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法学 PekingUniversityLawJournal
Vol.31,No.4(2019)pp.1004-1024

制度成本与规范化的反垄断法

当然违法原则的回归    

李 剑*

摘 要 在经济学理论的推动下,现代反垄断法的基本分析方式经历了从当然违法原则

向合理原则转变的过程。但合理原则也使得反垄断分析变得复杂而成本高昂。更重要的是,
合理原则与法律的规范性存在明显冲突,会产生违反法治原则、削弱威慑效果的后果。因而有

必要反思经济学与反垄断法进一步融合的方式。通过对四种制度成本的分析可以看到,当然

违法原则在案件查处成本、行政成本上更低。虽然立法成本更高,但通过提高反垄断法的类型

化程度,当然违法原则也具有规则适用上的成本优势。同时,就动态规制效果而言,当然违法

下的错误成本要比传统理念所认为的更小。因此,反垄断法的规范性要求经济学和反垄断法

以新的方式融合,更多地适用当然违法原则。

关 键 词 反垄断法 经济学 合理原则 当然违法原则 制度成本

在基本分析方式上,现代反垄断法经历了从当然违法原则向合理原则发展的过程。〔1〕这

一转变的内在推动力源自于经济学理论对反垄断法的“入侵”。美国的反托拉斯经济学革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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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反垄断法的移植与本土化研究”
(项目编号:18BFX150)的阶段性成果。

Perseillegal和Ruleofreason在中文中被分别翻译为“当然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但二者并非法

理学中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原则,更多是作为基本分析方式、模式被使用。如果按照“规则-标准”(rule-stand-
ard)的划分,规则通常明确、具体,而标准则更为灵活,那么当然违法原则更接近规则,而合理原则则接近标准。

SeePierreSchlag,“RulesandStandards”,UCLALawReview,Vol.33,1985,p.379.此外,“当然违法原则”和“合
理原则”的区分是基于美国反托拉斯法体系的术语。欧盟竞争法中采用的是“核心限制”和“非核心限制”的概

念。尽管在术语的使用上存在差异,但基本的类型化思维方式以及分析方法具有一致性。考虑到美国反托拉斯

法的历史地位,以及大量理论文献采用合理原则和当然违法原则的表述方式,本文也采用这一术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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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得尤其彻底,以至于现在几乎所有的反垄断分析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2〕强大的理论

创新能力,再加上美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由经济学重构的反垄断法理论体系也逐渐为世界

上绝大多数国家反垄断法所吸收。〔3〕即便如欧盟这样在竞争法上有相对独特历史的地

区,〔4〕也越来越多地接受经济学理论主导下的分析框架。〔5〕而正是以对经济学理论的认同

为基础,美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法理论呈现出趋同性。〔6〕

中国也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并尤为典型地体现在对垄断协议规制的理解上。法院倾向

于以合理原则来分析转售价格维持行为,〔7〕并认为经济学理论是这一分析方式的依据。〔8〕

而行政执法机构则坚持类似当然违法的理解。〔9〕虽然对现行法的文义理解有分歧,但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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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SeeWilliamE.Kovacic& CarlShapiro,“AntitrustPolicy:ACenturyofEconomicandLegal
Thinking”,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Vol.14,No.1,2000,pp.58-59.

反垄断法最为主要的两大法域为美国和欧盟。EleanorFox教授认为,后来的国家和地区有六个

构建反垄断法体系的路径:①基于美国反托拉斯法,优先考虑效率和消费者并禁止卡特尔;②也基于美国法,
同样禁止卡特尔,但在效率和消费者问题上有新的考虑;③基于欧盟竞争法,青睐竞争过程;④将各国、地区的

竞争法进行融合;⑤考虑对本土市场企业的公平,主要涉及大型跨国企业和小企业竞争时导致的失业等问题;

⑥基于本国问题、需求进行创新。SeeEleanorFox,“InSearchofaCompetitionLawFitforDevelopingCoun-
tries”,LawandEconomicsResearchPaperSeries,WorkingPaperNo.11-04,NewYorkUniversitySchool
ofLaw,2011,availableat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 abstract_id=1761619,最后访问日期:

2019年5月13日。按照这一归纳,全球反垄断法的学习标杆主要为美国和欧盟,其中美国尤为重要。
欧盟竞争法是欧盟条约下众多内容中的一个,和统一大市场的建立结合在一起,同时受到自由秩

序(Ordo-Liberal)传统的影响。SeeNicolaGiocoli,“Competitionvs.PropertyRights:AmericanAntitrust
Law,theFreiburgSchoolandtheEarlyYearsofEuropeanCompetitionPolicy”,JournalofCompetition
Law &Economics,Vol.5,2009,p.747.

20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时,经济推理开始以不准确和随机的方式出现在欧盟委员会的裁决和欧洲

法院的判决中,但从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多地直接体现在指南和通

告中。参见(英)西蒙·毕晓普、迈克·沃克:《欧盟竞争法的经济学:概念、应用和测量》,人民出版社2016年

版,第3页。
对于这一趋势的论述,可参见JohnKallaugher,ReviewofElhauge& Geradin,“GlobalCompeti-

tionLawandEconomics”,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Vol.3,No.2,2007,pp.241-248.
法院采用合理原则的分析转售价格维持的典型案例包括: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诉强生(上

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
号];东莞市横沥国昌电器商店与东莞市晟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合时电器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

纠纷案[(2015)粤知法商民初字第33号]等。在最近海南省物价局诉海南裕泰科技饲料有限公司物价行政处

罚案的一审判决中,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2017)琼行终1180号],首次认可了“禁止加豁免”的方法。但

该转变到底是个案还是代表整个司法系统对该问题认识上的转变,仍有待持续观察。
参见丁文联:“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司法评价”,《法律适用》2014年第7期,第59-64页。
行政执法机构主张“禁止加豁免”的原则分析转售价格维持案件。但行政执法机构并不是一开始

就采用这一分析方式。早期查处的五粮液转售价格维持案件中,四川省发改委在简短的分析中认定涉案企业

达成并实施了白酒销售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限制了同一品牌内经销商之间的竞争,损害了经济效率,同时还

限制了行业内品牌之间的竞争,违反《反垄断法》第14条。(参见丁一:“触及反垄断法,茅台五粮液吃最大罚

单”,载《中国工业报》2013年3月6日,第B02版)这一对竞争效果进行分析的方式和之后证明行为存在即判

定违法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对于制度成本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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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法院其实都认可合理原则下所包含的经济学逻辑。与实务类似,学术上支持当然违法

原则的观点 〔10〕与主张采用合理原则的观点 〔11〕看起来针锋相对,但也都认可:经济学研究已

经证明转售价格维持有促进竞争的可能性,如果不考虑现行法的实际规定,则转售价格维持应

该按照合理原则来分析。那么,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合理原则是否获得了应然层面的“合理

性”支持?

合理原则不断地攻城略地,无疑凸显了经济学理论在反垄断法领域的强大解释力。但或

许由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以及数学表达等方面对于传统法律人有神秘感,以至于反垄断法学

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学理论也存在能力边界,仍需不断发展;甚至忽略了经济学理论和

法律规范性要求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成本。法律规则的抽象性、规范性决定了法

律适用强调对普遍性问题的处理,强调稳定预期、行为引导等方面的基本作用。而合理原则所

依赖的经济学理论在本质上关注个案效果。实际上,尽管经济学理论完成了对反垄断法基本

经济逻辑的构建,但和法律的规范性要求之间还存在不小差距。这导致合理原则在法律适用、

对违法行为的威慑以及稳定预期等方面都存在不容忽视的成本。在这一意义上,虽然目前合

理原则占据了反垄断法分析的主导地位,但经济学理论的演化并没有终结于此。从制度成本

的角度来看,类型化和实证研究上的深入是未来反垄断经济学与反垄断法规则体系深度融合

的方向。〔12〕理解这一点,对于中国反垄断法语境下的讨论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从当然违法原则到合理原则

(一)当然违法原则的逻辑与主导地位

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相交叉的领域,现代反垄断法在发展中大量吸收了经济学理论。时至

今日,经济学理论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对于《谢尔曼法》立法目的存在的各种解释中,大
量观点试图将反托拉斯法和“效率”“福利”等概念相联系,以表明反垄断法和经济逻辑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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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认为现行《反垄断法》第14条明文禁止转售价格维持,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应该按照法律严

