毽囊

于合作容易增加竞争者交换信息的机率，因而企业之间有可能相互协调限制煮

争。另矫，高新技术产撤通常怒建立在知识产权韵基础上，专乖j法和版权法可

戆会建垄羧企业设置成蠢上予耱蘧释保护。在愚辩褥华势寨串，愚辩就是逶逐

对其拥有专利权或商业秘密的襁有协议不授权给任何其他企业的方式，人为地

阻止了不同企业设备的甄联互通，形成了技术、市场壁垒。@

。参见漳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6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5页。

。参见周其仁著；《数网觉争一中犀电信业的开放和改革》，生活-读书·新知兰联书店20∞年8月第l舨，
繁寒3-料夏。

。参见王先林：《对思科、华为知识产权之争中“私柯协议”穗断问聪豹思考》，《中南太学学报》(社科版)，
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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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将反垄新法遥稻子高新技7K产韭会遥銎l许多稿战经淹繇，因魏

我靠】在对该产业进行反擅叛法规制对嚣要审慎，避免公法的过波干预澍阻碍该

产业的发展。在简新技术产业反垄断问题上，保持立法和政策上的灵活性，在

维护市场竞争和促进这～薪兴产韭的发展之阉取{!释平衡。昃有觚立法上解决楚

新技术发鼹静法德障碍，合理地对遮一薪兴产业进行管攥和嫂铡，才能够平衡

市场各方的利益，消除矛盾和冲突，从而维持一个竞争荫序、健康发展的高新

技术产韭。

警然，逮曩魏管理帮魏裁钰疆反蒸装法豹管理秘袈穰。那么，主逐楚二令

阙惩，朝瘦麓錾法燕嚣对褰瓤鼓本产数逑孬管理翻瘫裁，反垄鼗法遥穗爨拜么

程度?交予鑫鏊爱穗羝法一般帮是鑫綮壹联会隈剿竞争麓度、蘩壹瀣瓣密场支

配遮键亵控潮鑫鼗缝会测疫三令最基零豹方嚣组或，蒡显我国爱蓬叛法溻在裁

定之串，壹法纛司法经验较少，零文凄箨主要淤夔国、欢蘧豹相关立法裁执法(毽

摇司法)实黢舞蓬礴，获上述三方瑟送行势攥。

二、禁止联合限制竞争制度在高新技术产业

领域中的适用闻题
袋舍隈涮竞争，是攒鼹令或嚣令黻主瓣灸韭，袋取汝议或默契等影式，合

终对特定枣璐魏竞争葫戳隈麓瓣霉为。o在巍麟技拳产鼗镢躐孛，蘩壹联套袋熬

竞争鬃凄主簧镩褒农黠会佟磅究与嚣发耩鼓零孛瓣袋裁缝游滚豹溪露l方嚣。

会终磷窕与嚣发是一颈代穆箍费劳充溃风险浆攀渡，嚣簧巨簸魏投资，势

显在投炎嚣疑豢邀会嚣羲萋量簸狡瓷之螽无法毂蕊强壤靛褒熙殓。然露，勇一

方瑟，磅变毒嚣发黑疑黪予裢会经滂发震又蔫毖苓萄少蕤。夭类按会之掰戳发

震至l今天豹瑗钱德程发，蓐无数攀萼磅工终考瓣不鼗疆究与嚣发分零趸。企照楚

冀燕褰骞}援术企遂之阕联合起来，不毂霹酸大大萤褰投资费矮，繇绦投燮风险，

瑟萎运露疆黎孛冀鬻慧秘缀验，获嚣壤燕雾}究与嚣浚夔戒囊霉簸技骧及热获转

入生产静速发。毽蹩，氇应警毳爨，会终臻褒每开发，缀霹貔会慰参与众堑鹣

牙梵毒一骜疆裁戆缝定。瑟健在臻议孛没毒鞠确豹羧翻毪条款，毽在矮移过程

孛毽霹筢会建褒各释袋剃竟争豹馕嚣。茏蓑是，凳会终秘塞每秀发貔莲熬不莰

。参嚣王先耩：《论联台袋斓竞争嚣凳赫法律癯割——《孛孥A琵共帮嚣爱垄薮法(摹羧藕))斡耀关熬努

谨撬》，《法囊醑究》，2∞4年第5髑+

?



怒薪技零产韭矮域母魏反垄薮瓣篷辫究

仅是为了研究与开发，而鼠最终是为了合作利用研究与开发的技术成果时，更

是如此。由于技术创新是企球化也是动态国际合作的动力，合作研究与开发协

议戆金韭瑟终魏泰场壤形麓蘩攫丈，势纛方法霹实燕貔续采由予辩袈垂孽不嚣蘧

不同，各国对相关问题所特的态度也不同。出于对本国或本地区众业国际竞争

力的担忧，许多国家在立法上对合作研究与开发企业持有一种宽容的反垄断法

态凄，孜藏瓣第265蜕∞G弩法援嚣美鞠黪藿家禽终疆究每生产浚豢藏是这秘

态度的典型体现。

(一)欧盟的第2659／20∞学法规

1984年12月19日，欧搬豢员会在总结对合作研究匈汗发协议审懋豁免经

验豹蒺继上，翻宠矮毒了关予瓣碜}究与羚发类型游议逡震条约第85条第3款豹

第418／85号法瓶。国该法规予1985年3月1日起施行，2000年12月31日终

止，在此期间，歇篮委员会分别于1992年12月23臼颁布第15l／93号法规和

19警7年ll冀lO隧颁蠢第2236垮7号法筑瓣鸯利投戆鸯哭条款进器骖敬於充。

为了避免法律规制的空白，欧激豢员会于2000年11月29翻颁布了第2659／2000

苟法规，以替代有效期即将属满的第418，8s号法规。新法规自2∞1馨1月l

g怒耀行，至20l§年12篾3l霹终壹。

1、适用范潮

根据第265鱿000号法规的第l条，下列梅议不构成条约第8l祭第l款蛇

隈镶l蹩争行为：繁一，合谗鹾突冬嚣发产熬藏者工芑势整瓣豢会佟攀l爝这些磷

究与开发成果的协议。第=，含作利用研究与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协议。第三，

不包含合作利用技术成果的合住研究与辨发产品或者工艺的协议。其中，所谓

鹾突尊秀发，跫攒毒产翕或者王艺毒关约专嬲搜寒熬取缮秘理论努橱，系统磷

究和试验的谶彳予，包括试验性嫩产，产晶或糟工艺的技术裰0试，必要设施的建

立和成果知识产粳的申报等。所谓利用技术成果，是措含阏产品的生产或者分

销，竣誊会弱z慧瓣痘罴，袋纛躲识产投静{簪霹羁转渡，竣老瘟髑专鸯羧零黪

交流。第1条同时还规定，对于包含在研究姆开发协议，不构成该协议燕要目

的，侮与协议的履行直接相关并鼠是必要的条款也适用。例如，在协议执行过

。裱播1997年韵《阿搏斯特丹条约》第12条，原采纳第85蘩和86豢鬟新统一编号分荆为第8l条和第
82条，

基



三：茎生壁鱼堡!!壅兰!!壤垄壹堑楚查兰兰堡塑堡±鳇擅旦塑墼
程中不得单独或者合作与第三方在协议稆关的领域进行研究与汗发酌义务的条

款。

从欧盟委员会处理的有关案件来看，其对“食作研究与开发”的涵义是做

广义理解的。例如，在KsB公司案中，KSB公司蹙世界上最大的承泵蒂l造商，

劳睫拉公司是意大剥豹瘩泵制造亵，楚融媳是世器土第二大水浆剡选巍、美翅

萄轻公司(踟El泰)戆分公司。xs8公霉每势洼翘公霉予1985年牙始会撵疆

裁一耱镀镰不锈锈零辞疆彀瓮纛骜逶镶静零传。1987年，楚学公司叉每在欧溺

存谗多子公霹生产、镰瓷瘩泵产瑟瓣蓑滔疆T公霉达残了会终蛰浚。xs转公霉、

疆T公司、莓抒公司及冀予公霹疆方弱意在该产菇镁域避褥广泛豹台臻骚究与

嚣发：霾方霹意程劳穗{霾公霹下囊设立一个会资豹磷究械橡钠辩的把睡s薹重；

嚣窍豹该零穆豹垒产会弱癍该交垂劳黩控公霭猿家囊产稍涟，然器其镪厂亵麸

劳噻接公弼娃筠买该零伟缝装翻各鑫鹣求泵审去；每一方黠其发震瓣搜零藏栗

事鸯专嗣权嬲鼓拳秘密觳，纛均斑诲露劳穗糖公司楚躅。就餐，镑议还稳定誉

褥淘蘩三方转诖按寒残暴茨惩投；其按表戚蘩盔麓滚之嚣5每蠹镄建{i}密。对

予滚会终秘浚，燕器有另势戆纛家竞争者囊欢蘧委爨会终了毅诲。其孛，德霆

豹承泵麓逢蘩S壬}薹王公霉投诿蘩黎致簸爨爨会采取疆巷l攘熬，责令蒡睦控公司内

第三方公警毒夸霹搜翔荬专蘩l投。敬整豢爨会经过搴豢试蔑，这是～令会露辑变

与嚣发势瓣繁合{譬零l热鼓寒残暴静协议。协议审鹃鍪事入都是窳泵翻造瘩，缓

魏之阗不稷蔗拳泵声菇豹蹙争嚣，露爨瞧蹩薪产燕鹃竞争纛。Q獬￡tro自ec氧s联

磅究糗霉鸯藏立嚣，套方疆究与嚣发懿爨蠹受爨了袋鞠，弱黪垂予掰鸯熬零终筠

壶舅稳短公霹生产裁逵势提镁，这藏黼弱了窀稻褪匿瘸弱竞争。并鐾，杰予游

浚蕊定专穗裁秘按零秘密投只授予劳犊控公司独家篾矮，蘩三方无法取褥该专

裁毅豹撬会。霾藏，该漭议遘爱了条约露s5条繁l款鹣瓣定。致爨委爨鑫诀凳，

尽管该秘议当事入在共同俸泰场傍藏超过了28‰不符合臻4|8趣5号法簸筑定

魏熬惫条l孛，毽考虑蘩该漭议对蔽零遵步、溉产嚣瓣嚣发穗弱舔豢寒憨静薤，

龙其愚xsB公霹巍劳睫按公司蠢美磅究与秀发投炎垂大、风陵太大嚣会终遴露

戆辩艇，双蘩委受会蓑嚣给予7该协议5年蘩羧麓令羽蕤兔。。该寨表疆，致鼗

委瑟会瓣“会终磷究每嚣发”黪骥蘸蹩缓宽泛熬，瑟会终秘究每秀发势瓣带套

。参觅凝方琵蔫；《默鼗竞争法》|串嚣致法夫学趣敝轻19垒g年，嚣蘩l簸，篇3聪燹．

孽



壅錾夔壁些整望皇垫塞垩鳘鎏璧鍪塞——
作利用技术成果的协议可以包括当事各方合作研究与开发新产品，然后许可其

中一方制造使用该技术并由冀向其德各方援供该技术产鼯的协议。

2、按议获褥爨受瓣条磐

根据第2659，2000号法规的第3条，合作研究与开发协议只有符合四个条

件，才有可能获得豁兔，帮：第一，为迸一步研究或利用。所有当事方均有权

裂获褥会佟硬突与矛发豹残聚。但怒，经荚弱意，将臻袋与嚣发豹提供传为一

种商业服务并且通常不积极参与成果利用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或者企业，可

以将其成柴的利用限制于进一步研究的目的。第二，不损害第～项的舰定，尽

管势议熬耀定仗是戈了疑究与开发，毽在毖要壤携下，每一方均骞投兔费单独

利用研究与开发成果，以及先前存在的专有技术。如果尚事方在研究与开发协

议达成时不是竞争性企业，这种利用的权利可以被限制程一个线多个技术应用

领域。第三，会终剽用必绥鸯受知谈产权缳妒或毒麴残◇莠搜零、实壤±鸯攀l

于技术或经济进步的成果有关，并且该成果必须对于合耐产品的生产减者合同

工范的应用是决定性的。第醑，裰攒生产计划书负责生产的企姚，必须遵循向

所鸯当事方提供会司产菸豹援矍|l，羧l}磅究与野发携议慰会穆势锷毽终窭了矮

定。

3、秘议获褥簸兔瓣麓隈

露营会季筝臻究毒舞发蛰议鸯秘予浆动鼓零彝经济戆发展，黎宅遵箕毒羧翻

竞争粒终耀。为了海甄会终磅究毒秀发秘汉辩予欢荚髂裹场内竞争麓受褥影豌，

欧爨豢受会程该法褒孛专门蔑定了懿氮蘩袋。禳稷繁毖59忿O∞S法援豹簧碡

条弱第6条，懿受豹雾羧秘羯阉瓷：黎一，囊参与念照琴是竟争靛金渣，熬兔

痊逶瘸子研究与嚣发藏澜。当套捧羁瘸成果孵，该法囊定瓣豁免鑫产藏在荚淄

傣枣场蠹第一次蔽投蔽枣溪薅趣痰姿继续逶溺七年。第二，警两令蕺疆个骧上

茨参与鑫鼗怒竞争鹱金激，莰警臻突岛嚣发镑谈这藏霹，参与灸照麴台势枣臻

份额没有怒涟藐够舞会羁产鑫凝改进或簦代豹产品瓣籀关紊场豹25％辩，该法

簌定戆熬受遥羽予燕一矮撵及戆麓露。蘩三，在繁一矮爨及熬鬟阗绩索嚣，廷

要参毒垒鼗瓣含势泰臻髂额浚毒越过会怒产品熬耱关枣场熬25％辩，该法纛定

貔熬兔霾娄继续逶婿。黎溷，舞聚繁三瑷辑爨及瓣毒场资毅最翅没蠢超过25％，

毽涟爱文予臻黧超_蘧了这令标准毽没蠢怒遗3盼0，弱该法蔑定的熬受疲姿霍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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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的标准被第～次超过之年后的连续两年继续适用。第五，如果第三项所提

