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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事務委員會昨日就《競爭條例》草擬指引
發出討論文件，向商界及公眾諮詢兩個多月，預
計今年第4季將推出初稿。競委會主席胡紅玉表
示，現階段不評論會優先主動打擊哪個行業，強
調只要有證據，競委會有膽識「打大老虎」。事
實上，設立《競爭條例》目的是打擊反競爭行
為，保障公平的營商環境，只要是反競爭行為，
不論是「大老虎」或「小老虎」都應同樣處理。
需要特別留意的是，本港優勢在於自由市場經
濟，在制定和執行競爭條例時，須顧及本港高度
自由的營商環境，避免因管制過嚴而損害自由競
爭。

設立《競爭條例》是本港推動公平競爭的一個
重要里程碑，條例為調查和懲處反競爭行為提供
了法律基礎，更有力地保障企業和消費者的權
益。然而，不少商界人士始終對法例存有疑慮，
擔心立法後，企業隨時要面臨訴訟，付出不必要
的成本，甚至因無力負擔被迫退出市場。雖然目
前的條例已經作出了多項豁免，包括取消獨立訴
訟等，但商界仍然擔心會損害企業環境。當局在
執法時理應在保障競爭以及維護營商環境上取得
平衡，切忌過猶不及，令企業經營百上加斤。

應該看到，操縱價格、圍標、編配市場和限制

產量，是本港一直以來最常見的反競爭行為，確
實是損害了本港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消費者利益。
不過，這些有違公平的市場行為，既存在於大企
業，也存在於中小企。例如，圍標便是最明顯例
子，直接關係到社會大眾的切身利益，理應作為
重點打擊對象。不論是大企業或是中小企從事有
關違規行為，當局都應視同一律，強力執法，切
實維護市民的權益。鑑於調查操縱價格、圍標等
行為存在極大困難，而本港調查及執法人手有
限，因此，本港效法歐盟及多個國家實施的寬免
政策，即日後如有多間企業合謀定價，首間自動
「投案」的企業，可獲豁免罰款，以此減少調查
成本，加快案件處理，是一個可行的辦法。當局
應汲取外國的執法經驗，以提高成功檢控率。

保障公平競爭令市場運作更具效率，符合社會
各界包括商界的利益，並沒有反對的理由。不
過，在討論公平競爭的問題上，當局也要避免由
過去放任自流而走向過度嚴苛，在反競爭行為的
同時，也要顧及企業的生存環境以及香港的營商
環境。當局應就條例內容積極與商界人士諮詢，
多與中小企溝通，宣傳條例內容，制定清晰指
引，確保法例能夠順利推行。

（相關新聞刊A2版）

既保障公平競爭 又保持自由經濟
中國互聯網新聞研究中心昨日發表《美

國全球監聽行動紀錄》，從不同方面列舉
了美國對全球和中國進行秘密監聽的行
徑。然而，「稜鏡」計劃曝光後沒多久，
美國就像忘記了自己才是全球最大的網絡
竊密者，反而肆意向中國潑髒水，上演一
出賊喊捉賊的鬧劇。中國不僅需要揭露美
國竊密者的本來面目，還須加強對美的反
制，通過加強國家網絡安全建設，保障自
己的網絡空間利益。

美國全球網絡竊密令人觸目驚心。但
是，「稜鏡」計劃曝光後不久，美國就像
得了健忘症似的，忘了自己才是當今世界
上最大的網絡竊密者，也是針對中國網絡
的頭號攻擊國，幾天前竟然無中生有指責
中國軍人從事黑客犯罪，其企圖是有意抹
黑中國，從而轉移國際社會對美國網絡竊
密的注意力。美國在自身醜行被揭露後，
受到舉世譴責，不但不反躬自省，反而指
控中國進行網絡竊密，完全是在賊喊捉
賊。「斯諾登事件」已經揭露了美國全球
網絡竊密，這樣一個劣跡斑斑的國家，怎
麼能夠有資格指責別國？正如德國媒體指

出：「多年來美國一直以『中國間諜和黑
客攻擊』為由向中國施壓。而實際上，美
國自己才是竊聽者。」

其實，這已不是美國第一次用網絡安全
的名義拿中國說事。從2011年到2014年，
美國以類似網絡安全話題指責中國達 12
次，中國均予以駁斥和抗議，讓世人越來
越看清美國的真面目。這次中國除了通過
外交強烈抗議，並要求美國撤銷起訴外，
還決定終止中美網絡工作組活動。

中國是網絡攻擊的主要受害國，面臨嚴
峻的網絡安全威脅。美國全球監聽行動涉
及中國政府和領導，更證明中國把網絡安
全放在國家戰略高度的正確，更堅定了中
國在網絡安全方面果斷佈局和加大投入的
決心。在網絡安全方面，中國應加快制定
相關審核制度，加強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和
國產化，通過相關政策法規和法律手段保
障自己的網絡空間利益。面對美國網絡竊
密威脅，中國要進一步加強國家網絡安全
建設，尤其在金融、能源、軍工等敏感領
域。