格执行。代表性观点可参见洪莹莹:“我国限制转售价格制度的体系化解释及其完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5年第4期,第49-60页;王健:“垄断协议认定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关系研究”,《法学》2014年第3期,第

35-49页;辛杨:“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并非当然违法? ———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朱丹商

榷”,《河北法学》2014年第8期,第186-191页。
认为现行法有局限,不符合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应当通过修法或法院对条文的解释等方式转向合

理原则分析。代表性观点可参见侯利阳:“转售价格维持的本土化探析:理论冲突、执法异化与路径选择”,《法
学家》2016年第6期,第70-82页;曾晶:“反垄断法上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路径及标准”,《政治与法律》2016
年第4期,第24-38页;兰磊:“转售价格维持违法推定之批判”,《清华法学》2016年第2期,第94-114页;黄
勇、刘燕南:“关于我国反垄断法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82
-91页;张骏:“完善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法规制的路径选择”,《法学》2013年第2期,第90-98页;许光耀:
“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法分析”,《政法论丛》2011年第4期,第98-103页。

为更好集中论述并呼应中国反垄断法的现实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垄断协议领域的发展作为具体例

证。由于反垄断经济学主要由美国推动,因此论证也主要以美国反托拉斯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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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性。〔13〕但早期反垄断法和经济学,特别是构成当前反垄断经济学基础的理论并无联系。
《谢尔曼法》的立法者们不可能考虑帕累托效率这样的经济学问题,因为颁布《谢尔曼法》时,帕
累托还没有形成这一理论,该理论诞生于1909年;《谢尔曼法》的立法者也不了解配置效率、无
谓损失,关于竞争和垄断的现代福利经济学大都形成于20世纪三十年代及之后。〔14〕在现代

反垄断法发展的早期,经济学即便有影响,其影响力也非常微弱。

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法上的垄断概念来自于英国普通法和美国各州制定法的自主创

新,其中制定法的作用突出。美国法院依据自身经济发展需要重塑了英国普通法关于垄断的

定义,但保留了英国法上垄断的基本特征。〔15〕反托拉斯法的目标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

化。〔16〕而基于《谢尔曼法》诞生时的历史时代,对该法的基本逻辑到底是基于竞争还是财产

发生过很多讨论。〔17〕早期美国法院对于反垄断法上的“损害”采用了扩大的、有争议的理解。

更准确地说,法院将“契约自由”和“交易自由”视为反托拉斯法下重要的独立价值,将对于这些

自由所进行的合同限制视为“损害”,进而适用当然违法原则。〔18〕例如,认为最高转售价格和

最低转售价格合同限制了相对方基于自己的判断进行销售的自由;〔19〕认为独家交易合同与

《谢尔曼法》第1条、《克莱顿法》第3条的基本精神相冲突,剥夺了交易者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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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19〕

SeeRobertH.Bork,TheAntitrustParadox:APolicyatWarwithItself,BasicBooks,1978,

pp.81–89;HerbertHovenkamp,FederalAntitrustPolicy,TheLawofCompetitionandItsPractice(4thed)
,West,2011,pp.83–86;RobertH.Bork,“LegislativeIntentandthePolicyoftheShermanAct”,The
JournalofLawandEconomic,Vol.9,1966,p.7;RobertLande,“WealthTransfersAstheOriginalandPri-
maryConcernofAntitrust:TheEfficiencyInterpretationChallenged”,HastingsLaw Journal,Vol.34,

1982,p.65;BarakY.Orbach,“TheAntitrustConsumerWelfareParadox”,JournalofCompetitionLaw &
Economics,Vol.7,2010,pp.133-134;RobertPitofsky,“Past,PresentandFutureofAntitrustEnforcement
attheFederalTradeCommission”,The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Vol.72,2005,pp.209,217;

StevenC.Salop,“ExclusionaryConduct,EffectonConsumers,andtheFlawedProfitSacrificeStandard”,

AntitrustLawJournal,Vol.73,2006,pp.311,329–333.
参见赫伯特·霍温坎普:《联邦反托拉斯政策:竞争法律及其实践》,许光耀、江山、王晨译,法律出

版社2009年版,第52页。作为现代反垄断法标志的《谢尔曼法》颁布实施于1890年,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剑
桥学派)划时代巨著的《经济学原理》也出版于1890年。早期的反垄断法理论并没有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

基础之上。
参见陈兵:“从继受到自主创新———19世纪下半叶美国法上垄断概念研究”,《中外法学》2010年第

2期,第274-285页。
有学者梳理出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四个历史目标:①分散经济力量;②善意竞争的自由和机会;③满

足消费者需求;④保护竞争过程。SeeEleanorFox,“TheModernizationofAntitrust:ANewEquilibrium”,

CornellLawReview,Vol.66,1981,pp.1140,1182.
具体讨论可以参见RudolphJ.Peritz,“The‘RuleofReason’inAntitrustLaw:PropertyLogicin

RestraintofCompetition”,TheHastingsLawJournal,Vol.40,1989,pp.285-342.
SeeAlanJ.Meese,“FarewelltotheQuickLook:RedefiningtheScopeandContentoftheRuleof

Reason”,AntitrustLawJournal,Vol.68,2000,pp.466-467.
SeeAlbrechtv.HeraldCo.,390U.S.,390U.S.at15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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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自由。〔20〕因此,《谢尔曼法》最重要的第1条、第2条按照当然违法原则进行创设和实施

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在制定法具有突出作用的情况下,形式主义的方法会更关注特定限制固

有的本质。〔21〕

合理原则出现的时间尽管比较早,但主要是对《谢尔曼法》过于绝对的表述起到缓和作用,

因而和当然违法的逻辑没有根本上的冲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现代反垄断法历史上第

一个与《谢尔曼法》第1条相关的案件时,〔22〕法官发现《谢尔曼法》第1条在字面上谴责“任何

形式”的贸易限制,而不承认任何例外。〔23〕但协议本质上就包含有限制,否则其没有存在的

必要。因此,怀特法官在反对意见中主张不能僵化地理解条文,《谢尔曼法》第1条禁止的是

“不合理”的限制。〔24〕此后,这一思路在部分案件中被进一步阐释。〔25〕总体而言,合理原则

是在当然违法原则的基础上强调对各种限制因素的考虑,是为了当然违法原则更好地实施。

毕竟,直接禁止特定行为的方式符合制定法通常的构造。

虽然反垄断法在发展中持续地吸纳经济学理论,但真正导致反垄断法逐渐脱离当然违法

原则的推动力量来自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兴起于20世纪五十年代,并在20世纪七十、

八十年代达到高峰。〔26〕他们主张经济效率(或者“消费者福利”)是反托拉斯政策的唯一合法

目标。通过利用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量经济学研究成果,芝加哥学派对于反垄断法实体制度

进行了全面分析,主张曾被认为是限制竞争的行为其实并不限制竞争,既有的制度框架没有充

分考虑商业行为所具有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芝加哥学派对于当然违法原则进行了批评,主

张采用当然合法原则(perselegal)。因此,出于对市场机制的无比信任,芝加哥学派将反垄断

基本分析方式从一端推向了另一端:所有行为都有商业合理性,市场可以纠正不当行为,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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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SeeFTCv.BrownShoeCo.,384U.S.316,321(1966).
美国法院在引入当然违法原则来规制搭售时要求证明市场力量。但是,大量案件中要么认为搭售

本身就是具有市场力量的证据,要么认为著作权、专利以及有吸引力的商标等直接被推定具有市场力量。相

关案件可参见FortnerEnters.,Inc.v.UnitedStatesSteelCorp.,394U.S.495,503-04(1969);United
Statesv.Loew's,Inc.371U.S.38,45(1962);Siegelv.ChickenDelight,Inc.,448F.2d43,49(9thCir.
1971).

