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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4日，法兰克福2013年7月24日，法兰克福



9:00 欢迎9:00 欢迎

9.15 引言– 德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法9.15 引言– 德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法

10:30 茶歇10:30 茶歇

10:4510:45 德国的并购控制10:45

11:45 欧盟与全球的并购控制11:45 欧盟与全球的并购控制

12:30 午餐12:30 午餐

13:30 政府补助13:30 政府补助

14:00 行业专项调查14:00 行业专项调查

14:3014:30 茶歇14:30

14:45 私人执行、恶意解除、美国取证14:45 私人执行、恶意解除、美国取证

16:00 国际反垄断执行16:00 国际反垄断执行

17:00 研讨会结束17:00 研讨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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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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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 欧盟委员会布鲁塞尔 欧盟委员会布鲁塞尔 欧盟委员会

负责跨境事务，通过了欧盟反垄断法。负责跨境事务，通过了欧盟反垄断法。负责跨境事务，通过了欧盟反垄断法。

波恩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波恩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波恩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

负责德国事务，通过了德国和欧洲的反垄断法。负责德国事务，通过了德国和欧洲的反垄断法。负责德国事务，通过了德国和欧洲的反垄断法。

柏林 联邦经济与技术部柏林 联邦经济与技术部柏林 联邦经济与技术部

部级，负责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部级，负责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部级，负责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

德国联邦各州 个反垄断机构德国联邦各州 个反垄断机构德国联邦各州 个反垄断机构

负责地区事务，执法活动适用德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法。负责地区事务，执法活动适用德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法。负责地区事务，执法活动适用德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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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WikipediaSource: Wikipedia

55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德国反限制竞争法

共同体基本法共同体基本法

欧盟工作模式条约欧盟工作模式条约

共同体派生法 理事会与委员会共同体派生法 理事会与委员会

限制竞争免责条例限制竞争免责条例

经营者集中条例经营者集中条例

等等等等

通知与信息通知与信息通知与信息

纵向指南 年 月纵向指南 年 月

横向指南 年 月横向指南 年 月

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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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订立限制竞争的协议禁止订立限制竞争的协议

禁止滥用主导地位禁止滥用主导地位

77



价格操纵：禁止竞争者之间的价格协议（价格确定和 或价格稳定）。价格操纵：禁止竞争者之间的价格协议（价格确定和 或价格稳定）。
例如：最高和 或最低价格安排、回扣、价格调整的时机以及价格附加例如：最高和 或最低价格安排、回扣、价格调整的时机以及价格附加例如：最高和 或最低价格安排、回扣、价格调整的时机以及价格附加
条件，如付款条款、信用指标、拖欠利率和担保范围。条件，如付款条款、信用指标、拖欠利率和担保范围。

市场划分 地区、客户、报价 禁止竞争者之间通过分配地区或客户或市场划分 地区、客户、报价 禁止竞争者之间通过分配地区或客户或
通过确定具体的（销售）额度进行的市场划分。通过确定具体的（销售）额度进行的市场划分。

确定条款与条件 同样关键的是：就与价格无关但与商品及服务有关的确定条款与条件 同样关键的是：就与价格无关但与商品及服务有关的
条件所订立的协议。条件所订立的协议。条件所订立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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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价格维持零售价格维持

最低价格的定义最低价格的定义

具有约束力 的建议价格具有约束力 的建议价格

最惠国条款最惠国条款

价格幅度的定义价格幅度的定义

购买价格与 不竞争条款购买价格与 不竞争条款

地域保护与排他地域保护与排他

选择性分销系统。选择性分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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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导地位的使用必须公平且不得歧视对主导地位的使用必须公平且不得歧视

主导地位： 的市场份额主导地位： 的市场份额

价格歧视、回扣系统；价格歧视、回扣系统；

倾销计划；倾销计划；

要求不适当的条件；要求不适当的条件；

拒绝供应；拒绝供应；

禁止结盟；禁止结盟；

低于成本销售。低于成本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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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对英特尔滥用主导地位的行为，委员会处以10.6亿欧元的罚款，命令英特尔停反垄断：对英特尔滥用主导地位的行为，委员会处以10.6亿欧元的罚款，命令英特尔停
止非法行为止非法行为

2009年5月13日：欧盟委员会对英特尔公司违反欧盟委员会条约有关滥用主导市场地位的2009年5月13日：欧盟委员会对英特尔公司违反欧盟委员会条约有关滥用主导市场地位的
反垄断规定（第82条）、为排除计算机芯片即x86中央处理器（CPUs）市场的竞争者而反垄断规定（第82条）、为排除计算机芯片即x86中央处理器（CPUs）市场的竞争者而
从事非法的限制竞争活动，处以10.6亿欧元的罚款。委员会还命令英特尔立即停止一切正从事非法的限制竞争活动，处以10.6亿欧元的罚款。委员会还命令英特尔立即停止一切正
在进行的非法活动。从2002年10月到2007年12月，英特尔在全球的x86CPU市场上占据在进行的非法活动。从2002年10月到2007年12月，英特尔在全球的x86CPU市场上占据
主导地位（至少70%的市场份额）。委员会发现英特尔从事了两种形式的非法活动。首主导地位（至少70%的市场份额）。委员会发现英特尔从事了两种形式的非法活动。首

先，英特尔向计算机厂商提供了完全或部分隐形的回扣，条件是他们从英特尔购入他们先，英特尔向计算机厂商提供了完全或部分隐形的回扣，条件是他们从英特尔购入他们
所需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x86CPU。英特尔还向一家主要零售商直接付款，条件是该零售所需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x86CPU。英特尔还向一家主要零售商直接付款，条件是该零售

x86CPU商的库存只得装有x86CPU的计算机。该等回扣和付款有效地防止了客户和最终的消费者

选择其他产品。其次，英特尔还向计算机厂商直接付款，目的在于阻止或推迟含有竞争选择其他产品。其次，英特尔还向计算机厂商直接付款，目的在于阻止或推迟含有竞争
对手的x86CPU的产品上市并限制可供该等产品使用的销售渠道。委员会发现，上述活动对手的x86CPU的产品上市并限制可供该等产品使用的销售渠道。委员会发现，上述活动
构成了英特尔滥用在x86CPU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损害了欧洲经济区内的所有消费者。通构成了英特尔滥用在x86CPU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损害了欧洲经济区内的所有消费者。通

过削弱竞争对手依靠其产品进行竞争的能力，英特尔的行为破坏了竞争和创新。委员会过削弱竞争对手依靠其产品进行竞争的能力，英特尔的行为破坏了竞争和创新。委员会
将通过本项决定对英特尔的合规情况进行有力的监控。x86CPU目前的全球市场价值每年将通过本项决定对英特尔的合规情况进行有力的监控。x86CPU目前的全球市场价值每年
约为220亿欧元（300亿美元），其中欧洲约占30%。约为220亿欧元（300亿美元），其中欧洲约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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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厂商消防车厂商消防车厂商

年 月：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 ）对三家消防年 月：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 ）对三家消防
车厂商处以 百万欧元的罚款。车厂商处以 百万欧元的罚款。

、、
和 （地址位于奥地利的和 （地址位于奥地利的

卢肯瓦尔德和莱昂丁）。针对第四家厂商的诉讼目前仍在进行。卢肯瓦尔德和莱昂丁）。针对第四家厂商的诉讼目前仍在进行。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还对一个以瑞士为基地的注册会计师处以了罚款，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还对一个以瑞士为基地的注册会计师处以了罚款，
原因是他为卡特尔活动提供了协助。原因是他为卡特尔活动提供了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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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尔的成员就限定销售份额达成了一致（即所谓的 瑟尔比例 ）。卡特尔的成员就限定销售份额达成了一致（即所谓的 瑟尔比例 ）。

该等公司将其获得的订单报给一个常驻瑞士的注册会计师。他在苏黎世机场举行该等公司将其获得的订单报给一个常驻瑞士的注册会计师。他在苏黎世机场举行
的会议上开出清单，作为控制限定报价的依据。此后，各个公司约定了他们的出的会议上开出清单，作为控制限定报价的依据。此后，各个公司约定了他们的出
价。价。

除了所谓的 苏黎世圈 之外，他们的销售代表还定期会晤，在他们之间划分地区对除了所谓的 苏黎世圈 之外，他们的销售代表还定期会晤，在他们之间划分地区对
救火车的投标邀请。救火车的投标邀请。

针对销售代表、执行董事和董事长的起诉已交由州检察官进行犯罪评估。针对销售代表、执行董事和董事长的起诉已交由州检察官进行犯罪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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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开出铁路案件的第一笔罚单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开出铁路案件的第一笔罚单

年 月 日：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对四家铁路厂商和供应商处以年 月 日：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对四家铁路厂商和供应商处以
百万欧元的罚款，理由是他们订立了有损于 的限制百万欧元的罚款，理由是他们订立了有损于 的限制