及的市场份额最初没有超过25％，俺随后由于增加超过了30％，掰该法规定的

豁兔应当凌该30—潍数标准被第一竣越过之零蓐豹连续一冬继续邂曩。蓑六，簧

四项和第赢项的期限利髓不能合并以致超过两年的期限。

碡、黑饿条款——法矮不灸诲瓣隈裁

羧据繁265蚴088号法援熬簿5袈，下戮毅涮髅条款怒琴搜鼹受所潺蔻，

蹩鸯法甄掰不克诲瓣“黑色条款”；(1)羧京l参与垒渡攀独袋与第三方会终在与

繇究冬秀发鞠关领域，袋蠹在缭衷嚣，在与其穗关躐程连豹矮竣遴孬磅突与嚣

发瓣自赉；(2)在骚究每嚣发缀棠磊，禁壹鼹当事鸯在茭溺薅拳场持蠢豹劳萎

与磷究与开笈畜荚戆翔谈产权豹有效往撬密嚣浚，裁蠹在碜}究与嚣发携浚溪满，

禁壹慰姿事方在共鼹薅枣秘跨奏瓣势嚣瘸子镶护褥究与嚣发残采豹酝谖产投豹

京效槛提爨辩谈，琴损褰魏栗发生当攀一方对该躲谖产权瓣蠢效瞧撵爨雾议熬

薅嚣下蔑定疆窕每嚣发游议终杰麴霹熬往；(3)瓣裁产萋窝镪鹰溪；(4)固定

涛合嚣产菇镶整绘菸三方豹徐接；(5)会蠢产蒹在获弱体紊繇内繁一次授敖枣

凌瓣起七年纛，羧镧参毒爱筵豫毅骚务兹漤费考；<6)禁疰在舞链方绦鹜熬遮

域肉戆会嚣产鑫豹被动锩整；<7)在会两产菇在荚弱傣枣场内第一次投教市场

嚣怒屯年惹，蔡业在荚霹傣枣场必恁方绦鹜瓣遮域内将会凝产菸投放枣场或者

寻求襁援懿毯磐致繁：(s)姿至多登豢一方没鸯疆冬蕺蠹瀵孬合终磅究奄嚣发

藏莱豹疑建霹，要求苓褥诲萄第三方垒产合同产晶或蠹痰爝会嚣王艺；(9)要

求不褥满足在它懿轰壹羹鏊域疼对共同钵枣秘蠹其囊鏊撼域爱蘩舍露产螽的震户或

者霉镶整尝瓣要求；(18)绘藩声藏者褥镑售毒获菸溺薅泰秘内冀缝秀镄售者获

褥合网产瑟增热嚣戆熬簧零，梵其是瓣在荚溺俸枣弱逡邑放德方竣经其鞠意教

授赦零绣豹产燕，遥遘露整囊谈产蔽或采取戆簇隘建攥户或卷委镄售考京莛弱

薅拳璐蠹获褥蘸褥乏投放蛮搦。该条还蔑定，鼹予蘩七秘艇定苓逶惩予惫合会

冠产菇会律生产戒票豹蓼l魏时生产嚣拣熬设定，戳及穰会余震产赫生产袋果豹

裂瘸辩镶黉嚣菰熬设定窥对孛瓣滚费誉羧取徐穆懿霾定。

5、熬受熬擞镶

壤据致臻条约，懿免楚骞条箨熬，糕条{孛不具备辩，敬骧委爨会骞牧擞镪

舨绘予熬熬受。该条绞第8l条第3款艇定，企犍瓣痨议、垒犍集烫翁势浚域者



塞堑楚查兰些堡整宝墼基垩簦塑璧篓錾

企业阕的协调行为倘若想褥至l豁兔，颓湖时满足蟊个条件，帮有韵于改进生产

溅者分销产品溅者促进技术进步；使消费者获得相当程度的实惠；肖关企业所

受到熟限制对于达到上述的锺标是不可缺少的；在所涉及的产品的糕当范围豹

领域内，有兼企韭没有可熊排除竞争。因忿，尽管协议符合第2659，20∞号法

规所规定的～般豁免实体条件和期限条件，如果因为其他原因而违反条约第81

条第3款规定购一般豁兔条件豹，委员会也有权撤销避经绘予的熬篼。

第2659，2000鼍法规第7祭规定，委员念发现，在特殊条件中，已经适用

零浃簇定褥剿熬篼麴磷究鸯嚣发褥议如莱爨蠢与条终第8l条蒡3款娆定豹条终

不符的效果时，可以或者在成员国或者自然人或者法镩上允许的人主张含法权

益的请求下，撤销本法的豁免，尤其当；(1)研究与开发协议的存在，实质性

羹蠡羧巷l第三方在鞠关矮域邀器磷究与开发鹣藏蓬：(2>赉予特殊静供赞煞耩，

研究岛开发协议的存在实质性熄限制第三方避入合同产晶市场的权利；(3)没

脊客观正当的理由，当事方不利用合作研究岛开发成果；(4)对共同体市场的

整令域实痍部分采说，合弱产鹣影豌了穰强产菇或者擞豢冀特复，徐糖鞠设诗

用途被用户视为等值产品的有效竞争；(5)研究与开发协议的存在，将消除特

殊市场上研究与开发的有效巅争。

(二)美匿酶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案

1984年，美凰国会制定并通过了“豳家合作研究法寨”(幽e N耩lional

Coopefalive Re∞籼。h Act，NcRA)。该法案辩R&D(注：朗研究与开发)合资

金救撩相对许可的态度，国该淼波的一个出发赢是这样一个僚念，郑一家茏法独

占R地D收益的众娥投资予R庶D的动力会弱予社会所期望隧水平。如果联合研

究的可能性撼商7袋业这种占用的能力继箍掇糍了研究与舞发的期望收焱，那

么辘能够鼓励磷宽每开发投资并增进技术剞新的续效。留 1993年，美溺国会

制定弗通过了“国家合作研究冀生产法案”(NC耻，A)，该漱案修改并替代了国

家合作研究法集。2004年。美圜嘲会又通过制定“标臻念作歼发组织健进法”，

时Nc瑚强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由于后者对Nc船A的修改较小，没肖改变

。例如，照请政府备察的R＆D合资企业蛳撩随后违反菠撼拽期法。则嚣支付一倍两非三倍的糌偿鑫。

。l装l裁繁芬·马丁蔫{《菇鼗产韭经漆举》，安零簿泽，上辩荛|缀丈学斑装枉2瓣3年s是第{藏，第4嚣
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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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砒，A的整体结构，所以本文仍以NcIu，A为基础，并结合“标准合作开发组

织促进法”的新增补的内容，就美国对研究与开发中限制性协议的态度进行分

析。

1、适用范围

根据Nc鼬)A第l条第1款，该法适用于两个域两个以上人组成的合资企

业为下述目的进行的有关打算订立、正在订立，或征在履行合同的活动：(1)

对臻蒙或蕊褥注意翡事蜜兹理论分析、试验菠系统掰究；(2)基勰王纛翡接零

开发或者测试；(3)将调查结果，或赣科学理论，戏者技术特性延伸到为试验

和演示目的的实际应用，包括试验性难产和模型、原形、设备、原料以及方法

豹测试；(霹)产赫、工蕊或者鞭务熬象产；(5)由该垒盐避荐静与产螽、王麓

或服务的有关测试；(6)研究或者生产信息的收集、交换以及分析：或糟(7)，

前述六种目的的任何组合，并鼠可以包括为经营该捷业而进行的设备的安装和

搽僚，在受傺护帮专有静基疆上经营该金整，送孬该企篷藏莱豹专秘串请帮诲

可授予，但不包括本条第2款规定的镊俺活动。

该条第2款规定，“合资企北”不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的下列活动：(1)

在竞争者之阕交换任{霹产鑫、工艺或涨务懿窍关帮门成本、销售、盈剽、价格、

经营戏者分销的僚息，如果该傣息对实现该企业的目的并不是合理要求；(2)

达成任何协议或参与其f电任何限制或者滥用粳利的溪求，绒者其他影响该企业

当簿～方镁舞人鹣任露产最、王艺或月菱务靛经营、分销或者供应静霞蔻，毽不

包括；根据该协议，当攀方之间分销由该企业生产的产品、工艺绒服务；由在

1993年6罔10目之前达成的帮面协议成立韵企业对经营信息的独占，例如专

利和巍业秘密；电在1993年6尽lO爨或之愿达成麴书嚣携议成嶷鹃众照对开

发的知识产权的许可、交换或者转让；(3)达成任何协议戚者参与其他任何行

为，滋鞭翻或者溢丽袄耐要求并非逶遥该企澈开发藏者该企韭生产的发明、开

发、产品、工艺或服务的销售、谗可或者分事；对于该企始一方任俺人豹其悠

研究匈开发活动进行限制或者要求参与，这种行为对防止由该企业当事一方的

经褥久嚣教或者绍为该金渣残栗翡专蠢绩惠熬溢焉怒不舍理要求：(4)达成任

何协议或者参与其他任何行为，与竞争者分割市场；(5)在竞争畿之间交换有

关产品、工蕊或服务的生产(不包括该企业的生产)方面的信息，如果该信息

对于实现该众监熬嚣载势琴是合理要求；(6)达成鼹{蓦蛰淡或者参与其毯任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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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限制、滥用较利要求或者其谴影响产品、工艺袋暇务的生产(并非该企

业的生产)的行为；(7)使用用于企业产晶、工艺或服务的生产的现有设备，

除非这种使用涉及到薪产品绒者新技术的生产；(8)除了第二、第三以及第六

终，达成任秘秘後或者参与任鹰其话行凳隰隈懿或毳<律秀蔽弱)鬻坚蓊参与

该企业当事一方任何人的单独或者合作的活动，如果i塞对于实现该企业的目的

并不是合理要求。

2、限裁魏狯议熬熬定撬羹|l

对于如何认定禽资企业豹磷究与开发协议对市场竞争的影嚷，Nc粼城弓l入

了“邂性标准勰剐”。该法第2祭规定，在现行的反垄断法域在类似菠垄凝法的

任何州法下，任{可人正在订立或正在履行含阍以完成台资企监的行为零岿不应

被栈为非法；对这剽l行为的判断鹿建立在理憾的基础上，受考虑影响竞簪的所

霄掰綮，包撼但不限于对在爰当界定的相关硝究与开发豹产晶、工艺藏激务市

场上的竞争。为了确立一个正当界定的榻关市场，在这种憾形下世界范腻内醵

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应当被考虑。

逡楚一个{嚣横襁豹矮劐，戮海由手簿令人豹知谈、耱力等不嚣，箕趣往认

识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何谓理散?博登海默是遂样界定的，“理性是人运用知识

和智慧理解和应对现实的(有限)能力。由于入和事物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_穰

壤凝举涛熬，势攘入粕会援撵叁穗戆知谈释馕感律壅谱徐，掰戳在多数蒋形孛，

人豹理性根本不可能在解决人兴社会生活所黧现出的疑难情形方面发现一个而

且是椎一的一个终掇正确的答索。”但他同时搬出，“另一方面，也不可褥认，

程法德到度实旋避糨中会出爨这榉熬壤影，帮窍一耱令人嚣弱意不霹爨冬粒不《

辩驳的力量，遗使人们去接受它。”他认为，这种力量“被分铡成下述几个范畴：

(1)像可熊源予菜种固定的和好然的人的自然状况；(2)它可能源予某种物理

性蕨艨具有靛必然的给定特性；(3>它霹§§源乎檀根予莱耪入类政浚秘社会生

活制度的基本属性之中；(4)它阿能立于人们对构成莱个!l寄定社会形态乏基础

的藻本必要条件或简提条件盼认识。”回由就可见，理性并非毫无根据的生观臆

想，它是人类黠客溅世界及其嫂德认识的抽象，是人{}3普遍嶷知静流淀。鞭越，

考虑剿其固有的法德传统及法官蒋遍较商豹法学素养，美潮国会通过Nc糙)A

引入“理性标准擞魁”有一定婚阿取之处。

。f甍lEt懈登海敦簧t《法壤攀、法臻罄攀蔓谈撂辩学》，褥燕泉译+孛蓐教法文学毽凝社l煳年l露第l
敝，第454矗55夏+

l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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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索赔的限制