SeeUnitedStatesv.Trans-MissouriFreightAss’n,166US290(1897).
《谢尔曼法》第1条规定:“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它形式的联合、共谋,用来限制州际间或与

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

AndrewI.Gavil,WilliamE.Kovacic&JonathanB.Baker,AntitrustLawinPerspective:Cases,

ConceptsandProblemsinCompetitionPolicy (2ndEdition),ThomasonWest,2008,p.89.
如StandardOil221US1,49-68(1911)。目前学界认为,合理原则的经典表述由布兰迪斯大法官

在ChicagoBoardofTradev.UnitedStates(246U.S.at238)案中提出:“判断合法性的真正方式是:所施加

的限制是否仅仅是为了规范,并因此而促进竞争;或者是否抑制甚至摧毁竞争。为了得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法
院必须一般性地考虑对于被施加限制的商业而言特有的事实;考虑施加限制前后情况的变化;考虑限制的本

质及其实际的和可能的影响。限制行为的历史、被认为存在的负面问题、采用特别救济的原因以及寻求的目

的和结果,都是需要考虑的相关事实。”

RichardA.Posner,“TheChicagoSchoolofAntitrustAnalysis”,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w
Review,Vol.127,1979,pp.92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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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没有存在的价值。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主张包含了对经济学理论广泛而深入地吸纳,

极大地推动了反垄断法领域中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力。

不过,芝加哥学派被批评为过于关注长期效应而忽视解释短期行为,过于信赖过度简化和

不现实的经济学模型,而没有关注市场事实:市场进入既不容易发生,也不像芝加哥理论学家

所建议的那样能限制在位企业的市场力量;如果缺乏一些真实的或可能是真实的证据,就不能

假设效率能解释行为。〔27〕也正是在对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反思中,合理原则得以快速发展。

和早期合理原则主要是对当然违法原则进行适当限制不同,经历过“芝加哥革命”之后的合理

原则以后芝加哥学派理论为内核。后芝加哥学派用博弈论来考察在位厂商针对现实和潜在竞

争对手的策略性行为、可置信和不可置信威胁之间的区别,来评价在位厂商排除竞争对手的能

力、厂商排他性行为的后果和对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而这在以前的芝加哥学派研究中是

没有的。这些理论进展拓展了诸如掠夺性行为的适用范围,使得提高竞争对手成本(RaiseRi-

val’sCost)这样的非价格竞争策略被认可为普遍现象。〔28〕正是这些研究的存在,对于相关

行为的理解更为深入,更多地展现了行为具有促进竞争与限制竞争的双重属性,也使得合理原

则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大。合理原则对于竞争效果的关注、对于商业特点的强调,使得这一分析

原则具有开放性,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和反垄断法相结合的途径。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在1911年采用“合理原则”是现代反垄断法出现的标志。〔29〕经历过芝加哥革命之

后的合理原则和早期仅仅作为对当然违法原则进行限制性理解的合理原则存在本质性的区

别。从反垄断法实施的角度来说,合理原则的主导地位是通过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案例首先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下建立起来的。

(二)合理原则的理论内核与法律实施上的影响力

美国反托拉斯法属于英美法系,判例体系较为复杂,后世引入反垄断法的国家和地区更多

以大陆法体系的欧盟竞争法为蓝本。〔30〕但美国反托拉斯法在全球反垄断理论与实务中的影

响力非常巨大,其态度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其他法域对反垄断法的认知。1977年的GTESyl-

vania案具有标志性意义。〔31〕从该案开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逐渐转变对于纵向限制行为的

审判方式。该案的审理严重依赖经济学文献,法院认为存在显著的经济原因促使制造商对其

经销商附加地域限制;纵向限制减少了品牌内的竞争,但促进了品牌间的竞争,能够减少搭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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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ElbertL.Robertson,“DoesAntitrustRegulationViolatetheRuleofLaw?”,LoyolaConsumer-
LawReview,Vol.22,2009,p.111.

丹尼尔.罗宾菲尔德:“反垄断法与经济学的基础”,载罗伯特.皮托夫斯基主编:《超越芝加哥学派》,
林平、臧旭恒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9页。

RobertH.Bork,supranote13,pp.18-19.
WilliamEKovacic,“CompetitionpolicyintheEuropeanUnionandtheUnitedStates:Conver-

genceorDivergenceintheFutureTreatmentofDominantFirms?”,CompetitionLawInternational,Vol.4,

2008,p.8.
ContinentalTV.Inc.v.GTESylvaniaInc.,433U.S.36(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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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促进分销效率,鼓励零售商推广生产商的产品。该案之后美国反托拉斯法开始了一个致力

于系统性地消除当然违法原则的阶段,推动合理原则在反垄断法实施上取得了主导性的地

位。〔32〕随后的案件中,最高转售价格维持、〔33〕最低转售价格维持 〔34〕等纵向价格限制部分

开始适用合理原则。即便有些协议属于当然违法的类型,但如果反垄断原告能够对其行为提

供促进竞争上的正当理由,那么这些行为就将在合理原则下进行判决。例如,具有横向限制性

质的联合抵制;〔35〕价格固定协议实际上促进了竞争;〔36〕协议虽然属于当然违法原则规制的

类型,但协议对于最初产生产品非常必要;〔37〕协议包含了职业协会的规则,〔38〕等等。基于对

行为可能合理性的考虑,有学者主张,在现代社会横向垄断协议也不应当被视为当然违法,而

应当像横向并购一样对待,通过合理原则来审查。〔39〕也有学者提出,从产业特点和技术变化

的角度来说,企业之间通过横向协议进行合作有可能是促进创新所必须,因而也需要用合理原

则来进行分析。〔40〕换句话说,即主张全面的合理原则分析。

欧盟竞争法有和美国反托拉斯法类似的发展,尽管时间上存在一定的滞后。〔41〕在《欧盟

条约》适用的早期,并不清楚第81条是否不仅适用于横向限制竞争,还包括纵向限制竞争协

议。到了1966年,在ConstenandGrundig案中法院(CourtofJustice)首次确认第81条第1
款同时适用于两种形式的限制。〔42〕接下来的一些年中,芝加哥学派开始影响欧洲对于纵向

协议的态度。该学派支持的“效率”观点促使学者、执法机构以及法院更多地关注到现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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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SeeWilliamE.Kovacic,“TheModernEvolutionofU.S.CompetitionPolicyEnforcementNorms”,

AntitrustLawJournal,Vol.71,2003,pp.377,460-464.
StateOilCo.v.Khan,552U.S.(1997).
LeeginCreativeLeatherProds.,Inc.v.PSKS,Inc.,551U.S.(2007).
Nw.WholesaleStationers,Inc.v.Pac.Stationery&PrintingCo.,472U.S.284(1985),该案纠正

了对联合抵制适用当然违法原则;FTCv.Ind.Fed’nofDentists,476U.S.477(1986),该案未对拒绝交易适

用当然违法原则。
例如BMIv.ColumbiaBroad.Sys.,441U.S.1,23-25(1979)。
例如NCAAv.BoardofRegentsoftheUniv.ofOklahoma,468U.S.85,117-20(1984)。法院

对于价格固定协议适用合理原则,因为协议对于最初拥有校际间大学生运动员是必要的。该案是快速审查原

则(quick-look)的源头。快速审查原则通过检验被告促进竞争的正当性理由,来决定是否有必要适用完整的

合理原则。
例如FTCv.IndianaFed'nofDentists,476U.S.447(1986).
AlanJ.Meese,supranote18,p.466.
SeeThomasM.Jorde,DavidJ.Teece,“RuleofReasonAnalysisofHorizontalArrangements:A-

greementsDesignedtoAdvanceInnovationandCommercializeTechnology”,AntitrustLawJournal,Vol.61,

1992,p.581.
SeeVandenBergh,“TheDifficultReceptionofEconomicAnalysisinEuropeanCompetition

Law”,inCucinotta,A.,Pardolesi,R.,vandenBergh,R.(eds),PostChicagoDevelopmentsinAntitrust
Law,Cheltenham:Elgar,2002,pp.34-59.