竞争协议。竞争协议。

判处罚款的法令送达给了判处罚款的法令送达给了
百万欧元 、 年起归属 集团的百万欧元 、 年起归属 集团的

百万欧元）、 集团的子公司百万欧元）、 集团的子公司
百万欧元 和 集团的另一个子公百万欧元 和 集团的另一个子公

司 百万欧元）。对其他公司的调查仍在司 百万欧元）。对其他公司的调查仍在
进行中。进行中。

上述法律程序是由一家奥地利公司即 提出的宽恕申请引发上述法律程序是由一家奥地利公司即 提出的宽恕申请引发
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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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卡特尔案件中对Moravia Steel Deutschland处以1千万欧元的罚款铁路卡特尔案件中对Moravia Steel Deutschland处以1千万欧元的罚款Moravia Steel Deutschland 1

2013年7月11：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对Moravia Steel Deutschland处以1千万欧2013年7月11：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对Moravia Steel Deutschland处以1千万欧
元的罚款。该管理局刚刚结束了其因铁路厂商和供应商订立有损于Deutsche Bahn元的罚款。该管理局刚刚结束了其因铁路厂商和供应商订立有损于Deutsche Bahn
AG的反竞争协议而对其进行的调查程序。AG的反竞争协议而对其进行的调查程序。

去年，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已经对2010年起成为Vossloh集团一部分的去年，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已经对2010年起成为Vossloh集团一部分的
ThyssenKrupp, voestalpine和Stahlberg Roensch处以了罚款。ThyssenKrupp, voestalpine和Stahlberg Roensch处以了罚款。

上述法令程序中判处的罚款目前达到134.5百万欧元。上述法令程序中判处的罚款目前达到134.5百万欧元。

上述法律程序是由一家奥地利公司即voestalpine AG提出的宽恕申请引发的。上述法律程序是由一家奥地利公司即voestalpine AG提出的宽恕申请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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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对铁路厂商之间的更多协议了进行处罚：对有损于本地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对铁路厂商之间的更多协议了进行处罚：对有损于本地
1公共运输公司，私人、地区和工业铁路及建筑公司的协议处以总额接近1亿欧元公共运输公司，私人、地区和工业铁路及建筑公司的协议处以总额接近1亿欧元

的罚款的罚款

2013年7月23日：截止当日，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对8家涉及铁路卡特尔案件2013年7月23日：截止当日，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对8家涉及铁路卡特尔案件
的公司处以了更多罚款，总额达到97.64百万欧元。的公司处以了更多罚款，总额达到97.64百万欧元。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的局长Andreas Mundt说：“铁路卡特尔程序的这个第二部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的局长Andreas Mundt说：“铁路卡特尔程序的这个第二部
分并非针对有损于Deutsche Bahn的协议。今天所判罚款针对的是有损于本地公共分并非针对有损于Deutsche Bahn的协议。今天所判罚款针对的是有损于本地公共
运输公司，私人、地区和工业铁路及建筑公司的价格与客户保护协议。该等协议运输公司，私人、地区和工业铁路及建筑公司的价格与客户保护协议。该等协议
的目标是在卡特尔成员之间分割招标或项目。正是由于有这个已经形成多年的卡的目标是在卡特尔成员之间分割招标或项目。正是由于有这个已经形成多年的卡
特尔、长期存在的客户关系和对客户喜好的了解，所有参与投标的公司往往从一特尔、长期存在的客户关系和对客户喜好的了解，所有参与投标的公司往往从一
开始就都清楚地知道，谁应该中标。该卡特尔形成于2001至2011年之间，涉及的开始就都清楚地知道，谁应该中标。该卡特尔形成于2001至2011年之间，涉及的
产品领域包括铁路、道岔和卧车。”产品领域包括铁路、道岔和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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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罚企业：受罚企业：

ThyssenKrupp GfT Gleistechnik (88 ),ThyssenKrupp GfT Gleistechnik (88百万欧元),ThyssenKrupp GfT Gleistechnik (88百万欧元),
voestalpine BWG (6.4百万欧元),voestalpine BWG (6.4百万欧元),
Schreck-Mieves GmbH (2百万欧元）。Schreck-Mieves GmbH (2百万欧元）。

其他(Holz-Fehlings Gleistechnik und Entsorgung、Fehlings Narosch Gleistechnik und其他(Holz-Fehlings Gleistechnik und Entsorgung、Fehlings Narosch Gleistechnik und
Entsorgung Künstler Bahntechnik Heinrich Krug Betzler EisenbahntechnikEntsorgung、Künstler Bahntechnik、Heinrich Krug和Betzler Eisenbahntechnik共同受Entsorgung、Künstler Bahntechnik、Heinrich Krug和Betzler Eisenbahntechnik共同受
到了1.24百万欧元的处罚。针对另外一家公司的另一项调查仍在进行。到了1.24百万欧元的处罚。针对另外一家公司的另一项调查仍在进行。

拟定中标的这家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有时被称为“游戏领头人”或“头”。拟定中标的这家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有时被称为“游戏领头人”或“头”。

“ ”“头”届时将起到协议执行的组织者和协调人的作用。例如，其责任之一就是要告“头”届时将起到协议执行的组织者和协调人的作用。例如，其责任之一就是要告
诉其他公司，他们在虚假投标中应向其客户提出的价格是什么（即所谓的“表面报诉其他公司，他们在虚假投标中应向其客户提出的价格是什么（即所谓的“表面报
价”）。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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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司在法律程序中几乎都按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的宽恕计划给予配合。上述公司在法律程序中几乎都按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的宽恕计划给予配合。
在根据其最新的处罚方针计算罚款时，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考虑了该等公司在根据其最新的处罚方针计算罚款时，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考虑了该等公司
是否配合、参与卡特尔的时间及其是否愿意通过和解终止法律程序。是否配合、参与卡特尔的时间及其是否愿意通过和解终止法律程序。

卡特尔一案最初是由一家奥地利公司即voestalpine AG在2011年提出的宽恕申请引卡特尔一案最初是由一家奥地利公司即voestalpine AG在2011年提出的宽恕申请引voestalpine AG 2011
发的。发的。

在上述法律程序中，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与波鸿的检察官办公室和犯罪调查在上述法律程序中，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与波鸿的检察官办公室和犯罪调查
部门密切合作（因为涉及公开招标产品和服务的卡特尔案件均由他们负责）。部门密切合作（因为涉及公开招标产品和服务的卡特尔案件均由他们负责）。

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涉嫌串通投标（价格操纵）的涉案自然人。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涉嫌串通投标（价格操纵）的涉案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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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对糖果厂商处以6千万欧元的罚款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对糖果厂商处以6千万欧元的罚款

2013年1月31日：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完成了其对几家品牌糖果厂商的罚款2013年1月31日：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完成了其对几家品牌糖果厂商的罚款
程序。根据数起卡特尔违反行为，11家公司及其某些销售代表被处以约6千万欧元程序。根据数起卡特尔违反行为，11家公司及其某些销售代表被处以约6千万欧元
的罚款。该案是在Mars GmbH提交宽恕申请后提起的，而根据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的罚款。该案是在Mars GmbH提交宽恕申请后提起的，而根据德国联邦企业联合
管理局的宽恕计划， Mars GmbH未被处以罚款。2008年2月，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的宽恕计划， Mars GmbH未被处以罚款。2008年2月，德国联邦企业联合
管理局进行了全行业的调查，随后数家公司提交了宽恕申请。管理局进行了全行业的调查，随后数家公司提交了宽恕申请。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的局长Andreas Mundt说：“2007年，生产巧克力所需重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的局长Andreas Mundt说：“2007年，生产巧克力所需重
要原材料如牛奶和可可的价格大幅增长。很明显，有些公司想将其增加的成本直要原材料如牛奶和可可的价格大幅增长。很明显，有些公司想将其增加的成本直
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们没有寻找具有企业精神的解决方案，而是选择采取非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们没有寻找具有企业精神的解决方案，而是选择采取非
法手段。其结果是与竞争者的竞争没有了，价格上涨的负担被转嫁到消费者头法手段。其结果是与竞争者的竞争没有了，价格上涨的负担被转嫁到消费者头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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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突查9家涉嫌参与卡特尔的马铃薯公司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突查9家涉嫌参与卡特尔的马铃薯公司

2013年5月：德国反垄断监管人员周五说，德国官员突查了9家为食品零售2013年5月：德国反垄断监管人员周五说，德国官员突查了9家为食品零售
商生产和分销马铃薯的公司，原因是该等公司约定价格。商生产和分销马铃薯的公司，原因是该等公司约定价格。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的30位反垄断官员在当地警方的援助下，同时还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的30位反垄断官员在当地警方的援助下，同时还
搜查了马铃薯行业中9家公司的设施。突查的起因是该机构怀疑马铃薯厂商搜查了马铃薯行业中9家公司的设施。突查的起因是该机构怀疑马铃薯厂商