（相關新聞刊A3版）

美國全球網絡竊密 反而賊喊捉賊
A2 重要新聞

競爭例初推 無心之失將輕罰
競委會：敢打「大老虎」料第四季出初稿

競委會未來兩個月就制訂競爭法的執行指引，諮詢持份
者及公眾意見。胡紅玉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會打擊

嚴重反競爭行為，希望先「打大老虎」，包括大企業，以及
一些小企業的聯合行動。她續說，法例明年實施後，一定會
處理合謀定價及圍標行為，會寬待告密的知情者，協助「打
大老虎」。

必處理合謀定價及圍標
不過，她謂調查這些情況需要證據，相信告密者會是重
要來源，又說在全球一體化下，一些跨國企業在外國已被
裁定反競爭行為，競委會會借鑑案例向大型機構下手。她
相信，合謀定價及圍標將會是競委會必須處理的問題。
她又稱，明白中小企擔心誤墮法網，強調企業只有導致
消費者和其他經營者有損失，競委會才會介入調查，而法
例已提供很多豁免。不過，若是無心之失，而不是違反嚴
重的反競爭行為，在條例實施的初期可以講人情，懲處力
度方面亦會較「輕手」。
競委會預期，將以行政措施及告誡通知的方式，處理程

度較輕的違反個案，而較嚴重的個案，可能會涉及發出違
章通知書，並最少要求有關人士作出強制執行的承諾。至
於最嚴重的個案，在有關人士未能提供或遵守承諾以釋除
競委會的疑慮，以及達成補救目標的情況下，競委會將要
求審裁處作出懲處及其他糾正措施。
對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早前表示，競爭條例
應採納25%市場份額作為具有市場權勢的門檻。競委會則
認為，單看市場份額不能決定企業是否具有市場權勢。至
於如何定義具有市場權勢，競委會認為，市場份額並非唯
一決定因素，仍要視乎市場結構、企業競爭可能性，及進
入市場的障礙等。

濫用市場權勢造成損害始違規
競委會強調，單單有市場權勢並非罪名，一定要濫用這
個優勢，造成損害才算違規。企業亦有機會採取補救措
施，避免要轉介到審裁處罰款處理。競委會預計，指引會
在明年上半年正式實施，屆時不會再設緩衝期。他們會在
法例生效前，多與中小企溝通，讓他們了解法例要求。
《競爭條例》草擬指引中，列明第一行為守則中4種反
競爭行為，包括合謀定價、分配市場、限制產量及圍標，
有業界憂慮除這些行為以外，會觸犯其他反競爭行為，對
於說法不夠清晰。有見及此，競委會計劃在指引內提出營
商手法的例子，包括供應商規定產品轉賣價格、進行集體
採購、分享價格資料、對成員的產品施加帶限制性的標
準，以及限制個別成員進行宣傳等，競委會將會向持份者
收集意見，了解是否在有關營商手法提供更多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競爭事務委員

會昨日就《競爭條例》草擬指引發出討論文

件，向商界及公眾諮詢兩個多月，預計今年第

四季將推出初稿，明年上半年實施。競委會主

席胡紅玉表示，為免影響日後調查，現階段不

評論會優先主動打擊哪個行業，強調只要有證

據，競委會有膽識「打大老虎」；又指明白中

小企的憂慮，強調實施初期會對企業的無心之

失放輕懲處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立
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昨討論競爭
事務委員會的成立和有關《競爭條
例》草擬執法指引，多名來自商界
的議員擔心日後的《競爭法》對本
地中小企的影響，容易誤墮法網；
亦有議員關注競爭條例豁免政府行
為，擔心政府和商界合作出現「踩
界」。競委會主席胡紅玉表示，法
例已提供很多豁免，實施初期亦會
對企業無心之失懲處較「輕手」。

倘「官商」圍標 可介入處理
在昨日的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有議員關注競爭條例轄免政府行
為，如何處理政府及商界合作的
「踩界」行為。胡紅玉表示，如果
政府與商界合作，純粹是商業行
為，影響消費者，競委會可以處
理，例如商界及政府圍標，競爭條
例是可以處理。
胡紅玉又說，明白中小企擔心會

誤墮法網，她強調，要造到有損
失，競委會才可介入，中小企墮入
法網機會低。她表示，法例實施初
期，懲處會輕手，不會大力，如果
是競委會範圍處理，不會涉及罰
款。競委會未來兩個月會與商界接
觸，草擬指引後會重新提交持份者
諮詢。
有議員昨日在會上，舉例指天水

圍現時商場只得領匯等控制，關注
《競爭法》如何對付大財團；電訊
供應商合併，又是否屬違反競爭行
為。胡紅玉回應稱只要符合法律框
架的管轄範圍，就會調查處理，又
指外國有很多相關個案經驗可借
鏡。她稱，未來幾個月會就《競爭
法》的法律框架與工商界會面，減
少法律的灰色地帶，預計今年第四