Case56/64,ConstenandGrundig[1966]E.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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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合理性。在Campari案 〔43〕和 Moosehead案 〔44〕中,欧盟委员会对独家交易协议授予

了豁免,认为其对促进品牌间竞争有积极的效果。在纵向限制方面,欧盟委员会已经接纳相关

批评,〔45〕认为这些限制的经济效果应当被更仔细地评估,即遵从“效果基础”(effect-based)

的方法。〔46〕因此,在反垄断最主要的两大法域中,美国和欧盟都越来越多地采用合理原则的

分析方式来对待商业行为,甚至对于在采用当然违法原则上最为保守的横向垄断协议领域也

是如此。

简单总结当然违法原则向合理原则发展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学理论对反垄断法

理论体系所带来的冲击:首先,经济学理论的引入转变了反垄断分析的基本理念,使反垄断法

从早期对合同自由的关注中脱离出来,转而强调竞争行为的经济效果;其次,经济学理论证明

了商业行为往往具有多种竞争效果,并特别强调行为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当然,现代的合理原

则在反垄断分析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也伴随众多的批评。质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经

济学理论的引入虽然使得分析更为精细和具体,但伴随的复杂性使得法律实施成本上升;第

二,合理原则倾向于个案分析,使得反垄断法缺乏确定性,并与法律规制的规范性要求形成冲

突,进而也提高了制度成本。

二、合理原则的制度成本

合理原则的核心理念,是认为市场环境复杂、多变,商业行为实际引发的效果具有不确定

性,因而需要仔细分析行为对竞争的影响。但是,完整的分析因为依赖于经济学理论与证据而

变得复杂且成本高昂。〔47〕同时,合理原则主要进行事后救济,缺少足够的事前指引效果,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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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Commissiondecision78/253/EECof23December1977(OJ1978L70).
Commissiondecision90/186/EECof20April1990(OJL100/32).
对纵向限制协议的法律框架的改革在CommissionRegulation(EC)n.2790/1999达到高峰。该条

款需要和相关的纵向限制指南一起阅读。除了汽车行业,这一规定扩展到了每一行业的所有类型的纵向协

议。TheRegulation(EC)n.2790/1999推翻了之前基于预防性控制体系的方法,而采用了基于纵向限制经

济学分析的新方法。

Bishop&Ridyard,“ECVerticalRestraintsGuidelines:Effects-basedorPerSePolicy?”,Euro-
peanCompetitionLawReview,Vol.23,No.1,2002,pp.35-38;YvesMontangie,“TheNewApproachto
PriceCeilings:AMatterofSoundEconomicReasoning”,EuropeanCompetitionLawReview,Vol.21,No.6,

2000,pp.269-274.
依赖于经济证据被证明在反垄断分析中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经济学理论使得分析过程

过于复杂,有时候还会产生违反直觉的结果;第二,在间接交易的案件中,用经济学理论通过销售链条来判断

过高定价也会产生猜测性结果;第三,经济学理论被引入到集团诉讼认证分析,并将认证过程转变为了小型庭

审;第四,更重要的是,下级法院使用经济学理论来填补证据上的不足,并将这些理论作为真实的理论命题予

以认可———即便有时候和特定案件中的真实证据相矛盾。SeeEdwardD.Cavanagh,“AntitrustLawandE-
conomicTheory:FindingaBalance”,LoyolaUniversityChicagoLawJournal,Vol.45,2013,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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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采取行为之前企业、甚至反垄断法实施机构都不清楚特定行为带来的最终法律后果,进而

引发合规、防止寻租等方面的制度成本。

(一)复杂性带来的效果

完整的合理原则分析包含了复杂的、基于具体条件设定的博弈论模型,讨论的是企业在不

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知道对手的需求和成本)进行决策,以及不同策略

选择(例如选择价格或者数量)和不同的行为时间(观察到其他人行为之前还是之后行动)下的

决策行为。〔48〕这些模型的引入在使得分析更为精细的同时也使分析过程变得复杂,进而产

生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经济学证据成本高昂。合理原则的不同分析框架都希望将限制竞争行为从促进效

率的行为中明确区分出来,〔49〕但这一过程需要大量采用经济学证据。行政执法时,执法机构

需要充分证明行为对于整体市场竞争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司法案件中,证明责任会在原告和被

告之间发生数次转移,并围绕行为的限制效果与正当商业理由展开。〔50〕因此,合理原则要求

对经济数据进行复杂分析和广泛的事实发现。〔51〕这导致了高昂的支持。1980年美国花费在

反托拉斯诉讼上的成本估计就达到了20亿美元。〔52〕美国司法部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花费

了1330万美元。〔53〕有学者则估计欧盟2008年花费在反垄断相关经济学咨询上的支出达到

了6000万欧元,相关费用在未来仍然呈现增加的趋势;而在20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欧盟的这

一数字几乎为零。〔54〕

其次,对于反垄断法执法官员、法官的经济学素养提出了高要求。理解经济学证据需要一

定的经济学知识,这和执法官员、法官通常所具备的法学背景存在一定的冲突。正如有学者观

察到的,合理原则下即便政府、执法机构和法院没有滥用其权力,它们也可能存在严重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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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53〕

〔54〕

SeeTimothyJ.Brennan,“IsComplexityinAntitrustaVirtue?TheAccuracy-SimplicityTrade”,

TheAntitrustBulletin,Vol.59,No.4,2014,p.837.
AndrewI.Gavil,“MovingBeyondCaricatureandCharacterization:TheModernRuleofReasonin

Practice”,SouthernCalifornialawreview,Vol.85,No.3,2012,p.735.
PeterNealis,“PerSeLegality:ANewStandardinAntitrustAdjudicationUndertheRuleofRea-

son”,OhioStateLawJournal,Vol.61,No.1,2000,p.362.
MarkCrane,“TheFutureDirectionofAntitrust”,Antitrust,Vol.56,1987,pp.3,16-17.合理

原则要求从第三方、专家证人以及统计数据那里获得文件。这不仅导致庭审时间的延长,也实质性地增加了

发现和审前成本。

RobertR.Reich,“TheAntitrustlndustry”,GeorgetownLawJournal,Vol.68,1980,pp.1053,

1068.
TheWallStreetJournal,“JusticeDepartmentSpent$13.3MilliononitsMicrosoftCase”,The

WallStreetJournal,Oct.7,1999,B6.
Friederiszick,HansW.,“EconomicAnalysisinEUCompetitionCases,in:JosefDrexl”,inLau-

renceIdot&JoëlMonéger(eds),EconomicTheoryandCompetitionLaw,Cheltenham:Elgar,2009,pp.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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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信息问题,导致决策错误。〔55〕美国律师协会曾对42位反垄断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其

中只有24%的经济学家相信法官“通常”能够理解案件中的经济学问题。〔56〕因此,在合理原

则分析上,该分析原则的要求和实际执行效果之间会存在较大的偏差。

最后,复杂性可能促使执法机构或者法院选择不合适的处理方式。相关研究表明,在不确

定和无知的情况下,不完美的决策者的理性选择是采用通常的经验法则,而不是在个案的基础

上进行决策。〔57〕合理原则下进行违法行为的证明如此复杂,以至于很多案件中新古典经济

学理论有时候被当作特定行为竞争效果的直接证据。〔58〕例如,在最低转售价格维持案件中

适用合理原则而有划时代意义的Leegin案中,〔59〕法院并没有评估转售价格维持产生了哪些

促进竞争和限制竞争的效果,而是审阅了转售价格维持的经济学文献后,发现有理论认为转售

价格维持同时包含了促进和限制竞争的效果,就决定采用合理原则。〔60〕中国的锐邦诉强生

案中也是如此。〔61〕

从实际效果来看,复杂性导致了起诉和认定违法上更高的门槛。有学者审阅了1977
年到1999年美国法院审理的495个使用合理原则的案件后发现:〔62〕在需要原告证明有

显著的限制竞争效果的第一阶段,84%的案件因为原告没有完成证明而被法院驳回。在

进入下一阶段的案件中,被告必须说明促进竞争的效果,否则限制行为就是违法的。这

一阶段中有3%的案件被告没有提供证明。如果被告完成了证明,那么原告就需要再证

明相关限制没有合理的必要性,或者被告的目的可以通过更少限制的方式来实现。而只

有完成了这三个阶段之后,法院才会进入到权衡限制竞争和促进竞争的效果阶段,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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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9〕

〔60〕

〔61〕

〔62〕

ArndtChristiansen& WolfgangKerber,“CompetitionPolicywithOptimallyDifferentiatedRules
InsteadofPerSeRulesvs.RuleofReason”,JournalofCompetitionLawandEconomics,Vol.2,No.2,

2006,p.220.
JonathanB.Baker,M.HowardMorse,“FinalReportoftheAmericanBarAssociationAntitrust

DivisionEconomicEvidenceTaskForce”,Chicago:AmericanBarAssociation,2006,availableathttp://

www.abanet.org/antitrust/at-reports/01-c-ii.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26日。

RonaldA.Heiner,“Rule-GovernedBehaviorinEvolutionandHumanSociety”,Constitutional
PoliticalEconomy,Vol.1,No.1,1990,pp.19-46.