和分销商已为其产品约定价格，该等产品大部分出售给德国的商品零售商。和分销商已为其产品约定价格，该等产品大部分出售给德国的商品零售商。
卡特尔官员说，反垄断官员还搜查了一个人的家。该机构还提起了针对其卡特尔官员说，反垄断官员还搜查了一个人的家。该机构还提起了针对其
他5家公司的行政诉讼。他5家公司的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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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串通投标而遭到调查的德国卡特尔案件：路盐、救火车、变压器、轨因串通投标而遭到调查的德国卡特尔案件：路盐、救火车、变压器、轨因串通投标而遭到调查的德国卡特尔案件：路盐、救火车、变压器、轨
道等。道等。

德国刑法典 德国行政犯罪法典德国刑法典 德国行政犯罪法典
。。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与州检察官相互配合，交流经验。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与州检察官相互配合，交流经验。

问题 程序分割问题 程序分割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有权处罚公司（根据德国行政犯罪法典第 条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有权处罚公司（根据德国行政犯罪法典第 条
和德国刑法典第 条处罚公司，无需等待州检察官的犯罪调查结果）。和德国刑法典第 条处罚公司，无需等待州检察官的犯罪调查结果）。和德国刑法典第 条处罚公司，无需等待州检察官的犯罪调查结果）。

检察官和法庭有权根据德国刑法对个人给予罚款和处罚。检察官和法庭有权根据德国刑法对个人给予罚款和处罚。检察官和法庭有权根据德国刑法对个人给予罚款和处罚。

问题 公司罚款是个人犯罪的后果，但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不需要等问题 公司罚款是个人犯罪的后果，但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不需要等问题 公司罚款是个人犯罪的后果，但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不需要等
待！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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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之前，品牌商品的纵向价格维持根据德国法律是合法的。在 之前，品牌商品的纵向价格维持根据德国法律是合法的。

现在： 。现在： 。

例外 书籍、报纸、杂志和药品。例外 书籍、报纸、杂志和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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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 百万欧元或全球营业额的 ）罚款（ 百万欧元或全球营业额的 ）

损害赔偿（美国 赔偿金）损害赔偿（美国 赔偿金）

无效的后果无效的后果

刑法 特别是外国法律刑法 特别是外国法律

诉讼费用、名誉受损等诉讼费用、名誉受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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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级管理层的聘用明确无误对高级管理层的聘用明确无误

指定合格人员负责合规事项（合规官员）指定合格人员负责合规事项（合规官员）

正确的风险审计，把公司划分为若干个组织单位或业务流程正确的风险审计，把公司划分为若干个组织单位或业务流程

可持续实施措施，明确、可行并可理解的方针和程序可持续实施措施，明确、可行并可理解的方针和程序

对所有相关方（内部 外部）的核查明确无误对所有相关方（内部 外部）的核查明确无误

定期对其规章制度和程序进行合规检查定期对其规章制度和程序进行合规检查

更新与建档更新与建档

建立举报制度（参见美国 法案）建立举报制度（参见美国 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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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国际 成立于 年，总部位于柏林。透明国际 成立于 年，总部位于柏林。

腐败感知度指数反映公共部门的腐败等级。该指数涵盖了专家和管理人员进行腐败感知度指数反映公共部门的腐败等级。该指数涵盖了专家和管理人员进行
的不同调查。的不同调查。

腐败感知度指数自 年起开始发布：腐败感知度指数自 年起开始发布：

察觉到非常腐败察觉到非常腐败

察觉到不太腐败察觉到不太腐败

反垄断违反行为与腐败往往连在一起反垄断违反行为与腐败往往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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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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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化倾向集中化倾向

减少市场上的竞争者；减少市场上的竞争者；

加大反竞争行为的风险。加大反竞争行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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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将并购控制列入年 将并购控制列入

从此：该法通过几个修正案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此：该法通过几个修正案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后一次修正：最后一次修正：

修正案 年 月 日修正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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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政府部门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波恩）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波恩）

联邦经济与技术部（柏林）联邦经济与技术部（柏林）

反垄断委员会反垄断委员会

法院法院

高等地区法院，杜塞尔多夫（卡特尔理事会）高等地区法院，杜塞尔多夫（卡特尔理事会）

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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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门槛：取决于门槛：

全球范围内，涉及并购的公司的营业额之和 亿欧元全球范围内，涉及并购的公司的营业额之和 亿欧元

并且并且

在德国，至少一家涉及并购的公司的营业额 百万欧元在德国，至少一家涉及并购的公司的营业额 百万欧元
并且另一家涉及并购的公司的营业额 百万欧元并且另一家涉及并购的公司的营业额 百万欧元并且另一家涉及并购的公司的营业额 百万欧元

(即所谓的“doppelte Inlandsumsatzschwelle”)(即所谓的“doppelte Inlandsumsatzschw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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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集中的一家独立公司，其营业额低于 百万欧元，且是另一家公司的关参与集中的一家独立公司，其营业额低于 百万欧元，且是另一家公司的关
联公司联公司

，所谓的，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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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于 规定从属于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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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门槛取决于门槛

所有参与集中的公司的全球营业额：超过 万欧元（合并计算），并且所有参与集中的公司的全球营业额：超过 万欧元（合并计算），并且

至少两家公司的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营业额超过 百万欧元。至少两家公司的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营业额超过 百万欧元。

但是：属于 的情况可以豁免但是：属于 的情况可以豁免但是：属于 的情况可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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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营业额 百万欧元 合并计算 。全球营业额 百万欧元 合并计算 。全球营业额 百万欧元 合并计算 。
(Art. 1 Abs. 3 Ziff. a) EUMR)(Art. 1 Abs. 3 Ziff. a) EUMR)

至少在 个欧盟成员国中，所有参与方的营业额均超过 亿欧元。至少在 个欧盟成员国中，所有参与方的营业额均超过 亿欧元。

(Art. 1 Abs. 3 Ziff. b) EUMR)(Art. 1 Abs. 3 Ziff. b) EUMR)

至少在 个欧盟成员国中 见 ，至少 个参与至少在 个欧盟成员国中 见 ，至少 个参与至少在 个欧盟成员国中 见 ，至少 个参与
方的营业额均超过 百万欧元。方的营业额均超过 百万欧元。

(Art. 1 Abs. 3 Ziff. c) EUMR)(Art. 1 Abs. 3 Ziff. c) EUMR)

至少 个参与公司在欧盟范围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百万欧元。至少 个参与公司在欧盟范围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百万欧元。
(Art. 1 Abs. 3 Ziff. d) EUMR)(Art. 1 Abs. 3 Ziff. d) EU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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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1 Abs. 3 EUMR)(Art. 1 Abs. 3 EUMR)

对 集中 的定义。对 集中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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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资产收购资产

收购控制权收购控制权

收购股份， 或收购股份， 或

全面控制条款全面控制条款

被直接或间接用于施加竞争影响的其他形式的公司间的联合被直接或间接用于施加竞争影响的其他形式的公司间的联合
。。

合资企业 。合资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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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第 条，并购必须在交割前发出通知并得到批准。依照 第 条，并购必须在交割前发出通知并得到批准。

通知必须准确、完整。通知必须准确、完整。

相关市场定义是每个并购程序的关键问题。相关市场定义是每个并购程序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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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导地位的发展 强化？市场主导地位的发展 强化？

主要标准：市场份额。主要标准：市场份额。

对市场主导地位的推定对市场主导地位的推定

“如果一家公司的市场份额至少达到40%，则该公司将被怀疑具有市“如果一家公司的市场份额至少达到40%，则该公司将被怀疑具有市“ 40%
场主导地位。场主导地位。

在下列情况下，合并公司将被怀疑具有市场主导地位：在下列情况下，合并公司将被怀疑具有市场主导地位：

至少 家（或以下）公司共同拥有 的市场份额至少 家（或以下）公司共同拥有 的市场份额

至少 家（或以下）公司共同拥有 的市场份额至少 家（或以下）公司共同拥有 的市场份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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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dtSchmidt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AGAG
(Austria)(Austria)

HygieneHygiene
Power GmbHPower GmbH

(Germany)(Germany)

HygieneHygiene
HoldingHolding
GmbHGmbH

(Germany)(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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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德国并购控制法律适用德国并购控制法律

公司的门槛公司的门槛

市场定义？市场定义？

产品市场产品市场

地理市场地理市场

主导地位的发展或强化主导地位的发展或强化

市场份额市场份额

或许：结构性承诺或许：结构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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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定义市场定义