美网国会为了鼓励私人提起殷托拉斯诉讼，在“谢尔曼法”中规定，任何

困违爱爱筵控豢法掰禁壹熬事矮褥邃受赚产或纛营犍撰害豹久，毒在被露鼹往

地、被发现或者有代耀机构的区向荧国区法院掇起诉讼，不管损害的数额大小，

一律给予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盼律师费。这种惩罚性的损密赔

偿勰定，使企业承接了较大豹黠产风险，有利于貔止托拉辩纷必戆发生，鼹已

发生逮种行为的企攮，也有利于戳止其再犯。搿受害者对奁肖形损失和无澎损

失及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方面都可得到充分的赔偿。三倍损辔赔偿也受到一些

人盼批谨。这些人认为，它会使一蹙人失追求三倍赔偿两诬陷竞争对手蠢爱竞

争行为，或瞬知反竞争行为豹存巍褥不寻求翻捩，故意容忍箕发震。尽管翔姥，

美国仍保持着这一规定，只是在适用上更加谨慎了。①

然而，由于琉代疑济和科学技术静发展，美国黼会的上述立法态魔也有了

很大改变。这种改交在NC弛A中，主要体现在对受害者索赔的限制方面。根

据NC黜A第3条规定，这种戳制燕要有：

(1)索赔静衾颡。任{鼙奉都分给予其索赔稷涮静入萄疆索籍其实际受翔的

犊害、依法麓定计算蜜际攒害豹利惠、由予该索赔掰产生盼诉讼费焉，包括依

法诗锋静合疆鹃律帮费，翔栗该索嫱越因予第5条第l款中合资企监已经掇交

豹文传藏滠内瓣孬为躐考梅准舞发缀缀参与黪栋准辩发活动；并慧在依据繁5

条第3款中挺交鹣文箨生效后爨出。

(2)娟挺起熬索赔；镊餐本帮分给予其赞昂索戆救济校剩静久应当索薅其

实际受到的全部损害、依法煺定计算实躲损露的测悬、由于该索赔恧产生的潺

讼费用，包撼菝法诗葵懿套理敕律j|i|i赞，热采该索黪起霆手第5条纂l款孛合

资金她毫经掇交躲文转范爨蠹鳇簿为或纛掭壤开发鬈织参奄魏标撩开发活动；

并且在依据第5条第3款中提交的文件嫩效臌撮如。

(3)州法下骢类似行为。尽管州法的任侮条款对反垄凝法禁止舱类l娃费为

的损害赔偿馋出了溉定，锤何在该条款下被赋予其索赔权利的入郝不戆获褥越

过其实际受到的损害、依法规定计算实际损害的剁息、由等：该索赔而产舷的诉

讼费用，包括依法计算的合理的律师费，如果该索赔超因子第5条第l款申合

资企妲已经掇交的文件范潮内的行为或撩标准开发缌织参与的标准歼发滤动；

啦参见嚣家工囊舒政管联局荣法司：《班代竞争竣熬瑷论与实践》，法搏疆溜l鞋19鹦华g舞第l簸，繁43
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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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髓在依据第5条第3款中撼交的文件生效后提磁。

(4)秘息。造成损害豹利息应期决支挝，其期闼壹搜害被确认之爨起委削

决乏日止，除非法院发现判决支付该全部或部分利息在该情形下是不公正的。

(5)第一、二、三帮不磁被理解为修敬任何入(标准开发缀织除矫)在爱

垄断法下驹责任，如果该人蠢接(豉通过鹰员或代理人)参与有关被发现的对

任何反垄断法违反的标准开发活动；不是参与该活动的标准开发组织的专职人

员；寝及楚参与窿韭活动熬铗謇萃爻戢者其癃员或纛筏理久，箕帮麓会篷接簸骞

关被发现的该违法的标准开发活动工作中受益。

(6)逶霜蕊。莰当一令人瓣索赔投穗要求鬟窭挠燕熬涉瀑孬梵蕺毒菰壤嚣

发缀缓参与酶标漆器发话动不遗爱19骐年lO月ll疆螽逶避季l卷矮毒豹耱该露

灸箨隽会瓷金烫一郜分褥窭舅议戆爱垄薮法躐经{霉类经芨鎏叛法豹建法下鹃经

{霉察磐或蠹疆彦审麓法筑蒗螽令瓣，本袈方擎激逶攥。

I喜、损寒薅嫠

除了黠攘害魏髅懿索魏凑褰送行隈裁耱，Nc羽墩逐黠绘予瓣{{誊一方豹费溺

爨辩綮遽簿了燕定。壤豢Kc瓣．A繁4条瓣筑定，(1)建妻在会燮垒照或者标

凑秀发缍织参与静标疆舞发活动蓥磷主魏爱垄鼗法或程嚣撵酝爱蕊戆法豹建法

下瓣强舞索蘧牵，法茨寝瓷在魏决熬绫浯孛粼决支耱绘疆{J誊懿索戆入鸯手该囊

薅瑟产生懿褥讼赘耀，趣戆会瑗熬鸷舞费：戴孝裁凌支镑飨薅该索魏揍辫嚣实

蒺主熬诱豹一方壅予该索魏瑟产生熬嚣讼费翅，餐溪会璎黪律努费，絮纂该索

薅或寮索薅方在索魏嚣讼审麴程为蘧零瘫重懿、不会毽瓣、浚毒壤攥豹，或者

是存，＆欺诲戆。(2)第一审终爨熬粼块霹戳藏秀对强舞经方全郝袋熬努嚣讼赘

翅麓耱嫠，键疆簿爨费，翔暴法院发瑗蕤潺方在诉讼孛豹褥为是不窿蘩鹣、零

会理鹣、没鸯鬏撵瓣，或黉楚存心藏诲豹。(3)第一、第二孛不瘦_l螽瘸予茌褥

久，絮爨该入壹接参与裔荚驶发瑷戆瓣任嚣爱翟獗法逮爱戆标准秀发溪动；不

是参与该溪漤匏舔攘嚣发鳃织麴专职入爨；渡及莛参每亵鼗滔动豹任露入或者

其褰爨蕺者我瑾入，荬霹戆会鬟揍获毒美驶发臻豹该遗法鹣掭攥嚣发滔璎工终

孛受薤。

与套lc戳’矗第3条第5款程移应，“标疆会终秀发缀织程莲l法”蘩g条矮定，

零法没畜强{莓蠹褰建当被瓣器麓帮分改变蕺骜嵇改瑷纷法麴反垄羝法特遴，袭

当事方在零法蔻嚣蠹参与拣准开发缀织魏菰潦开发溪动，氇括当搴方蜚麓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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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查的现行标准，不论被审查的其参与的标准开发组织的行为下的该现存标

准，鞋及箕恁缀织窝当零方参与豹≤}零法莲整蠹蠢潦设定程序霎重。

(三)限制性协议的反垄断分析

l、限制性协议的认定

在鼗定一令台终磺究与舞发瑟毅零绥议是否麓簧反垄薮法蕊镧薅，矮考滤

该协议是谮限制竞争。对这个问题，欧盟是通过送别协议的“目的”和“后果”

进行认定。如果一个协议或行为的茸的在于限带4竟擎，那么它就墨事实上有没

有造成爱慕嚣关。在这耱簿形下，委燕会谈秀霆菝逐麓罗骂条终第弱条露l

款的规定，没有必要作市场分析以确定协议到底对必同体市场内的竞争是否产

生影响。在协议并无限制竞争的耳的之下，如果这样做事实上脊影响的效果，

窀察爨霹戳运矮条约第85条魏藏定。寒这耱情形繁，盛矮透露夺场分耩，基粪

明对竞争的影响后果到底有多大，特别是在第85祭第l款没有列出的情况下，

这种市场分析更为必要。对竞争的影响，必须是可测的和重大的。如果一个协

议豹嚣果并不耋大，毽诲多耪嚣或耀叛熬绥滚熬影响黍诗莛来舆窍霹溅数翻鬟

大的影响，那么也可以邋用条约第85祭第l款的规定。屹002年12月16日，

欧盟理事会颁布了《关于实旌建立欧盟条约第8l条和第82条竞争规则的规定》

戆第l渤03号痰羹|l。。2∞．垂年4莠，歃疆委受会逶避7一系歹|I懿蜜施绸潮和擦

则，具体实施上述实施规则。@根据上遄新的规则和震施细则和准则，委员会颁

布的第8l祭第3款适用规则对法院和竞争当局没脊约束力，它仅为个案如何逡

蕉第sl条瓣供掺譬。宅攒露菠撂第8l条进孬谬佞豹蕊令步骤，第一步是评髓

相关协议是褥具有反竞争的目的或效聚；第二步，如果上一分析的答案是肯定

的，确定协议产生的促进竞争的利益怒孬超过反竞争的效果。对于限制竞争，

美嚣逶遘“落象曼法”露掇了嚣茭|l瞧麓定。该法第l条蔑定，悠契约，戳爱撼

叮英l约翰·亚格缎著；‘竞争法》．椽海、盛建明、席文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l版，第150
页。

嚆援赠对鼗鹱鬻事畚1962年裁爨麴煞17号撬粼避露了重大聱改。囊袋粥蚨建立壹接逢翔致鼗条约篓葚l
条释第82条竟静规剜t及在歌燕登燕会与戒贯嚣乏辩遥当分毂为棱心，鞋取代第17号瓣鞭罐立起来静审
查确认翻度及税力商度集中于委员☆的监管体制。僚士英、郏丙贵：‘欧盟竞争法的新发腥及对我国的启
示》，‘法学》·2004年第8期。

。这些条例和准则包括：欧盟委员套程序条例、竞争嵩局网络合作准则、欧盟委员会与成塌函法院台作准

则、欧盟委员会处理申诉准则、第8l条和第82螯所涉新河题非正式攒搏准剜、第8l蓉翱第82磊所台赞
蓥影响准辩敬致敬共体条簿第3l条第3款适用难粼。韩立余；《敢鏊醺耗拉疑熬壤羲诧'，《法学隶》，2妊



高帮技术产业领域中冉勺反麓斯瓣露研究

控额形式或麓德形式静联台、菸谋，焉黻鼹瀚秀}阉与岁}函之阊的赘荔或蕊韭，

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是严重犯罪。另外，

“壳桀顿法”等法律对上述规定进行了嶷体化。不过，秃论是欧瑟还题美国，

述愚箕谴国家鞠戆区，限制竞争的范嗨鄂并≮#是一成不交瓣，它会受掰鬻家酶

经济政策特别是菇中的确产业政策的影响，述会因不同案件执法赣(主要是法

官)酾其体攀实认定(主翳就相关市场的认定)的不同丽褥出不同鳐论。舅矫，

帮使协议梅戚隈镱l往协议，鲡莱符合法襻酌豁免裁定，氆瑶滋免受逡究。下面，

本文将从产她政燎、相关市场、限制性协议的豁免三个方灏，对研究与辩发中

限制徽协议进行避一步分析。

2、产驻玻策豹影痢

缀浇致策，燕搬酒家躐致廊为了增进毂余缀济疆剩露涮定貔躲决经济垂霹

慈鹣壤露添粼嬲攒麓。a)经济法爨蠢经滚镶域专歉建、玻繁愁、行政主器熬、

综食魏瓣褥{蒌。棼爱蒸颓法麓疑滚滚孛豹“疑淤宠法”，嚣疑《妻爨鸯上述糁缝。

这魏特征，尤其魑缀济性、政繁靛特缝，使攥及垄鞭法豹藏法、执法秘弼法

受缀游竣蘸熬影晦较穴。囊予疑济形势、缀济俗剡在苓赣嶷纯，菠蘩颧滚毽

簸予黛豫之孛。镄懿，爱垄鞭法豹徐壤取惫，魏法力魔，会痰予不嚣黧窳不

同酵期驰经济政策的不同嚣不潮。当一个溪窳娥予市场缎济测度建立裙期，

它豹涟镶关注鹣黧点童要是不溅囊竞争，褒瓣黢瘸经游酸策审戆滠麓巍◇行

麓纛蘩灏孬为缭≯款章车，健箕套法纯，在这令辩壤，隈裁镶秘议瓣蕊瓣缀奎，

蕤囊誉存在该范畴；囊市场枧涮透步完善蜃，冀法德匏熬点方转为媲黝瑕潮

竞争露为窝垄酝蟹必，忿霹蔽裁经游谈豹蘩潮较为宽泛。爨济竣蒙，姆铡怒

蔟巾豹产蹙欢羧瓣竞参致策鸯较大彩冁，灏露瓣隈裁瞧貉浚瓣扶定怒蘩攒佟

翅。

产髓竣繁，楚辫～令溪家戆审夹蠛趣嚣致黪为了羹象羯箨长远穰豢嚣囊动

予溪产照溪动鲍务耱欢繁豹蕊窝。罄产婕致蒙戆嶷凄楚黢痰瓣经济溪动豹一耱塞

爨予颓，珏实瑷特定的政繁嚣橡，瞧括实现缀济振兴每赶超、戆擒调熬穗转换

。参凳黼潘曛燕霸：‘蘸宠裁济学》(卞瓣褒瘸舔势)，串瓣缀漭出叛挫l螂年2胃第i凝，繁s宾4受。
。参见史嚣泰、邓姆藩t《缀济法总论》，滋维掇舨拄19鲻年li莠纂l蔽，繁5S46页。

。务觅嚣拳永主编{《声娩艇济学》，巍等救霄戡敞社2∞e宰2舜菸l舨，籀3∞簧。



二、禁止联会聚制竞争制度在离番技术产戴壤域孛靛矮蘑薅程

以及缳挎经济顿姥建绽与经济灌长势头等。。

歇盟缀久以来就开始推行产业政策，铡如曾缎对纺织业和钢铁业进行结构

改造，对不景气的船舶制造等行业给予国家资助。另外，欧盟述提出加强欧洲

的虢天和飞税帝l造韭{；i及信意产韭静竞争力。由予这些产盈政袋或者技术政策

都楚以援助某个产业或考某个企业为目的，这张政策就不免会对竞争政簸产生

影响。例如，欧盟推动高新技术的产业政策就会对该产姚的限制竞争采取一种

相对宽容静态度，该领域的袋翻竞争靛范畴藏较梵狭小。相对黼言，葵德不被

视为高毅技术或关键技术领域的限制竞争的范畴就较宽广。这榉，对予同一霉亍

为，如果是高新技术企业所实施，可能不被视为限制竞争行为，而如果是非高

新技术企业所实施，则可能就被认定为限制竞争行为。另外，欧盟还在高新技

术产业推动企业合作，上述第2659／2000号法规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不过，如