EdwardD.Cavanagh,supranote47,p.160.
LeeginCreativeLeatherProds.,Inc.v.PSKS,Inc.,551U.S.(2007).
AbrahamL.Wickelgren,“DeterminingtheOptimalAntitrustStandard- HowtoThinkAbout

PerSeversusRuleofReason”,SouthernCaliforniaLawReview,Vol.85,2012,p.56.
该案中原告认为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往往导致市场价格上升,并提交了美国 AAI的一份报告,该报

告提到美国玩具和婴儿用品市场在实施限制转售价格之后,产品价格普遍上涨20%~40%,且各主要电商网

站上所公布的同种产品的价格出奇地一致。但这份报告和该案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并没有证明。参见(2012)
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判决书。

MichaelA.Carrier,“TheRealRuleofReason:BridgingtheDisconnect”,BrighamYoungUni-
versityLawReview,Vol.1999,No.4,1999,p.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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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案件只有4%。〔63〕在后续研究中,该学者发现前述趋势仍然在继续,并且更为明

显。通过对1999-2009年之间涉及合理原则的222个案件的研究发现,法院在第一阶

段就驳回97%的案件,仅仅2%的案件中法院进行了权衡。〔64〕在这一实证研究中,仅有

1个案件的原告在合理原则下胜诉。〔65〕此外,从真正在合理原则下进行权衡的案件数量

来看,1978-1988年之间,法院权衡了14个案件,1988-1998年之间权衡了6个案件,

而1999-2009年之间,法院总共只权衡了5个案件。〔66〕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对于相关

行为分析方式的初始划分基本就决定了案件的结果。〔67〕

为了解决经济学复杂性和专家证言带来的问题,现有的解决方案包括使用法院指定的专

家来扩张 Daubert规则的适用范围、〔68〕引入并行证据程序(concurrentevidenceproce-

dure)、〔69〕建立专门法庭以及为法官提供基本的经济学训练等。〔70〕这些方法都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经济学理论所带来的复杂性,以及与之相伴的成本高昂的问题,但却没有根本性地改

变现有局面。

(二)与法律规范性产生的冲突

合理原则被认为是反垄断法领域中最为模糊、开放的规则。〔71〕这一结果在本质上体现

了经济学理论与法律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法律规范是普遍性地及于一切接受对象的规

范,由适用条件(法定的事实构成)的描述性规定及当为行为规定(法律效果)组成,并表达了一

种价值判断。〔72〕法律的普遍适用是法律的重要特征。作为一种应然规范,法律告诉人们的

是,在什么情形下以什么标准行事。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就必须以这样一类普遍性作为支撑:

一是它必须针对全体社会成员定规立制,而不是下达给某个特定人的命令;二是它的标准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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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Ibid.,p.1268.
MichaelA.Carrier,“TheRuleofReason- AnEmpiricalUpdateforthe21stCentury”,George

MasonLawReview,Vol.16,2009,p.828.
唯一胜诉的案件是 UnitedStatesv.VisaU.S.A.,Inc.344F.3d229.(2dCir.2003).
MichaelA.Carrier,supranote64,p.830.
PeterNealis,supranote50,p.366.
Daubert规则是在确定“证据可靠性”问题时考虑以下因素:①理论或技术是否能够被(并且已被)

检验;②理论或技术是否已经受到同行评议并发表;③已知或潜在的误差率,控制技术操作标准的存在以及维

护;④理论或技术是否已获得所属领域的普遍接受。SeeDaubertv.MerrellDowPharm.,Inc.,509U.S.593
-595(1993).

并行证据是用于减少专家证据成本的方式。在该制度下,多位专家在法官面前同时宣誓,法官会

对专家问一系列问题来确定争议内容和确定是否能获得通常的解决方案。并行证据的优势在于提升了效率,
并且专家可以不受辩护技巧的限制而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相互之间直接交流。

RichardA.Posner,“TheLawandEconomicsoftheEconomicExpertWitness”,JournalofEco-
nomicPerspectives,Vol.13,No.2,1999,pp.91-99.

ElbertL.Robertson,supranote27,p.109.
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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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个别人的实际状况为准据,是以共同体需求为基础。〔73〕因此,法律既然是普遍适用,

并用以引导行为,那么法律就应当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以及可预期性,否则就无法实现前述功

用。从法律论证的角度来看,法律适用的这种演绎证立模式(以司法三段论为典型形式)在司

法裁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它至少揭示出了这样两个重要内涵:其一,法官的司法判

决是建立在已确立的一般法律规则的基础上,它不是法官个人主观擅断或心血来潮的产物;其

二,这种一般法律规则是事先已经向社会公众公布的,而司法判决又是这种已公布的一般性规

范的产物,所以公民有预测司法判决的可能。因此,司法裁判的基本特征决定:在逻辑上,并不

是因为实际做出的判决能被公民预测到,所以法律(规范)具有可预测性;而是因为一般性规则

有被公民知晓的可能,所以据此推导出的判决应该为公民所预测到。〔74〕可以说,法律规范的

基本要求,就在于规则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可以预测并规范行为,同时既定规则要求一定程度

上忽略个体差异性。这和反垄断法合理原则下的个案分析方式存在冲突。〔75〕

尽管反垄断法是所有法律领域中和经济学理论关联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合理原则又典型

地体现了对经济学理论的采用,但归根结底,反垄断法仍然是法,需具备法的基本属性。归纳

起来,合理性原则带来的冲击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确定性带来法治危机。法治原则(ruleoflawprinciple)尽管有不同的表述,但核心

要素都包括法律实施机构对于特定行为适用法律予以禁止,法律的实施要足够透明、统一以及

可预测,这样私人主体能够合理地预计何种行为不被允许。〔76〕但合理原则导致行为在没有

被详尽分析的情况下无法知道是否违法,这和法治原则直接冲突。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导致企

业的行为无法预期法律结果,事实上也难以约束执法机构的行为。如果政府或者执法机构有

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那么他们的政策被证明更容易受到利益团体的影响和扭曲。波斯纳也

发现,根据合理原则的经典表述来处理案件,会导致无限制和随心所欲的调查。〔77〕反垄断法

不仅是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同时也是对执法机构、法院的规范,限定了干预市场的范围。规则

模糊则可能导致过度干预市场的问题。

其次,削弱了反垄断法的威慑效果。反垄断法实施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损害竞争的行为发

生,而这种威慑效果与企业对于行为性质的理解密切关联。如果反垄断法实施是为了阻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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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75〕

〔76〕

〔77〕

胡玉鸿:“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之调适”,《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45页。“规范”这一术

语的惯常用法中并不含有对个别的情形做完全个殊性的特定处理的意思。规范性、应然性与普遍性在某种意

义上就是同义词。
参见雷磊:“法律方法、法的安定性与法治”,《法学家》2015年第4期,第5页。
事实上,当个体情况差异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从规则制定技术上来说,可以将这一情况单独进行

规定,使得在形式上仍然保持普遍适用性。后文会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

MauriceE.Stucke,“DoestheRuleofReasonViolatetheRuleofLaw?”,UCDavisLawReview,

Vol.42,2009,p.1418.
RichardA.Posner,“TheNextStepintheAntitrustTreatmentofRestrictedDistribution:PerSe

Legality”,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Vol.48,1981,pp.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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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尔、禁止并购或者其他不能被清晰地被执法机构官员、法官所说明或理解的行为,那么这些

行为在商业领域中可能也不能被很好理解。因此,反垄断判决就没有提供最重要的功能———

为商业领域提供指引,让他们知道什么行为应该避免,什么行为是被允许的。〔78〕不理解行为

的确定效果,因而很大程度上也无法调整行为,反垄断法的威慑效果也就难以实现。很多经验

研究表明,竞争政策中采用更多的产业经济学会损害反垄断机构证明限制竞争效果的能力,进

而无意地弱化反垄断法实施。〔79〕

最后,产生法律规制成本/收益上的偏差。尽管在讨论法律的普遍适用性时,学者们大多

从逻辑的角度出发来予以论证,但法律规范对于普遍适用性的要求本身也具有经济合理性。

虽然会导致部分情况下的错误,但普遍适用的规则可以节省大量的立法资源以及法律实施资

源,减少个案分析中的错误。例如,现代刑法确定刑事责任年龄,〔80〕有生物学、医学影像学、

行为学、心理学、教育学、犯罪学等学科的依据,而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81〕但在一个确定的

刑事责任年龄之下,很难说差1天满14周岁和刚满14周岁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从法律

规范的普遍性适用上来说,“一刀切”的方式却具有显著的收益,因为不需要就个案中每一个人

在生物学、医学影像学、行为学、心理学、教育学、犯罪学上去进行判断,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

任。更何况,多角度进行确认本身也需要建立一套复杂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否能够很好把握

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一基本原理在反垄断法中同样成立。

面对这些质疑,最经典也最有影响的回应来自于伊斯特·布鲁克法官所引入的“错误成本

分析”。〔82〕他认为,现实中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和成本限制,无法完全消除假阳性与假阴

性成本,〔83〕但原谅假阴性错误更可取,原因在于:第一,绝大多数形式的市场行为是有益的;

第二,相比之下,经济系统对垄断的纠正比对司法错误的纠正更容易。〔84〕也就是说,因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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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9〕

〔80〕

〔81〕

〔82〕

〔83〕

〔84〕

TimothyJ.Brennan,supranote48,p.828.
JosephFarrell& MichaelL.Katz,“TheEconomicsofWelfareStandardsinAntitrust”,Competi-

tionPolicyInternational,Vol.2,No.2,2006,pp.3-28;JonathanBaker&CarlShapiro,“Reinvigorating
HorizontalMergerEnforcement”,inRobertPitofsky(ed.),HowtheChicagoSchoolOvershottheMark,Ox-
fordUniversityPress,2008,pp.235-291;StevenC.Salop,“TheControversyovertheProperAntitrust
StandardforAnticompetitiveExclusionaryConduct”,inBarryE.Hawk(ed.),AnnualProceedingsofthe
FordhamCompetitionLawInstitute,Juris,2007,pp.477-508.