依照所谓的 相关市场概念依照所谓的 相关市场概念

根据这一概念，该等产品或服务属于知情的消费者认为由于其特性、根据这一概念，该等产品或服务属于知情的消费者认为由于其特性、
使用目的和价格适合满足某种需求的同一市场。使用目的和价格适合满足某种需求的同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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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市场： 卫生棉条的粘胶纤维产品市场： 卫生棉条的粘胶纤维

卫生棉条的粘胶纤维是生产妇女例假所用卫生棉条的主要原材料。卫生棉条的粘胶纤维是生产妇女例假所用卫生棉条的主要原材料。

棉花纤维与粘胶纤维不可交换棉花纤维与粘胶纤维不可交换棉花纤维与粘胶纤维不可交换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的一项市场调查结果。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的一项市场调查结果。

粘胶纤维厂商须投资约 百万欧元才能生产卫生棉条所需的粘胶纤维厂商须投资约 百万欧元才能生产卫生棉条所需的
粘胶纤维）粘胶纤维）粘胶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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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市场：欧盟范围内的市场地理市场：欧盟范围内的市场

每个买方为在欧盟境内生产卫生棉条而购买其所需的粘胶纤维。每个买方为在欧盟境内生产卫生棉条而购买其所需的粘胶纤维。

假设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粘胶纤维的污染风险（卫生产品！）。假设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粘胶纤维的污染风险（卫生产品！）。假设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粘胶纤维的污染风险（卫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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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市场份额

市场份额(去年) 德国 ECA + 瑞士 全球市场份额(去年) 德国 ECA + 瑞士 全球

Schmidt Int. 20-30 % 10-20% 10-20%Schmidt Int. 20-30 % 10-20% 10-20%

Hygiene Power 70-80% 80-90% 80-90%Hygiene Power 70-80% 80-90% 80-90%

Sum 100% 100% 100%Sum 100% 100% 100%

Market volume 20.000 – 45.000 – 85.000 –Market volume
(in thousands)

20.000 –
25.000

45.000 –
50.000

85.000 –
90.000(in thousands)

EUR
25.000 50.000 90.000

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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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者不能通过并购方或 确认。市场竞争者不能通过并购方或 确认。

考虑: 市场份额，如果卫生棉条的粘胶纤维与棉花纤维属于同一市场考虑: 市场份额，如果卫生棉条的粘胶纤维与棉花纤维属于同一市场

市场份额(每吨销 德国 ECA + 瑞士 全球市场份额(每吨销
售量)

德国 ECA + 瑞士 全球
售量)

Schmidt Int. 15-20 % 15-20% 15-20%Schmidt Int. 15-20 % 15-20% 15-20%

Hygiene Power 80-85% 70-75% 70-75%Hygiene Power 80-85% 70-75% 70-75%

Adolo, Turkey 0-5% 0-5% 0-5%Adolo, Turkey 0-5% 0-5% 0-5%

Baridi, USA 0-5% 0-5% 0-5%Baridi, USA 0-5% 0-5% 0-5%

Market volume (in 10-20 20-30 40-50Market volume (in
thousand) ton

10-20 20-30 40-50
thousand)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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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结论

并购方在并购后的市场份额： 在德国属于绝对垄断，类似的市场份并购方在并购后的市场份额： 在德国属于绝对垄断，类似的市场份
额同时存在欧盟和世界其他地方额同时存在欧盟和世界其他地方额同时存在欧盟和世界其他地方

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并购控制程序的结论：禁止其并购！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并购控制程序的结论：禁止其并购！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并购控制程序的结论：禁止其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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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考量：其他考量：

少数市场的存在少数市场的存在

对所谓 少数市场 的定义是与宏观经济无关。对少数市场对所谓 少数市场 的定义是与宏观经济无关。对少数市场
的要求是，在德国的市场销量低于 百万欧元并且该市场至少已经存在的要求是，在德国的市场销量低于 百万欧元并且该市场至少已经存在
年。年。

所示并购案例的个案特点：所示并购案例的个案特点：

营业额的属性。营业额的属性。

问题问题

客户与一个位于瑞士的中央组织订立一份合同。该组织将所有订单转交客户与一个位于瑞士的中央组织订立一份合同。该组织将所有订单转交
给德国的工厂，由德国工厂向客户提交产品。给德国的工厂，由德国工厂向客户提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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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网站上公布 公告并购项目 清单在其网站上公布 公告并购项目 清单

来源: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wDeutsch/zusammenschluesse/zusammenschluesseW3DnavidW2687.php来源: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wDeutsch/zusammenschluesse/zusammenschluesseW3DnavidW268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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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wDeutsch/entscheidungen/fusionskontrolle/kurzberichtfus/KurzberichteFusionW3DnavidW26106.php来源: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wDeutsch/entscheidungen/fusionskontrolle/kurzberichtfus/KurzberichteFusionW3DnavidW2610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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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号条例 （欧盟并购控制条例），第 号条例 （欧盟并购控制条例），

欧盟委员会主管并购控制事宜（竞争事务总署），欧盟委员会主管并购控制事宜（竞争事务总署），

并购基准的设定依据为欧盟并购控制条例第 或 条。并购基准的设定依据为欧盟并购控制条例第 或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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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影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影响：

参与集中的所有企业的全球总营业额超过 亿欧元（合计），并且参与集中的所有企业的全球总营业额超过 亿欧元（合计），并且

有二家以上企业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的营业额超过 亿欧元有二家以上企业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的营业额超过 亿欧元

除外情况：除外情况：

相关企业在共同体范围内的营业额有 来自同一个欧盟成员国。相关企业在共同体范围内的营业额有 来自同一个欧盟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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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集中的所有企业的全球营业额达 亿欧元；参与集中的所有企业的全球营业额达 亿欧元；

所有企业在至少 个欧盟成员国的总营业额超过 亿欧元；所有企业在至少 个欧盟成员国的总营业额超过 亿欧元；

在至少 个欧盟成员国境内，至少有 家企业的营业额达到 万欧在至少 个欧盟成员国境内，至少有 家企业的营业额达到 万欧
元；元；

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的营业额超过 亿欧元的企业至少有 家。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的营业额超过 亿欧元的企业至少有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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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并购控制条款第 条有关集中的定义欧盟并购控制条款第 条有关集中的定义

获取另一家企业的控制权，即为集中，无论控制权是由一个还是多个协同获取另一家企业的控制权，即为集中，无论控制权是由一个还是多个协同
行动的企业获得（单独控制、协同控制）。行动的企业获得（单独控制、协同控制）。行动的企业获得（单独控制、协同控制）。

有可能对一家企业的活动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即构成控制。有可能对一家企业的活动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即构成控制。有可能对一家企业的活动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即构成控制。

无需验证是否已施加或未来将会施加决定性影响，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便无需验证是否已施加或未来将会施加决定性影响，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便无需验证是否已施加或未来将会施加决定性影响，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便
足以构成控制。足以构成控制。

6060



控制权乃是对其他企业的商业战略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力。该等商业行为由主控制权乃是对其他企业的商业战略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力。该等商业行为由主
导要素确定。导要素确定。导要素确定。

企业经营政策方面的战略性决策也与控制权相关，例如：企业经营政策方面的战略性决策也与控制权相关，例如：企业经营政策方面的战略性决策也与控制权相关，例如：

商业计划的设计与推进规划，商业计划的设计与推进规划，商业计划的设计与推进规划，

预算，预算，预算，

高级管理层的任命，高级管理层的任命，高级管理层的任命，

重大投资决策。重大投资决策。重大投资决策。

也可能涉及其他因素。也可能涉及其他因素。也可能涉及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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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控制，独家控制，

联合控制（全功能公司、合资公司），联合控制（全功能公司、合资公司），

法律上的控制，法律上的控制，

事实上的控制，事实上的控制，

积极控制（推行战略决策），积极控制（推行战略决策），

消极控制（有可能阻挠战略决策）。消极控制（有可能阻挠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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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约有 个法域。全世界约有 个法域。

确定集中是否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大多为相关企业的营业额，通常也会确定集中是否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大多为相关企业的营业额，通常也会
参考资产基准，有时还会以市场份额为基准。参考资产基准，有时还会以市场份额为基准。参考资产基准，有时还会以市场份额为基准。

问题：准确的市场细分 。问题：准确的市场细分 。问题：准确的市场细分 。

与企业和外聘律师紧密合作，保护敏感数据。与企业和外聘律师紧密合作，保护敏感数据。与企业和外聘律师紧密合作，保护敏感数据。

通常通过同一家律师事务所 共同递交申报 。通常通过同一家律师事务所 共同递交申报 。通常通过同一家律师事务所 共同递交申报 。

某些情况下，违反禁止实施并购（暂停效应）的规定会招致巨额罚款某些情况下，违反禁止实施并购（暂停效应）的规定会招致巨额罚款某些情况下，违反禁止实施并购（暂停效应）的规定会招致巨额罚款
抢跑合并 。抢跑合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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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对 公司处以 万欧元的罚款，因其未经委员会批欧盟委员会对 公司处以 万欧元的罚款，因其未经委员会批
准便收购 公司控制权准便收购 公司控制权准便收购 公司控制权