果这种研究与开发的合作仅仅限于创造发明阶段，这种合作是无可非议的，因

为研究与开发的努力还不能被归入可预见的市场流通的产品或者工艺中去，协

议是产品或者工艺投放市场进行竞争之前的合作协议，即前竞争协议，因此通

常不在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之内。当然，发明创造机会的本身也可能是竞争过

程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考虑合作研究与开发是否将减少而不

是增加发明创造机会，以及是否将导致技术性的统一而不是创新的多样性。然

而，如果竞争者之间可能在价格、数量等方面进行协调，限制竞争，并且，即

使企业之间仅仅在研究与开发阶段进行合作，它们在此后的技术市场阶段、产

品市场阶段能否真正地相互开展竞争也还存在着很大问题。综上可知，欧盟的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之间存在着冲突。那么，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如何处理

呢?根据欧盟条约关于在共同体市场建立一个保护竞争不受歪曲的制度较其他

任务和措旌有着优先适用地位的规定，竞争政策优先适用。另外，上述第

2659，2000号法规也规定，根据共同体法优先原则，依据成员国法采取的措施

不得损害共同体竞争规则或者为该规则的实施所采取的措施在共同体市场的统

一适用。也就是说，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竞争政策与欧盟的竞争政策发生冲突

时，优先适用欧盟的竞争政策。尽管欧盟竞争法中也有关于产业政策的考虑，

例如欧盟理事会关于控制企业合并的1989年第4064号条例第2条第1款第2

。参见王先林：‘产业政簟法初论》，‘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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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堑苎芷些塑整主塑基鍪鳖塑墼堑壅
项援定，控铡企业合并簧考虑技术和经济进步。但是，由于欧鼹实行的是一个

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缀济，从整体上说，欧盟竞争法就是欧盥法律秩序的熬

本舔瓣。瞧就是谎，尽篱欧猛巍争政蘩之多}还存在着其德方面的致策，欢整橇

构在适用竞争法的时候墩应当嬲时考艨欧盟的其他政策，但是，从欧激条约的

整个内容和条约舰定的掇个制度来看，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相比毫无疑问地处

于优先速彼。

美国基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国防、外贸等方面的考虑，对有关产业也予

以法律规制的例外许可，或者通过法律予以鼓励和扶植。例如，美国曾于1913

年制定联邦储备法以允许银行在信贷政策及利率方面进行合作，《克莱顿法》规

定反垄断法不禁止为合法目的而采取互助措施的农业和园艺组织的活动，1992

年“凯普—伏尔斯蒂德法”与1962年的“合作营销法”再一次将农业合作组织

的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例外。1993年上述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对合资企业

的研究与开发协议予以法律许可。另外，出于对新兴产业或者必要安全的考虑，

美国对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些限制竞争也是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例如。在

50年代初期，公共无线系统(电视)是一个新兴产业，吉罗尔得公司是这个领

域中的先驱，设计和生产某种独一无二的特殊设备，因而人们对这种设备的需

求量很大。吉罗尔得公司销售的是作为整体的系统设备，要求买主购买该设备

须以由该公司安装设备和提供服务为条件，显然这是一种限制竞争的情况。为

获得关键性的设备，买主不得不购买该公司的所有设备，包括安装和服务。法

院认为：这种搭售性限制竞争在一定时期是合理的。因为该产业尚出于起步阶

段，且发展前景难以确定，仍需作出不断改进。考虑到安装公共无线系统的大

部分用户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在该公司能保证它自己的投资取得成功的情况

下，就应允许它为自己生产的设备提供安装和服务。o并且，在出售高新技术产

品时，生产商要求购买者一并购买他们提供的零部件、辅助材料或者服务，如

果是出于产品的必要安全使用考虑，一般也不会受到追究。

在日本，经济法改进产业结构的形态，大致可分为权力性强制规制与非强

。陕】马歇尔·c·霍华德著：《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孙南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J99J年5
月第l版，第215*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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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止联合限韶竞争制度在高新技术产业锈域中豹适用河疆

枣l援铡(鄹诱导方法)。o裁夔纛恧言，墨本颁毒了巾，l、佥妲结梅改善法、农鼓

结构改善法和渔业结构改善法等法律，对特定行业的限制竞争行为予以豁免，

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而对予后者，由于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就不予以详

述。

根据上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怒在欧服，还是在美图和日本，产

业政策对竞争政繁的影响都很大，并鼠常常存在冲突。由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

熬不嚣酵麓茨致繁铡重淼不同，立法豹徐毽淑囊、撬法静尚度不阕，袋镪竞争

的宽狭不尽相同，因而对念作研究与开发协议中有无限制竞争的认定也就不同。

3、相关市场

相关市场，叉称为特定市场，主要包括相关产精市场牺褶关地理市场。确

定相关产品带场，需要从漪费者的角度去衡爨，所有与经麓者的产品存在替代

性的产品均威包括在内，即相甄间脊竞争的产品妓者因该产晶的存在而使某一

经营者随意您价酶能力受剿限制蠹q产品。产晶市场的确定既不能过窄，也不韪

过宽。如果j璧窄，就盛将一些实质性的替代产品撼除在岁}，从丽夸大某一经薷

者影响价格和产量的能力。反之，如果过宽，则会使一些不具商替代性的产品

毽括在内，就会降低某一经营考的枣场铃额，麸箍低旗其对市场敷影嘀力。国那

么，如何确定相关产晶市场的外部界限睨?一般米谠，产鼹市场强郝界限是囊

产品用途的合理可替换性或者该产品及其替代产晶需求的交叉弹性决定。例如，

在1956举，美国政府揩控技邦公司燕鞭玻璃纸生产案巾，因为玻璃纸荧牲邦公

司独家生产釉销售，美灏司法部认定该公司在玻璃绒这个产是枣场土占鸯10游§

的市场份额；然而，法院则是将玻璃纸簿作伐装拱料中的一秽材料，瑟在包装

材料这个枣堪上，挂邦公霹便砉18％魏豢场份颧。辔

攘关避理枣场，鄂产题枣场瓣范毽犬夺。黠予麴释舔囊褪笑蘧恣市场。蒜

嗣做法不一，其中美国蠲法郏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鑫其掰发毒戆“横辩合并攒誊”

率怼攘关薅褒枣场瓣赛定缀毒意义。该攒寤据臻，“褒零存在价格嫒筏黥条箨下，

≮基】金泽嶷雄著：《经济法概论》，灌迭A译，营鸯^避珏{蔽挺19籽年s嚣第l激，第2站页。
。黄勇、藿灵蒋；《厦垄断法经典判铡解析，，人爨法院蹲版牡2002年12月第}舨，第40凝。

。【荑】萼歆尔·e·鬟华穗蔫：《荧瑶震羟拉擀法与辍荔法规》，稚南审译，串聋社会辩攀出激社挎剃牟5
月第l敝．第25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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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她领域中的反垄断捌艇研究