中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为: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只有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

当负刑事责任;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

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参见宋英辉:“理性看待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载《检察日报》2016年10月24日,第3版。

SeeFrankH.Easterbrook,“TheLimitsofAntitrust”,TexasLawReview,Vol.63,1984,p.1.
他认为反垄断法的实际运作机制下可能产生的两种错误成本:一是假阴性(falsenegative),即限制

竞争的行为被认定为合法;二是假阳性(falsepositive),即良性的行为被认定为违法。

FrankH.Easterbrook,supranote82,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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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竞争行为而犯的错误,会被市场竞争力量所纠正;因惩罚促进竞争行为带来的成本,则难

以有效地弥补。错误成本分析框架对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影响极为巨大,对假阳性成本的避

免在事实上成为其最基本的理念。〔85〕错误成本分析无疑和合理原则的不断扩张之间有内在

的契合。这一主张和芝加哥学派对市场的信赖也相一致。不过,错误成本分析框架中包含了

大量的假设前提,例如市场的有效性,对长期效果而非短期效果的关注等,而这些假设前提存

在显著的局限。〔86〕

基于上述原因,需要认真反思以经济学理论为内核的合理原则所包含的制度成本。过于

依赖具体条件设定的合理原则很难以“个案正义”的方式来实现反垄断法的目标。在经济学和

反垄断法的融合过程中,经济学可以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不同的适用:一是在处理个案时,经济

学可以用于评估特定案件的具体福利效果;二是将经济学知识用于建立法律规则。在第一个

层次上经济学已经展现出了足够的能力;在第二个层次上合理原则是目前最大的收获,但还远

远不够,因为合理原则更多体现为标准,而非更为确定性的规则。如果反垄断法最终全部由标

准所构成,前述问题就会非常突出。因此,有理由相信,经济学和反垄断法还需要在制定规则

上深度融合,让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对于反垄断法的规范性具有价值。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当然

违法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的回归具有意义,只是需要包含新的内涵。

三、当然违法原则的新生

构建属于规则体系的当然违法原则具有制度成本上的意义。但传统的当然违法原则的理

念主要来自于对于合同自由的强力保护,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经很难再构成反垄断法的核心。

“新生的”当然违法原则需要借助于经济学的深入分析,特别是实证研究,来构建有法律意义和

经济合理性的行为类型,从而实现新的转变。因此,当然违法原则的再生,实际上是对当然违

法原则的内在逻辑与理念的重新理解。

正如前文所言,不管是当然违法原则还是合理原则都内在地包含了经济合理性。通常认

为,当然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代表的是确定性和准确性的不同追求。〔87〕但是,确定性和准确

性本身都有成本,关键是如何使得制度运行的总成本最小化。综合来看,至少有四种竞争规范

相关的成本。〔88〕一是规则建立的成本。包括正式立法,以及通过执法机构或法院起草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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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87〕

〔88〕

AlanDevlin,MichaelJacobs,“AntitrustError”,WilliamandMaryLawReview,Vol.52,No.1,

2010,pp.75-132.
具体分析可参见李剑:“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体系冲突与化解”,《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

138-153页。

DanielA.Crane,“RulesVersusStandardsinAntitrustAdjudication”,WashingtonandLeeLaw
Review,Vol.64,2007,p.49.

相关成本的归纳,主要参考了ArndtChristiansen& WolfgangKerber,supranote55,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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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司法解释等。〔89〕二是案件查处、审理成本。分析案件需要根据法律规则的要求搜集和评

估相关信息,案件需要考虑的因素越多,通常成本就越高。三是行政成本。通常包括竞争执法

机构发现违法行为的成本、企业主动寻求合规的成本以及可能的寻租成本。四是错误成本。

不同的规则下将损害竞争的行为放过,以及将良性行为认定违法所带来的成本。在比较合理

原则和当然违法原则时,实际上涉及到对这些成本进行综合评判。

对比上述成本可以看到,在案件查处成本、行政成本上当然违法原则具有显著优势,因为

当然违法原则确定、清晰。这在前文对合理原则质疑的分析中已有充分论述。但当然违法原

则在规则建立上成本更高,〔90〕而这也正是经济学未来研究的方向与价值所在。此外,在错误

成本上,动态规制效果下当然违法原则可能产生替代效应,使得错误成本比传统观念所认为的

要小。因此,综合而言,如果在未来经济学理论更多地关注到法律的规范性要求,并能够提供

足够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结果,那么,当然违法原则就必定会将现代反垄断法引入更美

好的未来。

(一)类型化的深入与经济学的支持

通常而言,反垄断司法中确定规则之下律师更为重要,而灵活、模糊的标准之下则经济学

家的作用会更为突出。〔91〕因此,经济学理论推动了合理原则的扩展,并借此提升了自己的地

位。不过,从制度成本的角度来说,规则通过反复适用能获得规模效应,因此更值得在前期投

入资源来降低后续实施上的成本。〔92〕而规则制定和行为类型化密切相关。

类型化是应对法律普遍性适用的必然产物。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制首先要求对规制对象进

行抽象,即提炼出最为核心的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把各种行为予以归类,确定典型的行为样态,

以此作为判断行为和事实的要件。法律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寻求典型、确立标准

的历史。〔93〕类型化是法律面对多样性时最为基本的处理方式。类型化的优点在于:〔94〕①有

效利用司法资源,对于限制性显著的行为与一般性的行为能够分配不同的资源进行处理;②类

型化能够为“明令规则”(bright-linerule)提供基础,清晰表达何种行为会得到允许;③在一

些案件中,类型化能够为法官提供警示信号,即有些行为更可能导致限制竞争的问题。尽管有

·8101·

中外法学 2019年第4期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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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Mulligan,Casey,andAndreiShleifer,“TheExtentoftheMarketandtheSupplyofRegulation”,

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20,No.4,2005,pp.1445-1473.
规则在制定上成本更高,而标准在实施上成本更高。因为规则需要对现实情况有准确的归纳、判

断,并进行细分。SeeLouisKaplow,“RulesVersusStandards,AnEconomicAnalysis”,DukeLawReview,

Vol.42,1992,p.577.
DanielA.Crane,supranote87,p.79.
LouisKaplow,supranote90,p.621.
胡玉鸿,见前注〔73〕,第44页。

MarkA.Lemley&ChristopherRLeslie,“CategoricalAnalysisinAntitrustJurisprudence”,Iowa
LawReview,Vol.93,2008,pp.1258-1259.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这些优势,但合理原则倾向于更少依赖传统的“类型化”方法来区分谴责或免责的行为类

型。〔95〕原因在于,如果任何行为类型最后都是评估对竞争的具体影响的话,类型的区分就失

去了意义。对类型化价值的重新思考也是对经济学理论价值及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反垄断法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对不同商业行为类型进行不断细分、归纳并设置不同的处理方

式。最初的《谢尔曼法》第1条、第2条实际上是将行为类型区分为了协议和垄断化行为两类。

在随后的发展中,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行为类型不断增加、细化。例如,将合意行为分为横向协议

和纵向协议,将单方行为分为拒绝交易、搭售、掠夺性定价等。反垄断法理论发展至今,被广为采

纳的类型主要包括:〔96〕①横向和纵向限制;②赤裸裸的限制与附属性限制(nakedversusancillar-

y);③自愿的限制与强迫的限制;④单方限制与协同限制(unilateralversusconcertedrestraints);