年 月 日：欧盟委员会做出裁决，就苏伊士集团（现为法国燃气苏年 月 日：欧盟委员会做出裁决，就苏伊士集团（现为法国燃气苏年 月 日：欧盟委员会做出裁决，就苏伊士集团（现为法国燃气苏
伊士集团）旗下的电力供应商与零售商 公司在没有依照欧盟并购伊士集团）旗下的电力供应商与零售商 公司在没有依照欧盟并购
控制条例的规定取得事先批准的情况下收购另一家电力供应商控制条例的规定取得事先批准的情况下收购另一家电力供应商

公司 控制权一案，罚款 公司 万欧公司 控制权一案，罚款 公司 万欧公司 控制权一案，罚款 公司 万欧
元。元。

违规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违规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公司应该意识到其有义务进行申报。公司应该意识到其有义务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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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对《法兰克福评论报》（ ）的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对《法兰克福评论报》（ ）的
出版人处以罚款出版人处以罚款

年 月：德国联邦反垄断局以抢跑合并为由对 法兰克福印刷出版社年 月：德国联邦反垄断局以抢跑合并为由对 法兰克福印刷出版社
（ ，《法兰克福评论报》的（ ，《法兰克福评论报》的
出版商）处以 万欧元的罚款。出版商）处以 万欧元的罚款。

年， 明知事先未向反垄断局提交并购申报，年， 明知事先未向反垄断局提交并购申报，
仍操作收购活动，最终购入 出版。仍操作收购活动，最终购入 出版。

违反禁止实施并购的规定，不存在追诉时效问题！违反禁止实施并购的规定，不存在追诉时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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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抢跑合并受罚由于抢跑合并受罚

年 月：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判处年 月：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判处
公司 欧元的罚款，因为该公司在收购破产企业公司 欧元的罚款，因为该公司在收购破产企业

的核心资产中有抢跑合并行为。的核心资产中有抢跑合并行为。

年 月， 收购了 作为植物保护品仓库使用年 月， 收购了 作为植物保护品仓库使用
的业务资产。的业务资产。

延伸：即使收购的只是一处房地产，也可能引来申报要求！延伸：即使收购的只是一处房地产，也可能引来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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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氏公司因抢跑合并受罚玛氏公司因抢跑合并受罚

年 月：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就美国玛氏公司（ ）在收购美年 月：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就美国玛氏公司（ ）在收购美
国宠物食品制造商 中的抢跑行为对其处以 万欧元国宠物食品制造商 中的抢跑行为对其处以 万欧元
的罚款。的罚款。

玛氏公司在收购活动中故意漠视德国反垄断法。罚金的确定依据首次应用玛氏公司在收购活动中故意漠视德国反垄断法。罚金的确定依据首次应用
《 年罚款指导方针》。这也是有史以来对抢跑合并处以的最高罚款。《 年罚款指导方针》。这也是有史以来对抢跑合并处以的最高罚款。

玛氏公司是宠物食品、糖果 （拥有 等品玛氏公司是宠物食品、糖果 （拥有 等品
牌 和食品生产商，在德国销售的宠物食品有皇家、宝路、 、佳贝、牌 和食品生产商，在德国销售的宠物食品有皇家、宝路、 、佳贝、
西莎、伟嘉、喵趣、希宝等品牌。玛氏公司现今是德国最主要的猫犬食品西莎、伟嘉、喵趣、希宝等品牌。玛氏公司现今是德国最主要的猫犬食品
供应商。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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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玛氏公司在德国、奥地利和美国提交了关于收购年 月，玛氏公司在德国、奥地利和美国提交了关于收购
公司的申报。申报得到美国有关机构的批准，但德国和奥地利的公司的申报。申报得到美国有关机构的批准，但德国和奥地利的

机构还在进行审查，玛氏公司便完成了对 公司多数股权的机构还在进行审查，玛氏公司便完成了对 公司多数股权的
收购。收购。

收购后，玛氏公司获得 公司的贸易权和生产工厂，占据了收购后，玛氏公司获得 公司的贸易权和生产工厂，占据了
赢得竞争所必需的全部资产。赢得竞争所必需的全部资产。

的国内市场份额具有重要的竞争潜力。的国内市场份额具有重要的竞争潜力。

仅有 产品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营销权暂时转让给卖方拥有的一家公司。仅有 产品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营销权暂时转让给卖方拥有的一家公司。

延伸：也许可能进行分拆，但很难实现！延伸：也许可能进行分拆，但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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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并购申报不完备受罚因并购申报不完备受罚

年 月：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对德国企业家年 月：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对德国企业家
处以 万欧元罚款，原因是他在有关收购肉类屠宰企业处以 万欧元罚款，原因是他在有关收购肉类屠宰企业

的并购申报中提交的信息不全。的并购申报中提交的信息不全。

申报资料中缺少有关此项交易的竞争性的详细评估（ 拥申报资料中缺少有关此项交易的竞争性的详细评估（ 拥
有著名香肠生产商 公司的多数股权）。有著名香肠生产商 公司的多数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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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委员会对欧盟银行业处理不良资产提供指导。补助：委员会对欧盟银行业处理不良资产提供指导。

年 月 日，欧盟委员会对其会员国的不良资产提供救济指导。这年 月 日，欧盟委员会对其会员国的不良资产提供救济指导。这

些不良资产主要包括更可能给银行带来损失的资产类别（如美国次级按些不良资产主要包括更可能给银行带来损失的资产类别（如美国次级按
揭贷款支持证券）。揭贷款支持证券）。

政府有必要确保银行可以使用这些资金，用以恢复其对经济市场的贷款政府有必要确保银行可以使用这些资金，用以恢复其对经济市场的贷款
能力，而不是担心他们会用这些资金缓冲不良资产带来的损失。能力，而不是担心他们会用这些资金缓冲不良资产带来的损失。

委员会列举了各种处理不良资产的方法，特别是通过购买资产（包括坏委员会列举了各种处理不良资产的方法，特别是通过购买资产（包括坏
账银行方案）或通过资产保险计划。账银行方案）或通过资产保险计划。账银行方案）或通过资产保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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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整预算和政府监管作为救济资产措施的相应解释和影响；以调整预算和政府监管作为救济资产措施的相应解释和影响；

有关国家补助措施的具体内容：有关国家补助措施的具体内容：

具体:具体:

不良资产的估价方法、国家实行补助行为必要的补偿、实行国家补助需要遵守的不良资产的估价方法、国家实行补助行为必要的补偿、实行国家补助需要遵守的
程序以及决定向银行提供多少补助的判断标准程序以及决定向银行提供多少补助的判断标准

原则:原则:

在国家干预之前对资产损害进行完全透明的披露；在国家干预之前对资产损害进行完全透明的披露；

通过对资产进行类别划分（ 篮子 ）等各种方法来确定适用于救济的资产以及救通过对资产进行类别划分（ 篮子 ）等各种方法来确定适用于救济的资产以及救
济的方式。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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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协作，基于普遍原则评估资产价值，如以实际经济价值（而非市场价值）通过协作，基于普遍原则评估资产价值，如以实际经济价值（而非市场价值）
作为估值基础，由独立专家和有资质的银行监管人员；作为估值基础，由独立专家和有资质的银行监管人员；

估值必须经过委员会的确认，确保在国家援助的框架程序基础上使用统一的评估值必须经过委员会的确认，确保在国家援助的框架程序基础上使用统一的评
估标准；估标准；

在不良资产的相关股东、债权人和国家之间合理地分担成本花费；在不良资产的相关股东、债权人和国家之间合理地分担成本花费；

对国家充分地补偿，额度至少等同于国有资本的补偿对国家充分地补偿，额度至少等同于国有资本的补偿

弥补救助计划中收益银行由于以资产实际经济价值为标准而受到的损失。弥补救助计划中收益银行由于以资产实际经济价值为标准而受到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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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各个银行的利益，基于公共政策的目标参与资产救济项目。参与期一般统一各个银行的利益，基于公共政策的目标参与资产救济项目。参与期一般
限于六个月，在此期间银行得以处理不良资产；限于六个月，在此期间银行得以处理不良资产；

管理救济资产，从而避免利益冲突管理救济资产，从而避免利益冲突

适当地重组，包括采取措施来弥补不良竞争，对每个案例的特殊情况进行分适当地重组，包括采取措施来弥补不良竞争，对每个案例的特殊情况进行分
析，考虑重组、担保或资助所能获得的全部救助额；从长远角度分析这些措析，考虑重组、担保或资助所能获得的全部救助额；从长远角度分析这些措
施对于欧洲银行业的生命力和正常发挥功能的影响。施对于欧洲银行业的生命力和正常发挥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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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具体资产救助计划是成员国的责任设计具体资产救助计划是成员国的责任