当局将地理市场界定为这样一个区域，在该区域内，如果假定的垄断者作为相

关产照瑷在翻将来难～豹生产者鸯裂霉图建强翔一个至少‘数嚣不大毽蠢意义

且非暂时性的’涨价，其他地域市场的产品销售条件不变。”一般来说，确蹴相

关地理市场的方法主要是考察产品的销售范围绒提供服务的撒围。而影响相关

地理市场豹因素主簧有运输成本、销供方式和产鼎特性，一般和经营者所处的

位萋没有熹犊联系。氆程穗区销髂鹣产品或者该遗馘的演费者无法获其德外部

获褥供应时，才将该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经营者搬

果提商其销售价格，一般不会导致其弛经营者的进入或者失去消费群。在这种

情况下，消赞者是番能方便地选择竞争产晶也搿作为考察地穗市场范围的补充。

另外，地理市场的范围述受到溃赞誊像好和政府管制豹影响。在敬盟，上述第

265辩撼∞弩法娆试为，逶蓬当事蠢之阀专有技零翔谖豹灞熬翻镥搔戳获避免

研究勺并发工作的熏鬟，游过互扑专肖技术熟识螽白交换以蒯激新的改进，邋过

产菇黛产或者源予研究与器发静工芑痘麓，磷究冬歼笈领蠛戳及戒莱豹年l瘸领

域的会佟通常会诞滋援零和经济进步。尽管酸鼗辩市场分拼帮管裁集中乎共碌

体市场，讴它愿意在给予个剐豁免时将相关地理市场界定为全球市场。美国的

授法等载蘧大致稳阕。t逑美国熬Nc戳魄蕊定，为了确焱～个歪当界定的稽

荚市场，键界范围羽影响为在菜种獠废上应当旋考虑。一般说寐，将相关域理

市场界定为全球市场来考察合作研究与歼发协议中有冤限制竞争怒很困难的，

所戳这种规定商利予研究鸯汗发会瓷企簸的蘸立。尽管欧磷和荚崮都回避≯食

谗研究与嚣发瓣其嘏企她研究与舞敷活动褥产焦什么影响驹闻瓣，不过，它键

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从企球角度来考察合作研究与开发，即使鼹非常强犬的硷

渡也是允谗箕存在鹃，除i#它们既取褥了显著鹈市场控制，叉摊露第三方的刽

耨，以致嶷质上限铡了竞争。这秘考察囊要是瑟乎增畿本蜃金救霪涨竞争力舱

考虑。为增强本国企业阑际竞争力，允许本国企业在豳际市场上限制竞争，只

簧其秃密予本国市臻。承认疆究≮嚣发靛全球掭熬，一方露爱姨了窀们豢藏臻

上区分蕊场，既在全球瓷源戆基旗。毫增强其晷骣巍挚菇，又确绦冀产曩纛溪痰

市场上的竞争；另一方筒也意味着所肖国家都会爨剽谈研究墨嚣发协议的影镌。

敢盟移焚激这耪允诲盏囊避蟹会捧磺究与舞发趋缝黎爨，今剥纛争逐溪荛念照



二、藜业联合隈龌竞争裁凌程黼薪接零产监簇域串辨莲璐砖蓬

集团的竞争所代替，由_I墩产生研究与滞发项目以及它们最终希摄的创新类型。

搬据上聪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相关市场的辨定对合作研究与开发协议

孛寿纛羧嘉g爨争簿谈定蠢黧要意义。鞠关市戆躲宽帘决定鞭镪蠢争豁奏毙巍大

小，覆因为避样，欧盟朔荚冒通过灵潍解释相关市场，比如将含住研究岛开发

地理球场界定为全球市场，以促进其黼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4、疆裁牲褥谈魏熬惫

限制性协议的豁免瑕常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减少和避免研究与开发中的

风险，二是通过使合资企业的研究与帮发活动获得法律认可丽取褥法律稳定性。

貌疆帮美豳分羽逶过有笑研究与开发协议懿兔熬第265璺垃∞O号法甄和Nc醛纨

实现了上述第一方面的嗣的。这两个法规给予合作研究与开发的豁免不仅包括

技术开发过凝中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声品和工艺的试验阶段，募至还延伸到研

究与开茇成果盼利臻阶段，而且在欧麓这种豁受甚楚还延{枣銎涪律销售阶段。

不过，第二方面的目的只是在不同程庹上被实现，并且相当不彻底。在欧盟，

报据上述裁豹趣雯4窝实藏细则秘准则，第8l条第l款确立了一般禁止性原粼，

丽第3款确寝了这一琢爱|j的铡外，该教可班在个案巾适用，也可蕊遵过集体豁

免条例的方式适用于某燃兴别的协议。属于集体豁免条例范围内的协议，只肖

在欧盟委受会或国内竞挚当局擞销熬兔孵，方会拔禁止；国内法院不§§在取人

诉讼中宣布集体豁免的协议无效。第2659，2000号法规合作研究与开发协议豁

免于第81条第l款作出了规定，该规定为符合其条件的合作研究妨开发协议提

供了充分豹法簿爨护，攀过，法燕并没有完全涵羲掰煮戆磺究与器发按浚，溅

以企业通常又不得不通道复杂的程序以获得个别豁免。与之相比，Ncm纨根本

没有提供法律保障，而怒在第2条规宠了一个复杂的理性标准规则。合资企业

疆究与嚣发溪动豹懿受使携议足乎不爨经舞追究，索赔熬限剁、魁凌绘予实疑

上胜诉的一方(包括律师赞)、赔偿等规定，使各方的权益获得了相对平衡。在

欧盟，其竞争政策以合作研究与开发为基础，考察现有的可能被☆作研究与开

发獒产鑫骜健耱产鑫豢场。翔莱在这令枣囊土，参每企鳖苓是煮擎毪垒整，粼

它们可以从察事实上不受限制的合作，并且当它们☆作利用成果时，合同产晶

自第一次被投放市场时超七年内仍可攀受豁免。不过，如果参与众业是竞争性



搿新技术产业领域串麴反垄断阔蘑研究

众韭，翔仅囊参与企韭在会作研究与开发协议达戒时豹合并市场徐额没有超过

熊够为合同产I铬所改进或静代的产品的相关市场的25％时，才可以宰受豁免。

努辨，如上所透，第2659，2∞O号法觏擞零不考虑会捧霹能对其她众选研究与

开发活动或对研究与开发酌参与企业的潜在的研究勺开发活动产童的阻褥效

果，即根本不考虑合作的必要性或合作的利弊。与之相比，美国的Nc础)A则

要求主管祝构考虑所有影嫡竞争豹因素，这意殊羞在产晶索场终，翔累它{|、]已

缀楚充分可辨掰的，则必须考虑相关研究和开发项雕嵇其他企业的自＆力来考察

研究领域中的竞争，而且必颁对这种研究中的竞争悬褥会影响相同产品市场上

瓣竞争雩#出颈溯e这秘方法敬效果是，藏先，懿果没鸯耀关顼霸和蠢足够能力

凳成项层的企她，贝g合作舔歪不构成对竞争的限制；其次，如果研究与开发市

场上存在有效觉争，研究与歼发的当事方感觉到有竞争的压力或者通过创新威

胁其产晶枣场瓣，列套捧被撬必霆遴竞争褥不是疆璃竞争豹。毽莛，垂手这个

市场本质上鼹欠透明的，丽且其他项目的相关性、其他企业的能力以及他们成

功的实际机会怒难以估计的，所以判定研究与开发市场上的竞争关系是很困难

豹。o

练上所述，本文认为，～豳的反垄断法谯逶用予巍新技术产业辩，须考虑

冀鬻窳的经济玻燕，特别怒其中豹产蝗政策，台理界定稠笑产品市场期相关地

理市场，并且对合法的限制搜协议予以豁免。

三、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在高新技

术产业领域中的适用问题
漩用市场支配地位，罴指舆有市场支配蛾位的企业凭借该地位，在～定的

交易镄壤实震瞧穗羧镧竞争，遘辩公共糕蕊，秘鑫损害演费者耧益，簸疆为反

垄断法所禁止的彳亍为。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众业所具有的菜种程度豹支配或控

制力燕，即在棚关的产品市场、她理市场和时间市场上，拥有决定产晶产量、

价格帮镑售等方瑟豹控裁靛力。器管各鬻蔽黧凝法串誉一定都使蔫索黼纛配遗

位的概念，而分别使用垄断状态、独占<攮断)、垄断力以j凝占有经济优势等不

。l德瓣鞭·鸟衣量嚣萋t《冬裹技术产鼗骞关瓣反垄聚法——赞戒或矗对麓鞯瓣粼2瓢弗蓉攀译，藏粱慧
燕生缡：《甓商法论煞》第18卷。盎桥文讹搬版(香港)荫戳公司20。l牟3旁第l叛，第393贾．



三：茎尘麴查墨墓鬯壅壅鳖芷錾篓整皇鳖燕星墼錾
同的称谓，但它们所指的经济现象却是大致相同的。@在黼新技术产业领域中，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甫《度主嫠体现在对合作研究与开发中餐新垄断鹃窥镧方

嚣。

(一)创新垄断的反垄断分析

1、欧盟

由竞争到联合、独占，这是契约自由和市场竞争的自然倾向。圆也就是说，

竞争的结果是有些企业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一般说来，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

违法，只是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市场支配地位或者有其他违法

行为时，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禁止。在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研究与开发的目的

是在竞争中取得市场支配地位，而一旦其通过研究与开发创新性成果取得市场

支配地位，则其他企业再想通过市场竞争削弱这种地位就不太容易。在该产业

领域，最常见的例子是当拥有创新性成果的企业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后，附属市

场的竞争者，如配件、外围设备或者维修市场上的竞争者，会依赖于该创新性

成果以及其产品或服务之间相互联系的界面结构方面的信息。对于前者的依赖，

网络效应是其典型例证，由于其较为复杂，下文将把它作为一个独立问题进行

分析。对于后者的依赖，欧盟认为，拒绝披露一项创新违反欧盟条约第82条，

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只要该创新性成果的拥有使得创新企业能够控制兼容

产品的附属市场，则其就会受到欧盟委员会的反垄断关注，无论创新性成果是

否已经获得知识产权或者为知识产权所加强，都不能排除欧盟条约第82条的适

用。如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阻碍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或者运用了企

图从自己经营业务的市场上将现有的企业予以排除的方法，则就违反欧盟条约

第82条。不过，当市场上仍然存在竞争时，欧盟委员会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

企业应遵守的义务却有不同的理解。另外，对于标准、时间范围和有关创新协

议的判断，可能因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虑到不同的竞争力、国

内产业结构及其相互依赖性时。

迈吉尔案(M面i11)的处理较好地表明了欧盟对创新企业控制附属市场的态

。参见王先林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第l版，第182．189页。

。参见史际春、邓峰著；‘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50页．



点堑垫查亡些塑塑主箜垦垄堕塑望里塞——
度。在迈吉尔案中，国欧洲法院认为，复制权是著作权人的权利之一，拒绝向其

他人授予著作权的使用许可本身并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但在例外情

形下可以构成滥用行为。法院指出，在这个案件中，著作权人行使其专有权是

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因为首先，市场上没有一周电视节目预告的替代物；其

次，电视公司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第三方出版电视节目预告周刊；再次，这三家

电视公司拒绝向迈吉尔提供电视节目预告周刊必不可少的信息，这表明它们打

算将其在电视播映市场上的支配地位扩大到电视节日预告的信息市场上。在这

个判决中，欧洲法院还从优先适用欧盟的竞争规则出发，对成员国著作权的保

护提出了严格的限制，即拥有著作权的企业只要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就不得以

保护著作权为由，随意拒绝向第三方授予复制权。并且，欧洲法院将根据具体

案情，审查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并在

必要情况下，强制要求权利人授予许可。该判决对于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信

息通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该判决，一个在某种产

品市场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企业，无权通过其著作权将这种市场支配地位不公平

地扩大到附属市场上。该判决还表明，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拥有市场支配

地位的企业须为竞争对手提供服务并且提供“开放的网络准入”。通过对该案的

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该案至少包括两个规则：一是新产品规则。如果～项知

识产权的所有人拥有一个有着明显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所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并且(1)该原材料是一种事实上的垄断，即它没有任何现有的或潜在的替代品，

(2)该知识产权人没有客观的理由利用该原料阻止新产品的出现，(3)新产品

是该知识产权人本身所不提供的，那么拒绝供应或许可该原料构成市场支配地

位的滥用。二是关键设施规则。这一规则若作为滥用的单独衡量标准，则必须：

o迈吉尔案的案情大致如下：迈吉尔电视导读杂志是一本专门介绍英国和爱尔兰节目内容和预告电视节目

时间的杂恚-由于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三家电视公司订P、ⅪE和BBc拒绝向迈吉尔电视导读杂志许可
使用电视节目一周的预告版权。它们只对报纸作了特许，许可报纸可以在平日的24小时或者周末的前48

小时刊登全部6个频道的节日预告，所以电视观众要想预先知道三家电视公司的节日预告的话，就必须购

买三家公司各自出版的节目预告杂志．当迈吉尔电视导读杂志开始出版刊登所有广播和电视节目的综合性

指南周刊时，三家公司以迈吉尔电视导读杂志侵犯了它们的版权为由向爱尔兰法院起诉，爱尔兰法院发布

了阻止其出版的禁令．迈吉尔电视导读杂志于1986年4月向欧共体委员会提出申诉。委员会立案对此作

了调查后，认定该案中三家电视公司不授予迈吉尔电视导读杂志一周电视节日预告版权是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行为，作为对这一周电视节日预告的制裁．委员会责令它们停止违法行为，特别是要求它们以不歧视的

方式应第三方的请求提供每周电视节目预告，并允许第三方复制它们的电视节目单．委员的裁决还指出，

这三家电视公司可以收取合理的报酬。三家电视公司不服委员会的这个裁决，便向欧洲初审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委员会的裁决。在初审法院驳回其起诉之后，它们又向欧洲法院提起上诉。欧洲法院于1996年4
月6日作出终审判决，赞同初审法院的观点，驳回原告的起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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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拥有在附属市场上不可缺少的原材料的企业；(2)存在幕实上的垄断；(3)拒绝

诲穗的蠡鬃是健始谖产毅久逶逶攘除辩禽露场上豹掰有竞争者寒秀鑫懑镣鹜该

市场。国同时，该案也隐藏着这样一种理念，即如果没商在市场上拥有市场支

配地位企业的行为，或者如果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进入某～市场领域，该领域就

禳零不霹能存在蠢效竞争。不遥，该案羚块氇受蓟许多竞争法专家帮实务界久

士的批评。。例如，本案强制性为竞争对手提供部分服务的义务，也意味着对企

业行为自由以及缎织自治原则构成侵犯，从而也就会不遗当地影响或者妨碍创

薪金照|l孽孳赫霾逶步。

欧洲法院新近的一些判例逐渐改变了在迈吉尔案中的态度，有的甚至已经

非常明确地提出，如果不涉及到在市场上拥有支配地位的企业自然产生的垄断

地位，或者不涉及与该企业取得支配地位的相关网络的话，则须具备严格条件

的情况下才可要求它对其竞争者履行一定义务。其中，Bron∞r案就是就是一

个典型例子，该案涉及的是一家报纸企业在进入由在市场上拥有支配地位另一

家报业集团的投递体系的请求。对于这一请求，欧洲法院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

求。只用在下列情况下，欧洲法院才会认为构成对市场优势地位的滥用，即“一

方面，假如拒绝提供报纸投递方面的那些服务，而把它用于阻碍在日报市场上

所有希望得到这种服务的那些竞争者们竞争行为的话，而且这种阻碍在客观上

不具备充分的理由的话；另一方面，假如这一服务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对该竞争

者的经营业务的开展不可或缺的话，也就是说。假如能够替代该种投递体系的

任何事实或者潜在的形式都不存在的话。”@另外，2004年4月，欧洲法院就如

何判定一家公司是否存在垄断行为，确立了一套更加严格的判定原则。法院认

为，在一家公司拒绝将其受到专利权保护的材料授权给竞争对手使用时，仅当

其具备三个条件时，才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这三个条件是，拒绝授权造成

一种新的产品或者服务不能问世，而且市场对这种产品或服务具有一定的潜在

需求；拒绝授权没有“客观公正的理由”；授权非常关键，如果没有它，就会

造成相关市场竞争的缺失。固这个判定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法院在迈吉尔

。王先林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法律出版杜2001年9月第1版，第230．231页。

。阮方民著。《欧盟竞争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394页，王晓晔著：‘欧共体竞
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第l版，第223页。

。t德】马迪班斯-赫蒂根著t‘欧洲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l版，第353页。

。张铭洪：‘网络经济下的反垄断困境；理论与政簟分析》，《中犀经济问题'．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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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孛戆态疫，毅为在遥专零寨孛承担诞骥爨己漫有浚髑权裁囊饪豹怒放豢，嚣

该判定规则却骚求原告承襁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只肖原告证明被像拒绝授权

没有“客观公正的理由”及其他两个条件时，被告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追究。

2、美基

近年来，凝固反垄断机牵留在处理通过色4新取得市场发配地位的众妲滥用市场

发配地位的案件中作出了新的探索。在Dell计算机公司案中，联邦贸易委员会

认为，标准制定组织已经将DeU元件确定为该行业的标准，尽管Den计算机公

司也证明自己没有独占权，但是委员会认为Dell计算机公司通过行使一定的知

识产权相威胁来限制与v1．b岫的计算机系统设计标准有关的竞争构成了权利滥

用，并且最后要求Dell计算机公司停止对于建立在使用v1．bus标准基础上的侵

权要求方面的专利权的行使。回在另一案件即美国诉Pilkin鲫plc一案中，
Pilkillgton开发了一种游行车玻璃的制作方法，美国司法部指控它凭借其专利和

商业秘密安排垄断了游行车玻璃的市场，并因此限制了被许可者所在地域内的

竞争，因为它规定许可安排在其游行车玻璃专利期满后仍然有效。为矫正这种

对“谢尔曼法”第l条和第2条违反的行为，司法部颁布了一个指令，该指令

消除了强加于许可之上的所有地域和使用限制，并且禁止PilHn甜on公司执行相

关许可条款。圆不过，美国反垄断机构也认识到，不适当的反垄断法干预可能会

妨碍知识产权人收益其发明成果的能力，这不但会损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

律基础，而且会挫伤投资者为创新而进行投资的积极性，损害反垄断法自身的

目标。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英特尔公司的裁决以及联邦巡回法院对CSu v．xerox

corp案的裁决，就反映了它们在处理高新技术产业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

这种认识的努力。在英特尔公司案中，委员会指控英特尔公司阻碍微处理器技

术的创新努力，在该案的处理过程中，英特尔公司同意不基于与知识产权争议

有关的原因而拒绝或威胁拒绝提供产品或技术信息。委员会同意将这一条件具

体化，承认英特尔公司有权不许可他人使用其产品和信息，但是不应在客户通

过寻求法定的和衡平的救济措施时就削减供应。在csu v．xerox c唧案中，联

邦巡回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专利权或版权的合法拥有人可以拒绝向任何人作出

7．暨Dcll computercofp．，File№．93l·0097(C0nscntag他ement解。cpted如rpubIiccomm锄t(FrcNov2，
1995))(Com’rA∞u∞哪diss∞ling)．”S∞Unitcd‰V Pilkir垮o“PIc．CivNo．94-345 WDB∞．Ari工Oct．19，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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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霹，恧不管其意图如俺和竞争的影嫡，这种拒锪可以豁免于反垄断法，除非

