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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反垄断程序：主要特征 



行政程序遵循司法管制 
欧盟委员会（欧洲委员会竞争总署） 
欧盟法院 
各成员国执法部门和法院 

详细且大体独立的规章制度 
高度透明的程序 
当事方广泛的抗辩权 

程序保障 
听证权 
听证官的作用 



欧盟反垄断程序：规章制度/基本内容 



主要规定 

《有关欧盟运行条约（TFEU）第101
和102条的实施条例1/2003》 

 

《有关竞争执法的程序条例773/2004》 

 

《卡特尔案件和解程序条例622/2008》  



通告和指南 

《有关处理投诉的通告》（2004） 

《竞争主管机构网络内部合作的通告》
（2004） 

《委员会与成员国法院之间合作的通
告》（2004） 

《有关查阅文件的通告》（2005） 

《有关宽大处理的通告》（2006） 

《有关罚款的指南》（2006） 

《有关和解的指南》（2008） 



操作指引 

《有关欧盟运作条约第101和102条的
最佳实践通告》（2011） 

《经济证据提交和数据收集最佳操作
指引》（2011） 

 

其他程序保障 

《听证官参考规定》（2011） 



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的反垄断程序
手册 

为应用《欧盟运作条约》第101和102
条开展调查的人员给出实务指导的内
部工作工具 

2012年为应用竞争规定中的委员会程
序提供更大透明度而公布了主要章节 



欧盟反垄断程序 
综述 



•终止案例 
•驳回投诉（773/2004条例的
第7条） 

停止调查 

• 1/2003条例的第7条 
•制裁（罚款） 
•卡特尔：和解的可能
（622/2008条例） 

禁止决定 

• 1/2003条例第9条 
•未发现违法 
•提出约束性承诺 

承诺决定 

案件/程序的结果 



驳回决定（773/2004条例第7（2）条）  

投诉人的评论 

拒绝信（773/2004条例第7（1）条）  

初步评估 

投诉 



决定后阶段 

作出禁止性决定 

咨询委员会 

听证 

回复 

查阅文件 

反对声明 

深入调查 

开始调查 

初步评估 

案例起源 



作出承诺决定 

咨询委员会 

市场测试 

提交承诺 

初步评估 

深入调查 

开始调查 

初步评估 

案例起源 



反对声明 



反对声明是一个基本的程序保障，确保听证权的充分实现。 

反对声明的目的 

通知当事方对其提出的所有反对内容，以便使其可以书面和口头方式行使抗辩权。 

有关企业必须提供为自己有效辩护以及反对指控抗辩所需要的所有信息。 

反对声明是一个初步的程序措施（不是正式决定） 

应该基于可能采用的最终决定的性质和结果撰写反对声明。 



欧盟委员会必须就其能够发表意见的各方相关的反对意见作出其决定。 

必须就委员会所据以作出其最终决定的所有事实和资料告知有关企业。 

反对声明必须说明对每家企业所提出的投诉事实的法律评估。 

反对声明必须确认作为反对证据的文件资料。 

补充性反对声明/事实陈述书 



反对声明必须清晰指出委员会是否打算进行罚款、定期罚款或其他救济措施。 

反对声明必须指出依据其作出罚款处罚的基本事实以及法律事项。 

违法时间以及严重程度 

属于故意违反还是过失违反 

产生加剧/减缓情节的事实 

反对声明还将尽量包括与随后的罚款计算所相关的更多事项。 

比如：所考虑年份的相关销售数据 

（最佳实践通告：非法律义务） 

无能力支付 

结构性或行为性救济措施 



反
对
声
明
的
结
构

 