资产购买资产购买

保险保险

掉期（互换）掉期（互换）

担保担保

或混合模型或混合模型

获得资产救助的前提是，成员国承诺提供不良资产的具体估值，同时在加入资产救获得资产救助的前提是，成员国承诺提供不良资产的具体估值，同时在加入资产救
助计划后 个月内，提供针对该国每一个受益机构的重组计划的可行性分析。委员助计划后 个月内，提供针对该国每一个受益机构的重组计划的可行性分析。委员
会的资产救助计划 一旦批准，将持续 个月，会的资产救助计划 一旦批准，将持续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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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委员会发布了 次通知（危机通知），其中第一次在 年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委员会发布了 次通知（危机通知），其中第一次在 年
月发布。月发布。

金融危机期间，危机通知起到了指导金融业的重要作用。金融危机期间，危机通知起到了指导金融业的重要作用。

这些危机通知对标准进行了大量的解释 如：根据 第 条，可以宣这些危机通知对标准进行了大量的解释 如：根据 第 条，可以宣
布国家补助与内部市场兼容。布国家补助与内部市场兼容。

年 月 日，委员会作出如下通知：年 月 日，委员会作出如下通知：

自 年 月 日起，在金融危机中对银行有利的国家补助方法的通知（银行通知）自 年 月 日起，在金融危机中对银行有利的国家补助方法的通知（银行通知）

（请参见（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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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中由欧盟委员会授予的国家补助：金融领域中由欧盟委员会授予的国家补助：

从 年 月至 年 月，委员会批准的国家补助金额为 万亿欧元 （占从 年 月至 年 月，委员会批准的国家补助金额为 万亿欧元 （占
欧盟 的 。欧盟 的 。

最大金额为 年的 亿欧元（占欧盟 的 ） 主要是以担保债券或银行最大金额为 年的 亿欧元（占欧盟 的 ） 主要是以担保债券或银行
短期负债方式授予。短期负债方式授予。

年以后的补助集中在银行资本重组和减少资产救济方案上。不久之前，新一轮年以后的补助集中在银行资本重组和减少资产救济方案上。不久之前，新一轮
担保救济方案得到批准，主要发向国库券增发过度的会员国，如西班牙或意大利。担保救济方案得到批准，主要发向国库券增发过度的会员国，如西班牙或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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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2008 - 30/09/2012

金融板块中的救济资产 Member State
Recapitalisation

measures
Guarantees

Asset relief
interventions

Liquidity measures
other than guarantees

Total金融板块中的救济资产

in € billion
as % of

in € billion
as % of

in € billion
as % of

in € billion
as % of

in € billion
as % of

in € billion
as % of

2011 GDP
in € billion

as % of
2011 GDP

in € billion
as % of

2011 GDP
in € billion

as % of
2011 GDP

in € billion
as % of

2011 GDP授予的金额
Belgium 20,40 5.5% 310,00 84.2% 28,22 7.7% 0 0% 358,62 97.4%

Bulgaria 0 0% 0 0% 0 0% 0 0% 0 0%

授予的金额
2008 –2012年10月 Bulgaria 0 0% 0 0% 0 0% 0 0% 0 0%

Czech Republic 0 0% 0 0% 0 0% 0 0% 0 0%

14,55 6.1% 587,90 2,30 7,88 612,63

2008 –2012年10月
(单位：10亿欧元) Denmark 14,55 6.1% 587,90 245.7% 2,30 1.0% 7,88 3.3% 612,63 256.1%

Germany 114,61 4.5% 455,85 17.7% 66,10 2.6% 9,50 0.4% 646,06 25.1%

(单位：10亿欧元)
Germany 4.5% 17.7% 2.6% 0.4% 25.1%

Estonia 0 0% 0 0% 0 0% 0 0% 0 0%

Ireland 90,61 57.9% 386,00 246.7% 54,00 34.5% 40,73 26.0% 571,34 365.2%Ireland 90,61 57.9% 386,00 246.7% 54,00 34.5% 40,73 26.0% 571,34 365.2%

Greece 35,75 16.6% 85,00 39.5% 0 0% 8,00 3.7% 128,75 59.9%

Spain 209,32 19.5% 320,15 29.8% 13,93 1.3% 31,85 3.0% 575,25 53.6%

France 26,65 1.3% 339,80 17.0% 4,70 0.2% 0 0% 371,15 18.6%France 26,65 1.3% 339,80 17.0% 4,70 0.2% 0 0% 371,15 18.6%

Italy 20,00 1.3% 110,00 7.0% 0 0% 0 0% 130,00 8.2%

Cyprus 1,80 10.1% 3,00 16.9% 0 0% 0 0% 4,80 27.0%

Latvia 0,82 4.1% 5,20 25.9% 0,54 2.7% 2,70 13.5% 9,27 46.2%Latvia 0,82 4.1% 5,20 25.9% 0,54 2.7% 2,70 13.5% 9,27 46.2%

Lithuania 0,58 1.9% 0,29 0.9% 0,58 1.9% 0 0% 1,45 4.7%

2,50 5.8% 6,15 0 0,32 8,97Luxembourg 2,50 5.8% 6,15 14.4% 0 0% 0,32 0.7% 8,97 20.9%

Hungary 1,07 1.1% 5,35 5.3% 0,04 0.0% 3,87 3.9% 10,33 10.3%Hungary 1.1% 5.3% 0.0% 3.9% 10.3%

Malta 0 0% 0 0% 0 0% 0 0% 0 0%

Netherlands 37,64 6.3% 200,00 33.2% 22,79 3.8% 52,90 8.8% 313,33 52.0%Netherlands 37,64 6.3% 200,00 33.2% 22,79 3.8% 52,90 8.8% 313,33 52.0%

Austria 15,90 5.3% 77,84 25.9% 0,50 0.2% 0 0% 94,24 31.3%

Poland 33,89 9.2% 33,89 9.2% 0 0% 0 0% 67,78 18.3%

Portugal 26,25 15.4% 40,67 23.8% 4,00 2.3% 6,06 3.5% 76,98 45.0%Portugal 26,25 15.4% 40,67 23.8% 4,00 2.3% 6,06 3.5% 76,98 45.0%

Romania 0 0% 0 0% 0 0% 0 0% 0 0%

0,63 1.8% 12,00 0 0 12,63Slovenia 0,63 1.8% 12,00 33.7% 0 0% 0 0% 12,63 35.4%

Slovakia 0,66 1.0% 2,80 4.1% 0 0% 0 0% 3,46 5.0%Slovakia 1.0% 4.1% 0% 0% 5.0%

Finland 4,00 2.1% 50,00 26.4% 0 0% 0 0% 54,00 28.5%

Sweden 5,03 1.3% 156,00 40.3% 0 0% 0,52 0.1% 161,56 41.8%Sweden 5,03 1.3% 156,00 40.3% 0 0% 0,52 0.1% 161,56 41.8%

United Kingdom 114,62 6.6% 458,75 26.3% 248,05 14.2% 51,93 3.0% 873,35 50.0%

Total EU-27 777,29 6.2% 3646,64 28.9% 445,75 3.5% 216,27 1.7% 5085,95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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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反限制竞争法第 条的规定，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和最高州政府机构依照反限制竞争法第 条的规定，德国联邦反垄断局和最高州政府机构
可以：可以：

对某个经济行业或对跨行业的某一类型协议展开调查，如果对某个经济行业或对跨行业的某一类型协议展开调查，如果
价格刚性或其他环境因素显示，价格刚性或其他环境因素显示，
国内竞争可能受到限制或扰乱。国内竞争可能受到限制或扰乱。

德国联邦反垄断局还可公布调查报告，向利益关联方征询意见。德国联邦反垄断局还可公布调查报告，向利益关联方征询意见。

行业专项调查的目标并非具体企业，而是主管机构获取深层行业资料的途行业专项调查的目标并非具体企业，而是主管机构获取深层行业资料的途
径。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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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欧盟理事会第 号规则（ ）第依照欧盟理事会第 号规则（ ）第
条的规定，欧盟委员会可以：条的规定，欧盟委员会可以：

对某个经济行业或对跨行业的某一类型协议展开全面调查，如果对某个经济行业或对跨行业的某一类型协议展开全面调查，如果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走向、价格刚性或其他环境因素显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走向、价格刚性或其他环境因素显示，
共同体市场内部的竞争可能受到限制或扰乱。共同体市场内部的竞争可能受到限制或扰乱。

调查的启动并不以具体的企业违反相关条约规定为前提。调查的启动并不以具体的企业违反相关条约规定为前提。

欧盟委员会还可公布调查报告，向利益关联方征询意见。欧盟委员会还可公布调查报告，向利益关联方征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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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年 月