知识产权鼹以欺骗获得的，侵权诉讼怒用采掩盖损密竞争者的意图的虚假诉讼，

或蠢拒绝秘簸了捺售策蜷瓣一部分。。

(二)网络效应的内部化

l、网络效应对对创新的影响

翔上所述，隧终效瘦蠢助子金韭取褥帮场支嚣攮撼。金韭建着产赫使翅蓖嚣

的扩大，无需茄外增加成奉就可增加价德：产品价值的增加又扩大了其使用范

围，范围的扩大对于其用户的使用更为方便，从而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它，

而这又进一步增加其价值。这一循环会对消费者产生“锁定”效果，罾产品使用

的时间越长，它对用户就越有用。随着产品使用范围的扩大和产品使用时间的

增加，用户就不愿意轻易更换新的产品，由此增加产品的市场支配力。由于沉

淀成本的存在，@用户停留在已确立的网络中，替代产品的提供者则可能会附随

于已确立的网络并且不愿把产品提供给潜在的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支

配力则不是暂时的，而是可能由一个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保持相当长的时

期，网络垄断或近似垄断是不可动摇的。当然，也许会有新的技术完全可能战

胜现有网络并且很快就受到消费者和供给者的青睐，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一旦一个网络垄断了市场，对于该网络的所有者或者经营者(下面简称为网络

经营者)来说，阻止潜在的竞争者就非常容易。只需通过仅允许与其网络相兼

容的产品使用网络的方法，网络的经营者就可以垄断连续几代的产品、替代产

品或者服务。由于系统只有在可兼容的情形下才可以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所

以只有当生产者的产品与网络的经营者的网络兼容时，它才能成功地进入系统

并受益于网络效应。网络效应存在的后果是，如果系统创新者成功地吸引了众

多的使用者，它就会享有创新所带来的优势，并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在系统的

多样性来强化这种优势。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网络可以是实际的，但大部分情

。王先林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法律出版杜2001年9月第1版．第232_233页。

。“锁定”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从一个系统(可能是一种技术、产品或是标准)转换到另一个系统的

转移成本高到转移不经济．从而使得经济系统达到某种状态之后就很难退出，系统逐渐适应和强化这种状

态．从而形成一种“选择优势”把系统锁定在这个均衡状态。张铭洪编著：‘网络经济学教程》，科学出版
社2002年5月第l版，第6l页。

。“沉淀成本”是基于供应相关产品和地理市场而单独引起的费用。【美】E·吉尔霍恩、w·E·科瓦丙克著；
《反垄断法律与经济》·王晓晔注、汤树梅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年t2月第l版。第11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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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不必鼹有形的，也可以是虚拟的。o兼察性的极端后果是通过定义系统元件

之间的界面，系统创新者可以制定事实标准，并艇因此使零部件产业与其系统

联系起来。另外，零部伟产鼗还会戈系统翎薪者鹣系统掰蔽弓|，这榉系统藏会

更加成功，通过攘销各种零部件，促进零部件产业的发展，而零部件产业的发

展熙会有助于系统的成功。

2、网络效应内部化

上述分析说明，网络效应以及个别制定的事实标准对创新的影响是很明显

的。那么，如何设计一种制度，将网络效应内部化，以防止或者避免它对创新

的不利影响呢?这就是网络效应的内部化问题。在存在网络效应的情况下，一

种可能的方法是打破网络。如果这样做不可行，或者实质上是不经济的并且结

果损害消费者利益，那么另一种可选择的方法是强制网络经营者以公平的、合

理的和非歧视的方式向所有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消费者和竞争者开放网络。对

网络是否予以开放即给予强制许可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支持或

者反对给予强制许可救济的理由是什么?第二，由于网络的存在有积极的方面

和消极的方面，那么区分这两者的法律规则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支持强制许可者认为，网络经营者通过凭借其地位不仅使

其优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以维持，而且还从消费者那里收取相当可观的垄断

租金，网络经营者还可能会阻止它和它的用户之外的企业进入网络，尽管这些

企业可能拥有比其更先进的技术，由此剥夺的它们改进或者实际上战胜网络经

营者的创新的机会。与之不同，反对强制许可者则认为，不予强制许可有助于

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网络或加入与网络经营者相竞争的弱小网络，这有利于它

们与网络经营者之间进行竞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别无他法；也有人主

张网络经营者取得的利润是对创新者的合理回报，强制许可是以牺牲创新者为

代价而奖励消极者或者不太积极者的做法；还有人主张强制许可还会引发使用

其他方法就可能不存在的权衡公平的问题。当然，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

不太全面，对是否给予网络以强制许可，应综合其创新与垄断及其影响等因素

予以处理。

。【德】汉斯．乌尔里希著：《与高技术产业有关的反垄断法——赞成或反对国际规则?》，郭玉军译．载粱慧星

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8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3月第l版，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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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予第二个问题，程一个关于商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听证报告巾，美豳联

邦贸易委员套曾提出必要性、目的和效举性、衡平性三规则。。必要性规则要求

强簇诲霹颓程必要静{；擎琵下方予骧实蕤；嚣嚣弱弱效率性筑羯要求在矮终经营

者拒绝竞争对手的许可要求时，它应当给予合理说明，如果它的理由符合效率

糕求，并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拒绝许可的主要目的农乎阻止竞争，就不予强制

许可；衡平性规则是指当上述两个规则都不奏效时，就要综合考虑包括上述规

则在内的各种因素。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上述三规则的提出对反垄断执法实践有

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总的来说，这些规则是模糊不确定，并且相互间还存在矛

盾。因此，如何制定出合理的利益权衡规则以指导反垄断执法实践，还是摆在

各国反垄断机构和学者面前的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四、控制企业结合制度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中的适用问题
企业结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相互合并，或者一个或多个个人或

企业对其他企业全部或部分获得控制，从而导致相互关系上的持久变迁的行为。

其中，合并包括一切形式的导致两个或者更多的各自独立的企业被一个新企业

取代或者合并成一个新企业的行为；获得控制是指通过股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合同等手段获得对一个企业行使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的行为。圆在高新技术产业

领域中，控制企业结合制度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研究与开发新技术中创新市场合

并的规制方面。

(一)创新市场的界定

1、美国

1995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颁布了《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

拉斯指南》，它的颁布对于处理知识产权与反托拉斯法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该

指南的重要，不是基于它的权威性，因为在美国，法院才是法律的最终裁决者，

而行政机关的这些公告很少能够给法院以实质的影响。该指南之所以重要是因

为它是美国官方在将自己作为一个只考虑公共利益的观察者的前提下，第一次

：s篡R06粤．P胁电删寸stA删ysisinHiglI-1hhIndus打i船：Al尹cen唧D妣ipline^dress2l‘ccn哪
Problms．F曲mary 25，1999．

’

。王先林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法律出版杜2001年9月第l版，第304．3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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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值得将许可贸易问题作为独立的主题进行一致处理。。该指南引进了“创新

市场”豹横念，并设霆‘≯反螽控蓑“安全区”。下甏主要靛这两方瑟懿内容送行

分拶亍。

根据《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创新市场包括对特定新型产品或者

工慧及其避钕替健裙静研究_移开发。逅{菇耱健耱怒播对楣关研究专舜发豹常场

力的利用构成重大限制豹各矜成果、技术朔货物，例如通过跟制假想攘斯嘉以

阻此研究与开发进行的能力和积极性。该指南指出，在评估创新市场中现有的

或学可黥潜在瀚参与者的竞争重要健辩，煮管税祷要考虑所有稽关的证据。

在分析知识产权许可贸易时，《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指出，应当

对反托拉斯分析中不曾出现的两种新型市场即技术市场和创新市场进行界定。

并且该指南还指出，只有在从事相关研究与开发的能力与特定公司的特定资产

或禀赋相联系时，主管机构才会界定创新市场。如果技术市场只是在知识产权

项下的相关市场，则对其进行界定并不困难。因为知识产权，例如专利权、商

标权、版权是相对明确的。但是，同样的说法却不能用于对创新市场的界定。

无论其目标是什么，从法律角度上看，1995年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

南》中的有关创新市场的说法有三大缺陷。首先，尽管《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

拉斯指南》试图对创新市场予以明确定义，但该概念仍然不够精确。因为，它

界定创新市场的尝试似乎超越了现在的反托拉斯分析，并且它力图以某种尚未

界定的方式来衡量一个公司的能力和在特定的领域中的革新潜力，根据该公司

在该领域所有公司的创新潜力中的份额来确定该公司的垄断程度。并且，从其

将对传统市场如劳动力或其它投入市场的分析移植于创新市场的分析来说，其

理论来源并不明确。其次，它关于创新市场的说法未与其目标相联系。《知识产

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似乎已承认之所以许可贸易制定特殊规则的主要原因

就是确认知识产权的独特性质和由许可贸易所产生的效益，因此它的分析总的

来说是反映了对于许可贸易的宽容态度。也就是说，只有当许可贸易明显具有

反竞争性，例如它成为水平限制的庇护时，它才应当受到处理。然而，新的创

。【美lJayD眦t％Jr著：《知识产权许可》(下)，王春燕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l版．第5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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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场的概念明显走向了反磷，因为它明姓使执行机构能够以～项交易可能会

损害将来不确寇的革新市场上的竞争力为由，对该项交易进行质疑和处理，而

不蛰它嚣蒋是鸯囊予竞争这一蘸提。最嚣，麦子铡瓤素场瓣涵义在蒗潮上不貔

定，而且与《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投斯指南》所设想的宽松环境相抵触，所以

它既损害《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日标，也与有关创新的司法处理

相违背。o

2、欧盟

欧盟委员会没有采用创新市场标准，第4064，89号法规第2条第1款b项

规定，委员会在认定合并时应考虑“有关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它们的经济和资金

影响力，供应商和客户可以获得的选择性产品，企业获得供应或者进入市场的

难易程度，任何市场进入的法律的或者其他的障碍，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变

化趋势，中间商和最终用户的兴趣，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进步给消费者带来的实

惠以及并不构成对竞争的妨害”，该规定非明示地指出委员会应考虑合并企业的

技术潜力，即应当把技术以及经济上的进步因素考虑进去。在这个问题上，委

员会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由裁量空间，存在争议的是，应当如何从产业政策

的角度来评价那些企业合并协议所实现的企业在全球性竞争中的实力。国欧盟使

用的是与创新市场相近的一个概念即未来市场来分析合并企业和其他竞争者研

究与开发的潜力，不过，未来市场标准不是一个使用于独立市场的标准。

(二)创新市场合并的反垄断分析

1、创新市场的合并

2000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了《美国关于竞争者之间

合谋的反托拉斯指南》，该指南对合作研究与开发中竞争者之间的合谋进行了详

细规定。@

该指南在第一节对竞争者的合谋和合并进行了区分。首先，它们的效果不

同，大多数合并完全消灭合并各方之间在相关市场中的竞争，相反，大多数合

。【美】JayDrH№bJ胡}：‘知识产权许可》(下)，王春燕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l版，第593．595
页。

。[德】马迪亚斯·赫芾根著；《欧洲法》，张思民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l版，第385页。

。“竞争者合谋”包括竞争者之间从事经济活动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协议——不是合并协议。|2王及根据协议
进行的有关经济活动。“竞争者”包括实际和潜在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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潆簧l绦謦参与蠹之黧菜静澎式豹竞争。蒺次，会舅豹瓣豹是长久魏靛，嚣台豢

贝q通常是有期限限制的。搬有些情况，竞争者合谋产生的竞争效果与他们之间

进行的完全成部分的竞争效果相同。在特定情形中，主管机构可将合谋看成相

荧枣酝上熬横翔会著，莠纛撮蕹《横惫念并霆素》柬分舞这些台谦，这稃穗形

为：(1)参岛者是相关市场上的竞争者；(2)该合谋的形成包含了相关市场上

经济活动的增效一体化；(3)一体化消除了相关市场巾参与者之间的所有竞争；

褥显(4)该会谋来疆其鸯身其嚣霹饔确鹣条款趣定褒充分有效熬麓鬻终壹。不

过，由于合谋和合并的共性是主要方面，所以本文就不予区分，以“合并”概

之。

该指南指出，蹙竞争者合谋影响的市场包括产品市场、技术市场和龟U新市

场。产最市场、技术市场台势一般容荔器定，这垂主簧分橱剖掰市场会弗。如

上所逑，只有在从事相关研究匈开发的熊力警特定公司酶特定资产藏巢赋相联

系时，主管枫构才会界定剖新市场标准。媳就是说，创新资源的集中撼食并分

析中采用创新帮场标准的主要考虑。该标准墩适用予其他穷面如知识产权鲍许

可串发生静与翩新有关豹隈靛流争，并越英撬出的最翻秘的是控制非竞争性企

业之间合并的集中效果。美提议者关注驰是会并企业在榴关产品市场上的竞争

关系以及合并导致的市场力爨的增强，蕊对予研究与歼发中产生的集中效果郎

锱赫瓣源泉考虑鹃并不多。懿蘩翅薪静合并褥攘除帮实旗髅造减少来自阉一或

相近锻究与开发潜力的竞争压力。则它可能对生产费用、创新的产黛以投产品

市场士的竞争产擞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的产生是因为创新的合并使众业在

减少磺究与并发瀵渤爵弗不丧失声晶常璐静带场份额，井麓遮耱不糕影响并不

理所巍然地因为其他企业在该产器市场上的觉争而得以避兔。通过蔑补俄资产、

技术溅专有技术的禽并，当攀穷可以更快、爨有效地研究岛开发新型的戏改进

鹣产嚣、瓣努载王麓等。毽蹙，含势霹蕤产囊藏璞强带场蘩薪力，或艇进市场

垄断力的行使，例如限制当事方独立的决策，或在合资企艘或某些当事方之间

辩竞争性重要爨产戚全部藏部分当事方单独竞争性研究与开发成粜进行联合控

制。攀过，如慕黠锲耨会劳戆琴溅影响避稃羧铡。噩|j霹缝会佼毯赣豹全都蓬程

和它对于动态竞争的影响麓予象筲机构的漩鬻之下，从丽不利于创新的进行。

为此，荧国《关于竞争者之间合谋的反托捉新指南》规定了援托拉擀“安企区”，

在该嚣域内，主镣极构会认为创毅套芳戆安撩是合法静，瓣嚣没毒必鬃瓣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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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谖套。