季推出規管指引草稿，再進行公眾諮詢。

反圍標聯盟 遞請願信苦瓜
另邊廂，全港業主反圍標大聯盟聯同反對派
成員，昨日趁競爭事務委員會就《競爭條例》
制定指引展開諮詢舉行記者會前在門外請願，
要求約見競委會，就打擊不法圍標行為向委員
會表達意見。代表高叫口號，並向胡紅玉遞交
請願信及兩個苦瓜。
代表表示，自從政府推行強制驗樓及樓宇維

修資助貸款計劃後，顧問及工程公司為爭奪每年
過百億元的維修費，以圍標方式壟斷市場，誇大
維修費用，影響市場競爭環境，損害業主的權
益。胡紅玉表示會盡力，但由於目前指引仍處於
諮詢階段，相信要到2015年才可開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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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事務委員會由昨日起，就《競爭
條例》草擬執法指引展開首階段諮詢，
委員會會就反競爭行為守則，向工商界
解釋，以及聽取公眾意見。《競爭條
例》禁止所有行業的業務實體在競爭過

程設立障礙，導致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從
而削弱競爭在香港經濟中帶來的正面影響。

營業額不逾2億元獲豁免
《競爭條例》全面實施後，將會透過三項競爭守則處

理一些限制競爭的情況。第一行為守則旨在禁止任何對
競爭構成不利影響的反競爭協議。任何業務實體，不論
規模大小，如涉及嚴重反競爭的行為，如合謀定價、分
配市場、限制產量及圍標等，均須負上法律責任。不
過，業務實體間的協議涉及的合併年度營業額不超過2
億元則獲豁免不受守則限制。
同時，第二行為守則禁止具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業

務實體濫用該權勢來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但守則不
適用於年度營業額不超過4,000萬元的業務實體。合併
守則則禁止具有或相當可能具有大幅減弱在香港競爭效

果的企業合併，而適用範圍只限於持有《電訊條例》發
出的傳送者牌照的企業。競委會與通訊事務管理局共享
執行競爭守則的管轄權，兩家機構將擬備一份諒解備忘
錄，協調兩者執行條例的職能。
另外，就寬待及合作政策方面，首位通知競爭事務機

構出現合謀安排的人士，可獲豁免被檢控的政策，亦稱
為「寬待政策」。寬待政策不會向承認違法人士加以罰
款，屬重大的寬免措施，因此通常僅適用於合謀行為。

告誡方式 處理較輕個案
競委會亦預期，將以行政措施及告誡通知的方式，處
理程度較輕的違反個案，較嚴重的個案可能會涉及發出
違章通知書，並最少要求有關人士作出可強制執行的承

諾，務求令有關承諾能達成補救目標。至於最嚴重個
案，在有關人士未能提供或遵守承諾以釋除競委會的疑
慮及達成補救目標的情況下，該會將要求審裁處作出懲
處及其他糾正措施。
競委會由昨日開始至7月，就《競爭條例》草擬執法

指引，陸續與各持份者和公眾見面和溝通，同時亦向業
界解釋清楚《條例》內容，以減少灰色地帶，亦會講解
日後委員會的調查程序，企業如何可以申請豁免程序
等；預計今年9月至年底，將就有關《競爭條例》印發
指引初稿，向立法會、持份者及公眾展開諮詢；競委會
期望於2015年上半年度落實指引，以及制定教育及協
助業界遵守條例的教材，以供商界使用。

■記者 張文鈴

展首階段諮詢 向工商界釋守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競爭事務委員
會昨日公布文件，解釋《競爭條例》涵蓋範疇，
未來數月會邀請商界及公眾發表意見。據悉，為
提高檢控成功率，競委會會效法歐盟，實施寬免
政策，即日後如有多間公司合謀定價，首間主動
舉報的公司，可豁免罰款。競爭事務委員會主席
胡紅玉表示，競委會的偵查權力很深入，但亦需
要公眾舉報和提供證據，而告密者對競委會工作
很重要，競委會將在指定情況下，寬待告密者。

僅涉合謀行為 身份絕對保密
競委會昨日發表「為《競爭條例》全面實施作
好準備」的文件中提及，首位通知競爭事務機構
出現合謀安排的人士，可獲豁免被檢控的政策，
亦稱為「寬待政策」，是世界各地競爭事務機構

偵查合謀安排，採用的主要工具之一。
文件又指出，寬待政策不會向承認違法的人士
加以罰款，屬重大的寬免措施，因此通常僅適用
於合謀行為。至於根據寬待政策未能獲得寬免的
人士，假如仍能在合謀安排或競委會其他的調查
中，與競委會合作，競委會決定補救方法之輕重
時，會考慮此項合作因素。
胡紅玉在記者會上表示，根據資源顯示，

2013/14年度歐洲監管局有90%的合謀個案均來
自告密者，而他們都獲得寬待，因此競委會會研
究告密者做證人時的身份保障問題。她又強調，
為了保障告密者，有關其身份和所提供的資料均
會絕對保密和密封。至於首名以後的告密者，競
委會亦會參考他們提供的資料，酌情對他們的罰
則「打折」，不過最終仍由審裁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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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紅玉（中）強調，只要有證據，競委會有膽識「打大老虎」。競爭事務委員會亦預計，今年第四季將
推出草擬初稿。 張文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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