欧盟委员会以突击搜查的方式对制药行业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以突击搜查的方式对制药行业展开调查。

该次调查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投放市场的新药种类为何减少，以及仿制药该次调查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投放市场的新药种类为何减少，以及仿制药
的市场准入为何时常明显出现滞后现象。的市场准入为何时常明显出现滞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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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一种药品进行多次专利申请，以延后仿制药上市。对同一种药品进行多次专利申请，以延后仿制药上市。

许可协议的有效期长于协议落实的专利保护期。许可协议的有效期长于协议落实的专利保护期。

通过有偿交易避免专利保护权受到司法控制。通过有偿交易避免专利保护权受到司法控制。

通过有偿交易推迟仿制药的上市时间（有偿延迟）。通过有偿交易推迟仿制药的上市时间（有偿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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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制药业初步调查报告重点分析制药企业使用拖延战术的成本反垄断：制药业初步调查报告重点分析制药企业使用拖延战术的成本

年 月： 调查的主要结果显示，制药业的竞争反常。初步报告中指出，有证年 月： 调查的主要结果显示，制药业的竞争反常。初步报告中指出，有证
据表明药品原研企业采用各种措施拖延或阻碍竞争药品上市。据表明药品原研企业采用各种措施拖延或阻碍竞争药品上市。

针对仿制药企业采取的措施包括：对同一药品进行多次专利申请（即 专利群 ），针对仿制药企业采取的措施包括：对同一药品进行多次专利申请（即 专利群 ），

挑起纠纷和诉讼，达成限制仿制药企业进入市场的专利和解，以及在国家管理机构挑起纠纷和诉讼，达成限制仿制药企业进入市场的专利和解，以及在国家管理机构
审评仿制药企业的批准申请时进行干扰。这些措施如果得逞，将导致公共卫生预算审评仿制药企业的批准申请时进行干扰。这些措施如果得逞，将导致公共卫生预算
的开支大幅增加 增加的这些开支最终也是由纳税人和病人承担的。报告还确认，的开支大幅增加 增加的这些开支最终也是由纳税人和病人承担的。报告还确认，

进入市场的新建化工企业减少表明新药研制也呈颓势，并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若进入市场的新建化工企业减少表明新药研制也呈颓势，并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若
干可能原因。干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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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抽取 至 年间在 个成员国面临专利独占权失效的几种药品报告抽取 至 年间在 个成员国面临专利独占权失效的几种药品

作为调查样本，预测如果这些药品的仿制药能及时上市，在上述期间内将作为调查样本，预测如果这些药品的仿制药能及时上市，在上述期间内将
节省大约 亿欧元。报告发现，部分企业使用防御性专利策略，阻挠竞争节省大约 亿欧元。报告发现，部分企业使用防御性专利策略，阻挠竞争节省大约 亿欧元。报告发现，部分企业使用防御性专利策略，阻挠竞争
对手研制新药。对手研制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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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在行业调查中发现的文件提及下列供述：欧盟委员会在行业调查中发现的文件提及下列供述：

我们用来获取或收购专利的方案，仅为着一个目标，即限制竞争对手我们用来获取或收购专利的方案，仅为着一个目标，即限制竞争对手
的自由经营 我们要在主要市场持有具有竞争力的替代产品的专的自由经营 我们要在主要市场持有具有竞争力的替代产品的专的自由经营 我们要在主要市场持有具有竞争力的替代产品的专
利权，直至出现竞争产品的风险降至最低 ；利权，直至出现竞争产品的风险降至最低 ；

我认为我们大家都讨论过如何才能扼制仿制药生产商 ；我认为我们大家都讨论过如何才能扼制仿制药生产商 ；

不要把新药专利当儿戏，也不要太晚申请，仿制药出现的时间越不要把新药专利当儿戏，也不要太晚申请，仿制药出现的时间越
来越早了。来越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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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欧盟委员会的调查结论：

对于涉及数个工艺路线的关键中间环节，要取得其专利权。对于涉及数个工艺路线的关键中间环节，要取得其专利权。

如果更高等的药物被研发了，方法专利即便不是最大的阻碍因素，也如果更高等的药物被研发了，方法专利即便不是最大的阻碍因素，也
能推延仿制药上市。能推延仿制药上市。能推延仿制药上市。

（许多国家）曾利用可替换性问题限制仿制药竞争。 后果：与预（许多国家）曾利用可替换性问题限制仿制药竞争。 后果：与预（许多国家）曾利用可替换性问题限制仿制药竞争。 后果：与预
期中受到仿制药竞争的情况相比，销售额增加 万美元。期中受到仿制药竞争的情况相比，销售额增加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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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策略各种各样，其中对仿制药企业施加的手段有：延迟策略各种各样，其中对仿制药企业施加的手段有：延迟策略各种各样，其中对仿制药企业施加的手段有：

药品原研企业申请所谓的 专利群 对同一药品申请众多欧盟专利（曾药品原研企业申请所谓的 专利群 对同一药品申请众多欧盟专利（曾药品原研企业申请所谓的 专利群 对同一药品申请众多欧盟专利（曾
有一个药品申请了 项专利）。有一个药品申请了 项专利）。

涉及仿制药企业的专利诉讼将近 宗，而诉讼平均需要大约 年的时间涉及仿制药企业的专利诉讼将近 宗，而诉讼平均需要大约 年的时间
才能结束，虽然这些专利诉讼有 最终是仿制药企业获胜。才能结束，虽然这些专利诉讼有 最终是仿制药企业获胜。

在欧盟境内，药品原研企业就了结在审诉讼或专利纠纷而与仿制药企业在欧盟境内，药品原研企业就了结在审诉讼或专利纠纷而与仿制药企业
达成的和解协议超过 项。其中有超过 是所谓的 反向支付和解 ，达成的和解协议超过 项。其中有超过 是所谓的 反向支付和解 ，达成的和解协议超过 项。其中有超过 是所谓的 反向支付和解 ，

即原研企业向仿制药企业支付费用，用以限制仿制药上市。此类付款金即原研企业向仿制药企业支付费用，用以限制仿制药上市。此类付款金
额总计超过 亿欧元。额总计超过 亿欧元。

药品原研企业干扰国家管理机构审批仿制药上市的情况也非常之多，导药品原研企业干扰国家管理机构审批仿制药上市的情况也非常之多，导
致仿制药上市时间平均推迟 个月。致仿制药上市时间平均推迟 个月。致仿制药上市时间平均推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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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某项事实对于合作方作出决定具有显著重要性，则有义务提供关于此项事实的信若某项事实对于合作方作出决定具有显著重要性，则有义务提供关于此项事实的信
息。息。

年 月 日作出的 判决年 月 日作出的 判决年 月 日作出的 判决

年 月 日作出的 裁决年 月 日作出的 裁决年 月 日作出的 裁决

年 月 日作出的 判决年 月 日作出的 判决年 月 日作出的 判决

年 月 日作出的 裁决年 月 日作出的 裁决年 月 日作出的 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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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已付款项提出各自主张。针对已付款项提出各自主张。

就返还已交付货物提出反诉。就返还已交付货物提出反诉。

协议造成损害后果的可能性没有被排除。协议造成损害后果的可能性没有被排除。

卡特尔成员：就赔偿范围负有举证责任。卡特尔成员：就赔偿范围负有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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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eigel博士Michael Weigel博士
德国律师/合伙人德国律师/合伙人
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
Bockenheimer Landstrasse 25Bockenheimer Landstrasse 25
60325 Frankfurt am Main60325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电话: +49 69 25 494 - 405电话: +49 69 25 494 - 405
传真: +49 69 25 494 - 444传真: +49 69 25 494 - 444
电子邮件：michael.weigel@kayescholer.com电子邮件：michael.weigel@kayescho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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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居住或活动地区的地区法院可命令此人提供证词或声明，出示文个人居住或活动地区的地区法院可命令此人提供证词或声明，出示文
件或其它实物供外国或国际法庭使用，其中包括正式起诉前进行的刑件或其它实物供外国或国际法庭使用，其中包括正式起诉前进行的刑
事调查。该命令可根据外国或国际法庭的调查信件或请求作出，或应事调查。该命令可根据外国或国际法庭的调查信件或请求作出，或应
任何利害关系人申请作出，该命令还可以指示向法庭任命的人提供证任何利害关系人申请作出，该命令还可以指示向法庭任命的人提供证
词或声明，或出示文件或其它实物。词或声明，或出示文件或其它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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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必须递交至：被要求提供信息或文件的个人的居住或活动地区的法1. 申请必须递交至：被要求提供信息或文件的个人的居住或活动地区的法
院。院。