2、反撼拉欺安全区

如上所述，《知识产较许可的反托羧新猎南》程弓l遂了“剖耨帝绥”舱概

念的同晴，还设定了反箍箍辩“安全酝”。在《翔谖产权诲胃静茨季卺藏簸捂褰》

中，安全聪的目的，是骚通过增强知识产权许可的确定性，鼓励通过创新进行

竟簪。该攒南在两个步骤静蒸穑上，确定诲W贸易念蠲隈割静反鞭拉薪安全嚣；

蓠先，磐浆产晶裁驻务枣璐瓣份额靛够穗怒，簧{l爻装其餐存在参议翡羧涮毪条

款不具有表面的旋竞争憔以及许可方和被许可方所占的市场份额没有超过憨个

帝麓静20％群个条箨，涮该诲霹裔议簸处予安全嚣串；蒺次，热栗产菇凌霰务

枣臻熬蛰额戈法稳定，燹|熬蘩存在争议瓣蔽铡性条款不舆骞表露豹霞竞争挂以

及脊四项戏四项以上的独立控制技术作为技术的替代，但许可中包括的除外；

戢蠹存在擎议熬鞭链装袈款不其奏表瓣靛爱竞争缝叛及程裙关豢汤上蠢疆令袋

四个以上黪独立控制单髓，假诲可协议巾畿括魏赊外，则该许可协议就处于安

全醒中。o

美国《关予竞争者之间台谋的反托拙斯指南》对《知识产权谗阿的反托拉

薪指南》牵的旋托拉赣安全速遗行了逶一步发震。壤黎藏者，魏无特殊{j擎形，

除本身违法的协议、不进杼详细的市场分析就可以进行指控的协议以及上述合

并分析所适用的竞争性合谳外，如果台落及其参与方念并的市场份额未超过竞

繁胃§§受鹫影确豹每一褶荚帮蓊傍鬏靛20％，簧|j含漾藏楚子一般安全速。懿采

党争者合谋，除了拥有所霈的特定资产戡禀赋以及从攀研究与开发的动力，构

成合谍有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朗近似替代品之外，三个藏多个竞争者独立控制

研究戚栗并对龟l薪市场静纛争产生影睫，箍该合潆就簸子研究与开发竞争安垒

黻。

通过以上澍美国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关于竞争者之间

念谋静反螽挝麓指南》豹努轿，本文获秀，合并可憩产爱或增强南凌垄骜；力，

藏促进市场垄断力的行使，但是，如果对创新合并进行控制，则可能影响创新

舱进行。因此，有必要为仑法的创新市场含并设定反托控斯安全区。

。“表面的反竞争性”是指一般处予本身违法的限制，一直或几乎一直倾向乎减低产量或提高价格的其他
戳刳·参慝溻骥主缡，《主要霉家(蟪嚣)爱垄颤注捧粒糖》，法律接敝技瓣4年5男第1 I}匿，第27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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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

反垄断的立法探讨
(一)对我国现行制度及相关立法的分析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排除了市场竞争，经营者只有一个，那就是代表全民利

益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既无反垄断法执法实践的必要，也无反垄断法理论

研究的必要。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专家学者就不断呼吁我国

应制定反垄断法，立法机关也早已将反垄断法列入立法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

至今我国仍未制定一部系统的、完整的反垄断法典，当然针对高新技术产业而

制定的反垄断法律法规就更少了。不过，我国的行政主管部门也针对高新技术

产业中特定可能会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努力，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信条例》(下面简称为电信条例)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

管理条例》(下面简称为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

机软件保护条例》(下面简称为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9条等。但是，从总

体上看，我国现行立法和制度对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存在着

立法欠缺，现有的零星规定，既不系统，也不完善。

l、我阑现行的制度不完善

获科技管理制发来餐，瑗蠢豹诲多科技敬策遘羹幸，吴裔浓浮耱计麓经济惫

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例如，现有的科技奖励露4度与科技人员

的职称、工资、住房挂钩，这造背了科技奖励制度激励智力创造和技术创新的

摄奉宋鏊。蘧辨，菡家程译赞辩磷擎证、蓬商企盈、大专院狡辩研水平静一系

列的评级达标考核时，墩主要以鉴定的科技成果、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作为标

准，科研单位、国有企业、大专院校的内部制度也向论文、成果倾斜，而对合

法蘩新豹翔镇产投豹重簧性和俸餍重褫不够。这就形成了貔国当耨技术锵新能

力不强、技术创新机制不够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激励攀段缺失、技术剑裁

投入不足、中介服务机构和服务体系不够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人才缺失、技术

翻新象体不剡位的现状。o我们熟道，企业是骈究与开发的主体，由于上逑原因，

。参觅范在峰著：《垒鼗按术崩薪岛知识产较法律》，太琵法赫盛装社2∞4年8穷第l激，第145．169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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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围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不到位，缺少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国有企业没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压力和能力，其技术宦口新驱动力、自熏决

策投裂等缺失，民营众渣缺少技寒利毅载淡金、设备、人才支持等暇因，囊接

造成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缺位。当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邂步

完藩，随著我国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向纵深发展，技术剖新主体缺位酌现

坟会褥以褪转，j邕韭会残为投零剖耱孛最鼹戆音德。到郄蹲，企业会更多蟪投

资乎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技术创新。为了取得或维持竞争优势，企业不免会采

取～些限制竞争的措旒，而豳家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有效竞争，就需要倍韵反

垄凝法对其嚣力避孬热潮，焱这耱楱撬下，翔嚣投鬻毯辑写垄凝、公平与效率

昵?这就是本文的创作目的所在。从反垄断制度来看，貔国尽管在反擅断方面

已经有了～些瓶章制度t而鼠通过执法已经取得～定成散，但反垄断制度仍存

在着缀丈隧题，主要表现在滏来形缓一令系缓窝宠整憨爱垄蟹法蒋系、鼹澈麓

行驶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制裁不力、缺乏独立和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等三个

方磷。o

2、我国现有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反垄断立法过于简单，并且许多领域还存在

立法空白

我国现行的有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反垄断立法主要体现于专利法、著作权法、

商标法、电信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

法规中，而这些规定的内容简单，对限制竞争规制的许多方面都是空白。以电

信条例为例，尽管它对电信网络互联互通作出了规定，但对网间互联质量争议

发生时司法机关管辖权、基础网络不履行互联互通义务或通过人为制造通信障

碍使网间通信质量低于其网络内部同类业务的通信质量造成竞争对手损害时的

法律救济等问题都没有相应规定。。

3、我国现有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反垄断立法过于零散，且不系统

上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反垄断立法的内容、手段等都不统一，对高新技术

产业中的限制竞争行为缺乏统一安排和规范。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我国

尚无最基本的反垄断法典，而反垄断法典的缺失使得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

。王晓晔：‘入世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

。娄耀雄著：‘信息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8月第l版，第102．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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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垄断法失去了最基本的法典依据。这样，高新技术产业的反垄断立法就零

散地分布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并越显得相当零乱和粗糙。有些只怒作了原则

装瓣蔑寇，毒整只是蠡到鸯止，套鑫孽虽然较为其钵，餐叉援议涉及舞裁技零产

业的某一方面。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反垄断立法的基本构想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产品在市场上占有的比重不断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

提高。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限制竞争的行为；另

一方面，“入世”后，更多的国外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我国，它们有可能采取限制

竞争的方式以取得竞争优势，这都使得我国制定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反垄断法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现出来。。那么，如何利用反垄断法来规制高新技术产

业中的限制竞争的行为，以保障该产业的健康发展呢?本文认为，应从程序法

和实体法两个方面来考虑。

l、从程序法角度来看

从程序法角度来看，下面三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引入专家参与案件审

理制度。如上所述，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产品、工艺和服务的技术复杂，涉诉案

件处理起来较为复杂，因此有必要借助于专家的专业知识。至于如何依靠专家

审理案件，除美国传统的专家证人的方式外，波斯那曾提出了另外三种方式，

一是建立专门法院，由受过技术教育的法官组成，来解决涉及技术问题的案件：

二是借鉴仲裁程序，在一个技术复杂的反托拉斯案件中，法官可以让每一方当

事人指定一个技术专家，然后两个技术专家以这种方式指定第三名双方都同意

的技术专家，由法官指定其为法院委派的技术专家；三是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

由两名当事人指定的技术专家和一名中立的技术专家组成，来协助法官或特别

负责人执行和解判决或者诉讼判决。圆对于第一种方式，甚至波斯那本人都认

为绝对没有希望实现，因为法官的技术教育不等他们坐上法官席可能就过时

了。美国传统的专家证人的方式主要是指技术专家在诉讼中的地位是证人，因

。“入世”后，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要表现为反垄断法对于世贸规则的落实和保障、避

免贸易争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王先林：《“入世”背景下制定我固反垄断法的两个问题》，‘法学
评论》，2003年第5期。

。【美1理壹德-A·波斯那著：《反托拉斯法》。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l版，第326．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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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黎任务是程案传搴熬过疆孛受囊怒法害或者蹬窍溺提供链钠姥够璎薅熬涯

据。这种方式和波斯那穗出的第二种方式一样，常常因为涉诉领域技术德越强，

与寨磐没蠢剩害必系的入就越少约缀阙，其作擐受到很大隈剁。嚣最慰一秘方

式相对来说较为合理，本文认为值得采纳。当然，其他的方式也都有其一定的

合瑗之处，我国藏法部门在将来的相关立法中，可戬予戳税衡考虑。其次，弓l

入巍耘技术寨{牛熬骣迁剁度。荚予暖涯，《中华入涎共和溷厅政处毳法》第42

条和第43条、《巾华人民共和囡行政许可法》第46条、箔47祭第48条以及

《中华人氐共和豳价格法》第23条簿获实体和程序方面迸行了矮体藏定。对

褰藏技术产韭领域中豹黻割竞争案搏之疑戳囊必要萼l入鼹涯涮度，主要是透冀

该产业技术性强、影响深远的原因。而通过听证，更有利于当枣方陈述事由、

表达意见，也有利于执法部门调查核实{芷据、作出含瑾翔决。不过，对于听证

程序的适用案件范围、参加人员等问题都需认真考虑，本文认为，听证程序一

般适用于案件技术性强、标的额大、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存在新出现的不易

处理问题等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技术专家等都可参加。再次，对高新

技术产业领域中的限制竞争损害赔偿实行单倍损害赔偿制度。对于反垄断损害

赔偿，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不尽相同。根据损害赔偿额和实际损害的关

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损害赔偿制度可分为单倍损害赔偿制度、酌定三倍损害

赔偿制度、法定三倍损害赔偿制度。例如，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

交易法”第25条采取单倍损害赔偿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第

32条采取酌定三倍损害赔偿制度，而美国“谢尔曼法”第7条采取的是法定三

倍损害赔偿制度。不过，如上所述，美国的NcIu塘对合资企业的研究与开发

协议采取的却是单倍损害赔偿制度。对于高新技术产业限制竞争损害赔偿采取

何种制度，学者看法不一。波斯那认为应采取灵活的制度，也就是说，可以是

单倍损害赔偿，也可以是三倍甚至更多倍损害赔偿；我国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反

垄断立法应采取双倍损害赔偿制度，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是否有所不同，未置可

否。国本文认为，我国在对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的限制竞争损害赔偿进行立法

时，宜采取单倍损害赔偿制度。这是因为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正处于起步

阶段，一些限制竞争行为的出现不可避免，如果对于造成的损害一律给予双倍

。参见李固海：‘反垄断法损害赔偿制度比较研究，，‘法商研究》，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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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更多偿赔髅，可熊会搠铡企藏刨新的积极雠。势盈，甜予鬻静学者戳貔滏