⑤其他类型,如价格和非价格限制、最高价和最低价限制等。不同的类型划分会伴随不同的法律

分析方式。例如,对于横向限制竞争协议会采用当然违法原则处理,只要协议存在就不需要进一

步分析其实际的竞争效果。此外,类型化也对具体行为分析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对于掠夺性定

价,关注价格是否低于成本;对于搭售,关注是否产生了杠杆作用。

行为类型增加和演化的推动力量来自于经济逻辑。简单而言,区分不同行为类型是为了

更好地处理限制竞争行为,如果经济学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则可能对于行为性质的认识产生改

变,这也使得曾经采用的划分类型因为不具有实质意义而被抛弃。例如,在纵向价格限制和非

价格限制上,美国当前反托拉斯就抛弃了这一划分方式,认为不具有经济学意义。〔97〕这些变

化无疑证明了经济学理论研究对于反垄断法发展的重要价值。但与此同时,对行为的进一步

类型化的推动也同样需要依赖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

目前反垄断法中类型化不够以至于只能通过合理原则来进行个案分析,根源在于经济学理

论支持不够充分。比如,著名的“威廉姆森权衡”(WilliamsonTrade-off)是指比较和权衡某一合

并由于市场力量提升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其对生产效率提升的积极影响,〔98〕但这一理论并未

说明如何更好地将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合理类型化。转售价格维持规制中也同样如此。目

前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其最终的市场效果不确定,〔99〕但无法准确归纳出产生限制效果和促进

效果的基本条件。此时,合理原则既是理论进步的新阶段,也是理论局限的妥协物。

尽管面临困难,但深入地类型化是回应这些问题的基本方向。例如,有学者认为,当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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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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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I.Gavil,supranote49,p.736.
主要是基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归纳。SeeMarkA.Lemley&ChristopherRLeslie,supranote94,pp.

1219-1224.
LeeginCreativeLeatherProds.,Inc.v.PSKS,Inc.,551U.S.2705(2007).
参见(德)乌尔里希.施瓦尔贝、丹尼尔.齐默尔:《卡特尔法与经济学》,顾一泉、刘旭译,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第14页。

RogerD.Blair& D.DanielSokol,“WelfareStandardsinU.S.andE.U.AntitrustEnforcement”,

FordhamLawReview,Vol.81,2013,pp.2519-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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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没有对于包括核心限制在内的合同有明确的当然违法,〔100〕这是对于“市场更为富于变化

和复杂的新认可”。〔101〕的确,即便是在横向垄断协议领域,也存在显著具有合理性的情况,如

著作权集体管理、职业体育联盟等。但这里的问题并非是当然违法原则不合适,必须转向合理

原则,而是在横向垄断协议领域缩小当然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换句话说,需要对于横向垄断

协议作出进一步的细分。对于更为复杂的领域,准确地类型化需要更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的

支持。因为只要证据不是完美的,那么根据决策理论(贝叶斯规则),对于促进竞争或限制竞争

效果的优先确信(priorbeliefs)就会非常重要。〔102〕而优先确信的产生主要是现实体验。例

如,转售价格维持之所以被长期、广泛地适用当然违法原则,在于实证研究发现转售价格维持

几乎总是会导致消费者支付价格的提高。〔103〕在社会总福利难以确认时,消费者福利的变化

是明确的。整体来看,当前经济学的研究还没有对进一步类型化提供足够有力的支持。〔104〕

(二)错误成本与动态规制效果

反垄断法中对动态效果与静态效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行为效果上。反垄断法的基本

分析框架为静态模型,其优点非常突出,但同时因为忽略行为对于未来市场条件的影响而存在

不足。〔105〕例如,静态分析框架下,伴随新产品或新特性、新价格的激烈竞争都被忽略。〔106〕静

态模型与动态分析主要针对企业行为,但法律规制的实际效果同样也有静态和动态分析的差

异,法律规则不仅影响当下的企业行为,同样会对企业未来的行为产生影响。错误成本分析框

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动态分析,将假阴性错误留给未来,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解决,

从而避免假阳性错误对于市场的抑制效果。但是,这一思路对假阳性的负面效果可能估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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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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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4〕

〔105〕

〔106〕

RobertT.Pitofsky,“AntitrustattheTurnoftheTwenty-firstCentury:AViewfromtheMid-
dle”,StJohn'sLawReview,Vol.76,No.3,2012,pp.583-594.

HerbertJ.Hovenkamp,“Post-ChicagoAntitrust:AReviewandCritique”,ColumbiaBusiness
LawReview,Vol.2001,No.2,2001,p.268.

JamesC.Cooper,“AComparativeStudyofUnitedStatesandEuropeanUnionApproachestoVer-
ticalPolicy”,GeorgeMasonLawReview,Vol.13,2005,pp.289,303-305.

RobertL.Steiner,“SylvaniaEconomics-ACritique”,AntitrustLawJournal,Vol.60,No.1,

1991,pp.41,56;WillardF.Mueler,“TheSealyRestrains:RestrictionsonFreeRidingorOutput? ”,Wis-
consinLawReview,Vol.1989,1989,pp.1255,1293-1296.如果将反垄断法的目标设定为消费者福利,那么

禁止转售价格维持在理论和实证上都能够得到完全的支持。
深入的类型化也会导致一些“副作用”,例如竞合的问题。反垄断法中的分析可参见李剑:“合理原

则下的单一产品问题———基于中国反垄断法搭售案件的思考”,《法学家》2015年第1期,第72-84页;侯利

阳:“垄断行为类型化中的跨界行为———以联合抵制为视角”,《中外法学》2016年第4期,第1039-1056页。
按照学者的总结,反垄断法中的“动态分析”至少在两个不同的方式上被使用:一是指将新的商业

模式和新产品整合到静态竞争模型之中;二是比较宽泛地指现有竞争行为和未来市场条件之间的关系。See
DouglasH.Ginsburg&JoshuaD.Wright,“DynamicAnalysisandtheLimitsofAntitrustInstitutions”,An-
titrustLawJournal,Vol.78,No.1,2012,p.1.

GregorySidak&DavidF.Teece,“DynamicCompetitioninAntitrustLaw”,JournalofCompeti-
tionLaw &Economic,Vol.5,2009,pp.58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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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为某种行为适用当然违法,会促使企业采用限制性更小的替代方案;反之,采用倾向于被

告的合理原则,则会激励企业更多地利用该行为的限制性效果。

商业行为往往是连续的,各种规则不仅会对当下的市场产生影响,还会对市场未来的发展

产生影响。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任何决策都需要在既定规则下不断权衡可能的成本与收益。

即便行为具有多种竞争效果上的可能性,但因为合理原则内在地倾向于被告,相信市场的自我

调节效果,这会使得合理原则下发现企业的竞争损害变得困难,那么企业在面对不同行为方式

以及相同行为的时,必然倾向于去实现限制竞争的效果来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由此带来的

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反垄断规则的社会收益主要来自于对损害行为的威慑,〔107〕威慑实际上是动态地影

响企业的决策方式,其价值在于能够事前减少企业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而不是事后花费巨大

成本去查处。因此,只简单地分析案件发生之后相关行为对于市场的影响,并据此得出结论并

不足够。很多时候,认为竞争市场中所广泛采用的行为并没有损害竞争的经验证据,往往源于

现行的法律规则,包括认为这些行为限制竞争而予以禁止的反垄断法实体规则。正是这些规

则塑造了企业的行为。在这些法律的规范之下,特定行为通常是促进竞争的并不能说明对这

些行为就可以放松,因为很少有相关信息说明,一旦反垄断法对这些行为的规制放松之后,同

样的行为是否具有损害性后果。〔108〕同样的,在样本中竞争损害发生比率低并不能成为支持

对于用纵向限制采用当然合法原则的基础,因为低发生率可能是因为纵向限制本身不能损害

竞争,也可能是因为反垄断法的规制使得企业不能用纵向限制来损害竞争。〔109〕毕竟,反垄断

法是从当然违法原则向合理原则在发展,现在转而采用合理原则分析的行为在之前都是被严

格管制的行为类型。

其次,制度/行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合理原则下被告行为被认定违法的可能性很低。在现

代反垄断法之前的几十年中,被告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反垄断案件中胜诉率为36%。〔110〕之

后,从1977年到2007年的三十年中,被告的胜诉率每10年都依次增加,从45%到55%,最后到

了100%。〔111〕也就是说,被告的商业行为因为合理原则很难被认定违法。那么,当被告有两个

选择,一个对竞争限制小,一个对竞争限制大时,就会倾向于选择限制更大但收益更多的。与此

同时,在很多研究中,对于行为被禁止所可能带来的抑制市场的效果有夸大的嫌疑,似乎不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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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B.Baker,“TheCaseforAntitrustEnforcement”,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

Vol.17,No.4,2003,p.27;LouisKaplow,“BurdenofProof”,YaleLawJournal,Vol.121,No.4,2012,p.
738.