2. 外国或国际法庭者或利害关系人已提出此类请求；2. 外国或国际法庭者或利害关系人已提出此类请求；

3. 信息须供外国或国际法庭使用；3. 信息须供外国或国际法庭使用；

4. 该诉讼须由外国或国际法庭进行。4. 该诉讼须由外国或国际法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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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对于予以取证的要求？外国对于予以取证的要求？

对是否属不成文法具有争议性（在欧洲多数未实现，因为没有类似美国 取证对是否属不成文法具有争议性（在欧洲多数未实现，因为没有类似美国 取证
程序）程序）

予以取证要求的必要性：予以取证要求的必要性：

予以取证要求的非必要性：予以取证要求的非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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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关注该文件的所有权、保管或控制状态，而非文件的所在地！只关注该文件的所有权、保管或控制状态，而非文件的所在地！

申请被驳回，因为申请人不能证明美国实体对其英国母公司的文件具有申请被驳回，因为申请人不能证明美国实体对其英国母公司的文件具有申请被驳回，因为申请人不能证明美国实体对其英国母公司的文件具有
所有权、进行保管或控制。所有权、进行保管或控制。

尽管文件位于德国，法院在纽约市作出命令。尽管文件位于德国，法院在纽约市作出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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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虑的事项需考虑的事项

被寻求取证的个人是否为外国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被寻求取证的个人是否为外国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被寻求取证的个人是否为外国诉讼的一方当事人；

外国法庭的性质，进行中的外国诉讼的性质，以及外国政府、法院或机外国法庭的性质，进行中的外国诉讼的性质，以及外国政府、法院或机
构对美国联邦法院司法协助的接受情况；构对美国联邦法院司法协助的接受情况；

申请人是否企图利用 条规避法院所在国对取证程序的限制或政策；申请人是否企图利用 条规避法院所在国对取证程序的限制或政策；申请人是否企图利用 条规避法院所在国对取证程序的限制或政策；

以及取证要求是否具有不正当的干扰性或过于繁重。以及取证要求是否具有不正当的干扰性或过于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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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国际环境，

宽恕制度适用的协调，宽恕制度适用的协调，

私人执行的风险（美国：三倍损害赔偿），私人执行的风险（美国：三倍损害赔偿），私人执行的风险（美国：三倍损害赔偿），

刑事执法的风险，刑事执法的风险，

对外国人的监禁判决。对外国人的监禁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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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于其 财政年度（ 年 月 年 月）处以 亿美元以上罚美国司法部于其 财政年度（ 年 月 年 月）处以 亿美元以上罚
款（反垄断刑事罚款）款（反垄断刑事罚款）

财政年度：司法部对违反反垄断刑事政策的 家企业处以 万美元以上罚财政年度：司法部对违反反垄断刑事政策的 家企业处以 万美元以上罚
款：款：

家日本企业，家日本企业，

家德国企业，家德国企业，

家美国企业，家美国企业，

家台湾企业，家台湾企业，

家瑞典企业。家瑞典企业。

至 财政年度：司法部处以罚款额度高达约 亿美元（ 来自国际卡至 财政年度：司法部处以罚款额度高达约 亿美元（ 来自国际卡
特尔）。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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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反垄断局展开刑事调查最多的行业 可能全球范围内均如此。司法部反垄断局展开刑事调查最多的行业 可能全球范围内均如此。

截至目前，美国有 家企业、 位个人被处以罚款，罚款额度高达截至目前，美国有 家企业、 位个人被处以罚款，罚款额度高达
亿美元以上。亿美元以上。亿美元以上。

位日本人将被监禁，各服刑 年。位日本人将被监禁，各服刑 年。位日本人将被监禁，各服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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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日本矢崎公司，罚款 亿美元，美国 日本矢崎公司，罚款 亿美元，

美国 日本古河电气工业公司，罚款 亿美元，美国 日本古河电气工业公司，罚款 亿美元，

美国 日本电装公司，罚款 万美元，美国 日本电装公司，罚款 万美元，

美国 日本藤仓公司，罚款 万美元，美国 日本藤仓公司，罚款 万美元，

美国 日本金刚石电机制造公司，罚款 万美元 ，美国 日本金刚石电机制造公司，罚款 万美元 ，

美国 日本东海理化公司，罚款 万美元，美国 日本东海理化公司，罚款 万美元，

美国 瑞典奥托立夫公司，罚款 万美元，美国 瑞典奥托立夫公司，罚款 万美元，

美国 ，罚款 万美元美国 ，罚款 万美元

美国 ，罚款 万美元美国 ，罚款 万美元

美国 日本精机公司，罚款 万美元。美国 日本精机公司，罚款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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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人不再有“不监禁”的量刑建议对外国人不再有“不监禁”的量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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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 Jungermann博士
德国律师/ 合伙人
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
Bockenheimer Landstrasse 25Bockenheimer Landstrasse 25
60325 Frankfurt am Main60325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电话：+49 69 25494 300
传真：+49 69 25494 444传真：+49 69 25494 444
电子邮件：sebastian.jungermann@kayescholer.com电子邮件：sebastian.jungermann@kayescho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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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 Jungermann博士是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法兰克福办公室的合伙人以及德国竞争法与反垄Sebastian Jungermann博士是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法兰克福办公室的合伙人以及德国竞争法与反垄
断业务部门的负责人。Sebastian律师为客户就德国和欧洲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业务提供法律咨询，包断业务部门的负责人。Sebastian律师为客户就德国和欧洲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业务提供法律咨询，包

括德国、欧盟和跨境并购控制审查、卡特尔（企业联合）审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审查、诉讼、合规、括德国、欧盟和跨境并购控制审查、卡特尔（企业联合）审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审查、诉讼、合规、
内部审计与合同咨询。Sebastian律师在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欧盟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代表其内部审计与合同咨询。Sebastian律师在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欧盟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代表其
客户参与诉讼。此外，Sebastian律师还为客户提供有关公司法、知识产权、数据保护、业务外包和客户参与诉讼。此外，Sebastian律师还为客户提供有关公司法、知识产权、数据保护、业务外包和
其他技术相关领域的法律建议。Sebastian律师并且代理国际诉讼业务，包括在美国进行的诉讼开展其他技术相关领域的法律建议。Sebastian律师并且代理国际诉讼业务，包括在美国进行的诉讼开展
庭前取证。庭前取证。

Sebastian律师于2002年加入我所。2004年，他于凯寿纽约总部的反垄断与公司业务组工作。在加入Sebastian律师于2002年加入我所。2004年，他于凯寿纽约总部的反垄断与公司业务组工作。在加入
凯寿之前，Sebastian律师曾在法兰克福的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工作。Sebastian律师于2006被晋升为法凯寿之前，Sebastian律师曾在法兰克福的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工作。Sebastian律师于2006被晋升为法
律顾问，并于2009年晋升为合伙人。律顾问，并于2009年晋升为合伙人。

Sebastian律师是法兰克福Kommentar Kartellrecht（著名的德国和欧洲反垄断法的评论杂志）的主要Sebastian律师是法兰克福Kommentar Kartellrecht（著名的德国和欧洲反垄断法的评论杂志）的主要
作者之一，他经常为该杂志撰写关于反垄断、合规、公司和其他相关主题的文章。Sebastian律师曾作者之一，他经常为该杂志撰写关于反垄断、合规、公司和其他相关主题的文章。Sebastian律师曾
针对“法律诉讼中将电子签名作为证据”这一课题发表过法律论文。Sebastian律师也经常就反垄断、合针对“法律诉讼中将电子签名作为证据”这一课题发表过法律论文。Sebastian律师也经常就反垄断、合
规和庭前取证发表演说。规和庭前取证发表演说。

Sebastian律师被2013年《钱伯斯欧洲》评为反垄断执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因其“响应能力、法律知识Sebastian律师被2013年《钱伯斯欧洲》评为反垄断执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因其“响应能力、法律知识
和商业头脑”获得客户赞誉。和商业头脑”获得客户赞誉。

Sebastian律师是法兰克福反垄断论坛 (Kartellrechtsforum Frankfurt am Main) 的董事会成员，同时担Sebastian律师是法兰克福反垄断论坛 (Kartellrechtsforum Frankfurt am Main) 的董事会成员，同时担
任以下协会的成员，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反垄断律师协会(Studienvereinigung Kartellrecht)，美任以下协会的成员，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反垄断律师协会(Studienvereinigung Kartellrecht)，美
国律师协会反垄断法部门，德国律师协会 (Deutscher Anwaltverein)，德美律师协会 (DAJV)，德国法国律师协会反垄断法部门，德国律师协会 (Deutscher Anwaltverein)，德美律师协会 (DAJV)，德国法
律与信息学协会 (DGRI) 和德国知识产权与版权保护协会 (GRUR)。律与信息学协会 (DGRI) 和德国知识产权与版权保护协会 (GR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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