产品、行业和企业 

事实 

法律分析 

持续期限 

收件人 

救济措施 



反对声明的通知和传递 

委员采纳反对声明 

提供给委员会其他理事会的信息 

咨询委员会的法律服务处 

起草反对声明 

进展会议 

终止调查 



作出禁止决定 

咨询委员会 

进展会议 

听证 

当事方对反对声明的回复 

查阅文件 

作出反对声明 



查阅文件 



对委员会文件的访问权是程序保障之
一，适用于应用平等原则和保护抗辩
权。 

主要规定 

《1/2003号条例》的第27(2)条  

《 773/2004号条例》的第15条 

《有关查阅文件的通告》（2005） 



反对声明的收件人被授权可以访问委员
会相关文件夹中的所有资料。 

例外： 

内部资料 

其它企业的商业机密 

有关企业营业行为的信息，若披露的话
可能对企业造成严重损害 

其它机密信息 

若披露的话可能对人员或企业造成重大
损害  



程序 

给予企业提交其机密权利主张 

（临时）接受或拒绝竞争总司的服务  

听证官介入 

实务方面 

谈判信息披露（保密环节） 

数据屋 

受限访问： 

承诺决定 

驳回投诉 



采纳决定 



通告和公布决定 

采纳禁止决定 

咨询委员会II（罚款） 

咨询委员会I 

翻译 

咨询委员会其他理事会 

咨询委员会法律服务处 

起草决定 



确定罚款  



当行使其处以罚款的权利时，在《1/2003号
条例》的第23条规定的限值内，委员会享有
大范围的酌情处理权。 

对于涉及违法的每家企业和企业联盟行为，罚款将不
超过其上一营业年度总营业额的10%。 

在确认罚款金额时，应该注意违法行为的程度和时间。 

委员会必须确保其行为具有必要的威慑效果。 



《有关罚款的指南》（2006） 

确定罚款的方法： 

基本数额（销售额的百分比（取决于违法的
严重程度）乘以侵权年数） 

附加数额 

调整数额（有加重和/或减轻情节时，有威
慑效果） 

最大限值（ 10%） 

减少数额（宽大处理，无支付能力） 



案例COMP/39.125-汽车玻璃 
2008年12月11日的决定 

主体：18家法人实体，属于4家企业 

违法行为：商定合同分配，协调价格政策
和供货策略 

范围：欧洲经济区 

时间：1998年3月到2003年3月 

总罚款金额：1,354,896,000欧元 



基本罚款额： 

计算基础是侵权期间的年平均销售额（3个时期：形成期，
成熟期和减缓期） 

应用16%的变量金额 

时间： 

变量金额乘以5（ AGC 和 Saint-Gobain），乘以4.5或者
1.5（ Soliver） 

威慑效果： 

额外增加销售额的16%的罚款 

罚款（2006指南） 



加重情节 

累犯：在基本罚款金额基础上增加60 % （ Saint-Gobain） 

营业额10%限定的应用 

所获营业额的10 % 上限（ Soliver） 

宽大处理（2002公告） 

豁免：驳回AGC申请 

减少罚款金额： AGC降低50% 

罚款（续） 



罚款 
因宽大处理导致的罚款金额减

少 
总计 

Saint Gobain 
(法国) 

0% 0 * 880 000 000 

Asahi  
(日本) 

50% 113 500 000 113 500 000 

Pilkington 
(英国) 

0% 0 * 357 000 000 

Soliver 
(比利时) 

0% 0 4 396 000 

金额 
（单位：欧元） 

1 354 896 000 

2013年修订的罚款 



案例COMP/39.748 — 汽车线束 
2013年10月7日决定（和解）  

主体：10个法人实体，属于5家企业 

侵权行为(≠5)： 协调价格和分配供货 

范围： 欧洲经济区内外 

时间（每种侵权行为的时间不同）： 
2000-2009 

总罚款金额： 141,791,000欧元 



基本罚款额： 

固定为相关销售额的16% 

比如： 雷诺 I侵权行为的销售额根据估计的侵权时间内销售至欧
洲经济区内相关雷诺项目的总销售量为基础，乘以所获得标的的
价格来确定。 

时间： 

基本罚款额乘以涉及侵权行为的年数。 

对基本罚款额的调整： 

豁免：住友商事（Sumitomo） 

罚款额减少：其他当事方为20%到50%不等。  

和解公告的应用对Yazaki, Furukawa, SYS 和 Leoni 处以的罚款
额降低10%。 

罚款 
(2006指南) 



(金额，单位：
欧元) 

Sumitomo Yazaki Furukawa SYS Leoni 罚款总额 

Toyota i侵权 0 95 149 000 2 483 000 97 632 000 

Honda 侵权 0 29 812 000 1 532 000 31 344 000 

Nissan 侵权 0 380 000 380 000 

Renault I 
侵权 

0 10 123 000 10 123 000 

Renault II 
侵权 

0 934 000 1 378 000 2 312 000 

罚款总额 0 125 341 000 4 015 000 11 057 000 1 378 000 141 79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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