《消费者权慈保护法》第盼条先依据，囊张我禽鑫视步县餐双綮按害赔偿熬

立法基獭，本文认失毽终蒋壤，因为篷是瘩予上述法簿条文的孬森，才‘出蠛了

较套争议戆“王海璜象”。氇就是说，双储损害潞戆容器造藏湃粳滋翅，使法

律变成谋骏不警褥利鸯奄王鬟。冬管荧溺瓣予私入提起韵爱整数游讼安露三传损

鬻赔偿，但荑落对提越诉讼的圭体资格等避行了严格黻捌，即便如诧，该规定

也受劐众多嚣浚。并爨，》澎戳猹瓣矫究与开发巾辍溺性协议攒害赔偿已经渡

交了上述规定。溅就，采取擎倍撰密薅搂糕发更簿套法理秘壤理。

2、铁实体法角度来番

获安俸法角度来看，落有三个阔懿霈要考虑。莴笼，辩磷究与舜发巾聚露l健

协议予缓烧涮。絮上瓣述，合作研究与嚣发霉戳避受疆褒与羚发王终豹重复，

涮激耨熬锱耱，稳是，鼍攀方麓暴爨鼗蠢袋裁竞擎，剡瑶裁按密竞争，在这耱

情糯下，缭予遥警的爱垄断麓涮是必簧豹。都么，龆俺傲到逶警曦?本交谈为，

这令适当壤是瀵足确保骞效竞争和为企韭掇供充分熬法德保护涎令要求。如果

不自％兼顾两者，就要权衡各方面因素，作出取舍。在这方面，欧暇的第2659，2000

号法规和簧国“豳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案”提供了较好范例，尤其是前者，其

对逶矮蕊溪、霹以熬受巍不予嚣兔豹爨议明镶援定，更馕褥我嚣将寒立法予以

借鉴。其次，对研究与开发中创新市场合并予以规制。对创新市场合并予以规

制的关键戆如何移植创新市弱，如上所述，宦4新市场，怒建立在概念不确定性

帮囊蠹裁豢决定静预测性瓣妻鼹主义夔基懿之上，掰戬鳃{霉正确移攘靛成了|’巍

题。我国台湾地区在借搽美国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投斯指南》、《美国关于

竞争者之间合谋的反托拉斯指南》等立法，并结合其实簖需要对创新市场遂行

7移攘。箕“窜遴技零授粳狯议寨镣处理聚剡”第毒条筹2款筑定，在窜毽援

术授权协议案件时，应着重技术协议对下列特定市场可能或真正所产生限制竞

争溅不公平竞争也影响：(1)利用授权技术而制造或提供之商品归属之商品市

强；(2)每该特定按拳其存饕代经稀界定乏按拳露场；(3)戮莓戆扶睾亵熬之

研究发展为界定范围之创新市场。该规定裔简意赅，与其“公乎交易法”紧密

衔接，可为较为成功移植。但是，它与移植母体一样，概念模糊且不确定。本

文试为，羧国将来立法翔采戆够明确界定翻囊审场，就游立法辍关逶遘法律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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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予激裁定。魏采不能明确界定铺薪常场，就偌鉴台湾螅区瓣做法，虫霉亍政主

管部门通过制定指导原则作出规定，然后褥通过实施细刚予戳细化。褥次，网

终教戏豹内部让阅题。从菜秘程嶷上说，耀终效应嬲内郝化靛过程，就是刨毅

和合法蛰断的权衡过程。一方面要保护创新，保护知谈产权激及由知识产权所

维系或强化的网络，允许适度的垄断，丽另一方磁，在网络缀营者滥用这种垄

鼗她缎、损害潢费者、竞争对手的剩薤及社会公共剥益、阻碍薮的创新时，就

要抒破这种垄錾。妇土舞述，要努破稠络垄凝，～秘方法是掺破嬲终，另一秘

方法怒丽络静疆制许掰。褥第一种方法常常燕不爵符蠡拳，这样，挺毒采取第二

种方法。那么，鲡何给予阕络戮强制谛可猩?本文认舞，我鬣将来立法在对黼

络实施强锖《许可时，簧谨慎行攀，最好是明确簸寇强制许可的适用情形和条件，

以平衡仓Ⅱ新者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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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间过得真快，七年的安大学习生活转瞬即逝。几年前，带着梦想，告别生

我养我的i逾，来肥求学。回想这几年，思绪万千。令我感动的事很多，值得我

感谢的入也很多。一切就像在昨天，一切就像在眼前。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蹲校，

安徽大学。发大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在母校的怀抱中，我的·心灵得以净化，

我的知识得以增长，我的人格褥以想造，我的灵魂得以丹华。在霹将弱母校分别

的时刻，我只想说，谢谢您，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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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反黧断法》、《w T o竞争政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合著及主编教材多部，

在《中圈法学》、《法学家》、《法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上百篇，并于2004

年获得“全阐摸范教炳”称号。其次，他品德越尚。例如，谯论文修改过稷中，

他要求我们不要把论文打印出来，只需发送电子邮件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便必

我们节省了许多精力和金钱开支，不过，却给他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本文从选

题劐搜集资料，论文续构安排乃至谴避造句，王老师都绘予了指导襄帮助，镑出

了许多精力，在此表豕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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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在此表承感谢。德育明教授，专业知识扰实，幽默鏖键，为我勰答了港多理

论困惑，在此也表示感谢。华冒庆教授、程滕雷教授、张字润教授镰老师对我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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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麓东

2004年4胃20翻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1．张卫东：《商索责任之两论》，《安徽大学学撒(增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

一貉麓蠢)2∞3年第6期，燕15l——153夏。

2．张卫东：《联合行为及其法律规制》，《甘肃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第152——154页。

3．张至东、鞠灌鞠：《硼瓠滋滚与耀关短鼋餮产粳国黪公终魄较》，《安徽大学学
报(增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04年第6期，第286——288页。

4．胡道明、张m东：《关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构想》，《安徽大学学报(增

秘)》(中国入文柱会辩学孩心期秘)瑟黼年第6麓，第14幸～147茭。



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的反垄断问题研究
作者： 张卫东

学位授予单位： 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50条)

1.参考文献

2.一、著作类

3.漆多俊 经济法论丛 2002

4.漆多俊 经济法论丛 2003

5.周其仁 数网竞争--中国电信业的开放和改革 2000

6.阮方民 欧盟竞争法 1998

7.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下册宏观部分) 1996

8.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条法司 现代竞争法的理论与实践 1993

9.史际春.邓峰 经济法总论 1998

10.苏东水 产业经济学 2000

11.王先林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 2001

12.王先林 WTO竞争政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 2005

13.《各国反垄断法律汇编》编选组 各国反垄断法律汇编 2001

14.尚明 主要国家(地区)反垄断法律汇编 2004

15.范在峰 企业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法律 2004

16.娄耀雄 信息法研究 2004

17.杨公朴.夏大慰 产业经济学教程 2002

18.张昕竹 网络产业:规制和竞争理论 2000

19.张铭洪 网络经济学教程 2002

20.黄勇.董灵 反垄断法经典判例解析 2002

21.红玉 网络经济 2000

22.王晓晔 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 1998

23.王晓晔 欧共体竞争法 2001

24.王长河.周永胜.刘风景 日本禁止垄断法 1999

25.斯蒂芬·马丁.史东辉 高级产业经济学 2003

26.E 博登海默.邓正来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 1999

27.马歇尔·C·霍华德.孙南申 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 1991

28.E·吉尔霍恩.W·E·科瓦丙克.王晓晔.汤树梅 反垄断法律与经济 2001

29.Jay Dratter Jr.王春燕 知识产权许可(下) 2003

30.奥利弗·E·威廉姆森.张群群.黄涛 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契约和策略行为 1999

31.理查德·A·波斯那.孙秋宁 反托拉斯法 2003

32.约翰·亚格纽.徐海.盛建明.席文红 竞争法 1992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65719.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8d%ab%e4%b8%9c%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School%3a%22%e5%ae%89%e5%be%bd%e5%a4%a7%e5%ad%a6%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1.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c%86%e5%a4%9a%e4%bf%8a%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c%86%e5%a4%9a%e4%bf%8a%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1%a8%e5%85%b6%e4%bb%81%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8%ae%e6%96%b9%e6%b0%91%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b%98%e9%b8%bf%e4%b8%9a%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b%bd%e5%ae%b6%e5%b7%a5%e5%95%86%e8%a1%8c%e6%94%bf%e7%ae%a1%e7%90%86%e5%b1%80%e6%9d%a1%e6%b3%95%e5%8f%b8%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8.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f%b2%e9%99%85%e6%98%a5%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93%e5%b3%b0%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9.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b%8f%e4%b8%9c%e6%b0%b4%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10.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5%88%e6%9e%97%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1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5%88%e6%9e%97%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1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3%80%8a%e5%90%84%e5%9b%bd%e5%8f%8d%e5%9e%84%e6%96%ad%e6%b3%95%e5%be%8b%e6%b1%87%e7%bc%96%e3%80%8b%e7%bc%96%e9%80%89%e7%bb%84%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1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0%9a%e6%98%8e%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1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c%83%e5%9c%a8%e5%b3%b0%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1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8%84%e8%80%80%e9%9b%84%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1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a8%e5%85%ac%e6%9c%b4%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4%8f%e5%a4%a7%e6%85%b0%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1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98%95%e7%ab%b9%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18.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9%93%ad%e6%b4%aa%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19.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b%84%e5%8b%87%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1%a3%e7%81%b5%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20.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ba%a2%e7%8e%89%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2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99%93%e6%99%94%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2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99%93%e6%99%94%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2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9%95%bf%e6%b2%b3%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1%a8%e6%b0%b8%e8%83%9c%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9%a3%8e%e6%99%af%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2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6%af%e8%92%82%e8%8a%ac%c2%b7%e9%a9%ac%e4%b8%81%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f%b2%e4%b8%9c%e8%be%89%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2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e5%8d%9a%e7%99%bb%e6%b5%b7%e9%bb%98%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93%e6%ad%a3%e6%9d%a5%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2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6%ad%87%e5%b0%94%c2%b7C%c2%b7%e9%9c%8d%e5%8d%8e%e5%be%b7%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5%8d%97%e7%94%b3%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2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c2%b7%e5%90%89%e5%b0%94%e9%9c%8d%e6%81%a9%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c2%b7E%c2%b7%e7%a7%91%e7%93%a6%e4%b8%99%e5%85%8b%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99%93%e6%99%94%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1%a4%e6%a0%91%e6%a2%85%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28.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Jay+Dratter+Jr%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98%a5%e7%87%95%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29.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5%a5%e5%88%a9%e5%bc%97%c2%b7E%c2%b7%e5%a8%81%e5%bb%89%e5%a7%86%e6%a3%ae%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7%be%a4%e7%be%a4%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b%84%e6%b6%9b%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30.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0%86%e6%9f%a5%e5%be%b7%c2%b7A%c2%b7%e6%b3%a2%e6%96%af%e9%82%a3%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7%a7%8b%e5%ae%81%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3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ba%a6%e7%bf%b0%c2%b7%e4%ba%9a%e6%a0%bc%e7%ba%bd%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6%b5%b7%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b%9b%e5%bb%ba%e6%98%8e%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8%ad%e6%96%87%e7%ba%a2%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32.aspx


33.金泽良雄.满达人 经济法概论 1985

34.马迪亚斯·赫蒂根.张恩民 欧洲法 2003

35.王先林 产业政策法初论[期刊论文]-中国法学 2003(3)

36.王先林 对思科、华为知识产权之争中的"私有协议"垄断问题的思考[期刊论文]-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4)

37.王先林 "入世"背景下制定我国反垄断法的两个问题[期刊论文]-法学评论 2003(5)

38.王先林 论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的相关部分评析[期刊论文]-

法商研究 2004(5)

39.王源扩 我国竞争法的政策目标 1996(05)

40.徐士英.郏丙贵 欧盟竞争法的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期刊论文]-法学 2004(8)

41.徐士英.王良 论新兴B2B电子商务市场的反垄断法规制[期刊论文]-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4(5)

42.王晓晔 入世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期刊论文]-法学研究 2003(2)

43.张铭洪 网络经济下的反垄断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期刊论文]-中国经济问题 2005(2)

44.汉斯·乌尔里希.郭玉军 与高技术产业有关的反垄断法--赞成或反对国际规则? 2001

45.韩立余 欧盟反托拉斯法的现代化[期刊论文]-法学家 2004(5)

46.李国海 反垄断法损害赔偿制度比较研究[期刊论文]-法商研究 2004(6)

47.Dell Computer Corp File No.931-0097( Consent agreement accepted for public comment ( FTC

Nov.2,1995) ) ( Comm'r Azcuenaga dissenting)

48.Robert Pitofsky Antitrust Analysis in High-Tech Industries:A 19th Century Discipline Address 21

st Century Problems 1999

49.Orson swindle Government and the Tech World:Friends or Foes? 2000

50.F·Easterbrook The limits of Antrust 1984(01)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65719.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7%91%e6%b3%bd%e8%89%af%e9%9b%84%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b%a1%e8%be%be%e4%ba%ba%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3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8%bf%aa%e4%ba%9a%e6%96%af%c2%b7%e8%b5%ab%e8%92%82%e6%a0%b9%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81%a9%e6%b0%91%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3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5%88%e6%9e%97%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fx20030301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f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5%88%e6%9e%97%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ndxxb-shkxb200304008.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ndxxb-shk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5%88%e6%9e%97%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xpl200305006.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xpl.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5%88%e6%9e%97%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syj20040500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s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ba%90%e6%89%a9%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39.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5%a3%ab%e8%8b%b1%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8f%e4%b8%99%e8%b4%b5%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ax200408018.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a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5%a3%ab%e8%8b%b1%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8%89%af%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lkx200405027.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l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99%93%e6%99%94%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xyj200302008.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x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9%93%ad%e6%b4%aa%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jjwt20050201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jjwt.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1%89%e6%96%af%c2%b7%e4%b9%8c%e5%b0%94%e9%87%8c%e5%b8%8c%22+DBID%3aWF_XW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ad%e7%8e%89%e5%86%9b%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4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f%a9%e7%ab%8b%e4%bd%99%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xj200405021.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x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9b%bd%e6%b5%b7%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syj20040600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s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Dell+Computer+Corp%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47.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4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Robert+Pitofsky%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48.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48.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Orson+swindle%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49.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F%c2%b7Easterbrook%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Y765719%5e50.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65719.aspx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独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一、问题的提出和初步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二)初步思考

	二、禁止联合限制竞争制度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的适用问题
	(一)欧盟的第2659/2000号法规
	(二)美国的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案
	(三)限制性协议的反垄断分析

	三、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的适用问题
	(一)创新垄断的反垄断分析
	(二)网络效应的内部化

	四、控制企业结合制度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的适用问题
	(一)创新市场的界定
	(二)创新市场合并的反垄断分析

	五、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反垄断的立法探讨
	(一)我国现行制度及相关立法的分析
	(二)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反垄断立法的基本构想

	参考文献
	后记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