SeeJonathanB.Baker,“TakingtheErroroutof‘ErrorCost’Analysis:What’sWrongwithAnti-
trust’sRight”,AntitrustLawJournal,Vol.80,No.1,2015,p.19.

Ibid.,p.19.
SeeLeahBrannon&DouglasH.Ginsburg,“AntitrustDecisionsoftheU.S.SupremeCourt,1967to

2007”,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Vol.3,2007,p.17.
Ibid.,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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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相关行为时企业就一定会遭受极大的损失甚至选择退出市场。但事实上,一个行为被禁止,企

业会选择替代性行为。如果从理论上证明一种行为存在较大的限制竞争可能性,不追求过于精

细的效果分析而予以禁止时,企业采用次优方案所带来的成本实际上小于很多理论预测。同样

的逻辑下,特定行为的法律规制放松之后,也会形成制度替代。例如,在对横向的卡特尔协议采

用严厉的当然违法禁止的同时,如果对于转售价格维持协议采用合理原则,那么同样是对价格的

限制方式,经营者会将其转为纵向的方式,从而获得法律上较为宽松的对待。近期的一个研究就

发现,至少1/4被认定违法的国际卡特尔,采用了纵向限制的手段来促进共谋。〔112〕其中的逻辑

无疑是纵向行为按照合理原则处理带来了可以“套利”的空间。〔113〕

限制行为如何被发现具有限制性的表现,通常依赖于这一限制行为可能被如何判断。标

准越宽松,越可能看到这一限制行为产生的限制效果,因为限制行为不太可能被认为违反了反

垄断法。另一方面,如果限制行为按照当然违法处理,那么这一限制行为的促进竞争的例子就

会被更多地表现出来,因为被告会希望说服法院要么对其单独处理,要么会推翻现行法。例

如,在考虑是否改变对待转售价格维持的态度时,对于转售价格维持中有多少会造成严重限制

竞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采用合理原则之后,有多少更倾向于促进和限制竞争的转售价格

维持会出现。〔114〕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动态效果仍然和前述限制竞争行为的类型化以及经济

学的作用密切关联。只有类型化做得越好,对行为的区分越有效,那么动态效果所理解的对行

为的威慑才有正当性,替代效果的成本才能更小。

合理原则的制度成本并非没有产生现实的回应。虽然在理论文献,特别是中文的理论文

献中通常直接提到用合理原则来分析相关行为,但由于极高的制度成本,真正适用完整合理原

则(full-blowruleofreason)的案件并不太多。在美国反托拉斯法和欧盟竞争的实践中,有

大量介于当然违法原则与完全市场分析的中间方式。〔115〕例如“简化”的合理原则(truncated

ruleofreason)、“结构化”的合理原则(structuredruleofreason)或者简单的“快速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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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3〕

〔114〕

〔115〕

MargaretC.Levenstein&ValerieY.Suslow,“HowDoCartelsUseVerticalRestraints?Reflectionson
Bork’sTheAntitrustParadox”,JournalofLawandEconomics,Vol.57,2014,p.S33.

中国当前对于转售价格维持的争论中也缺少实证研究,以及动态规制效果的分析。理论文献对于如

何规制转售价格维持当然有价值,但是这些文献对于转向合理原则的实施并不具有足够的保障,不仅没有告诉

我们现有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中哪些部分是限制竞争的,也没有说明在这一原则下会如何发展,甚至没有说明

哪些转售价格维持是不需要反垄断法关注的。此外,因为理论文献没有考虑任何潜在的反垄断法责任的影响,
因此没有考虑在公司因为使用转售价格维持而面临反垄断法责任时,会采用何种替代机制来获得转售价格维持

同样的促进竞争效果,以及当公司转向替代机制时福利会如何变化。另一方面,也没有考虑其他形式的反垄断

法实施机制是否足以威慑对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限制竞争性使用(例如,对于卡特尔的刑事处罚会阻却通过转

售价格维持而便利的卡特尔),或者有替代机制去阻止现行反垄断法下有利可图的转售价格维持的限制性因素。

AbrahamL.Wickelgren,supranote60,p.56.
WillardK.Tom &ChulPak,“TowardaFlexibleRuleofReason”,AntitrustLawJournal,Vol.

68,No.2,2000,pp.39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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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look)等方式,〔116〕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上“折中”的产物,却隐含了趋向于当

然违法原则内核的,提炼行为违法构成要件的处理方式。

有学者就认为,这些中间状态的解决方案可以被归纳为对预先设定与有限评估标准的适

用,而简单的当然原则和对所有效果的完全分析是两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当前转向更多合理原

则并不意味着拒绝适用规则导向的竞争法,而是要求更大差异化的规则。〔117〕这一差异化的

设想无疑体现了当然违法原则所需要的类型化和对违法要件的抽象。〔118〕当然,反垄断法基

本分析模式的转向中还存在大量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传统当然违法原则完全基于行为本

身的性质,而与主体无关。但就现有的研究看,要构成对竞争的限制,主体往往需要一定的市

场地位,只是不同类型的行为要产生损害性后果所要求的市场地位存在差异。〔119〕在这些方

面的进一步研究,无疑可以推动反垄断法向更为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四、结 语

反垄断法中经济学的作用不容低估。但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也应当意识到可能存在的

问题,进而寻求完善的方式。经济学推动了反垄断法分析从当然违法原则向合理原则的转变,

但仅仅证实行为“可能”具有的合理性对于法律规范的构建来说还远远不够。就目前而言,垄

断法作为法律所需要的可预期性、普遍适用性等问题仍然突出。由此回到中国反垄断法中对

于转售价格维持规制时的各种观点来看,认可合理原则在分析于转售价格维持上的“应然”地

位就值得质疑。

实际上,制度成本考虑对于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的影响非常深远。截止2017年底,全

国法院共受理垄断民事一审案件700件,审结630件。在这些案件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

和垄断协议案件并存,其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占全部垄断民事案件的90%以上。〔120〕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是以合理原则的方式进行分析,对原告的举证责任要求高导致胜诉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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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17〕

〔118〕

〔119〕

〔120〕

同上注。

WolfgangKerber,Jurgen-PeterKretschmer,andGeorgvonWangenheim,“OptimalSequential
InvestigationRulesinCompetitionLaw”,availableat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 abstract_id
=1266267,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2月4日。

但受合理原则扩张的影响,美国最近20多年的反垄断法实施中对于安全港的适用显著下降。在

横向协议、纵向限制、排他性行为以及经营者集中都有典型反映。SeeLindseyM Edwards&JoshuaD.
Wright,“TheDeathofAntitrustSafeHarbors:CausesandConsequences”,GeorgeMasonLawReview,Vol.
23,No.5,2016,p.1226.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LouisKaplow,“OntheRelevanceofMarketPower”,HarvardLawReview,

Vol.130,2017,pp.1303-1407.
参见朱理:“反垄断民事诉讼十年: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年08月24日,第8版。

市场支配地位滥用案件数量多,主要的原因在于市场支配地位滥用更容易被上、下游经营者、消费者所感知;
而垄断协议仅为协议当事人所知晓,具有隐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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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事案件不同,行政执法机构在10年中查结垄断协议案163件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54
件。〔121〕垄断协议案件均为横向垄断协议以及纵向垄断协议中的转售价格维持案件;支配地

位滥用案件中主要为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几乎不用分析相关市场、市场支配地

位。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角度来说,有限的执法资源使得其刻意回避对于合理原则案件的查

处。〔122〕这一结果和前文对于制度成本的分析相互呼应。

对于中国反垄断法而言,制度的运行需要更为全面的视角来进行考察与制度设计,不能用

理论上的可能性代替实际的结果。反垄断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然需要在法学的框架

下审视各种制度成本,而通过增加规则制定成本来实现总体成本减少不仅符合效益最大化,也

为经济学和反垄断法的进一步结合提供了方向。从合理原则向当然违法原则的转变注定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学理、实践的大量积累。但符合逻辑的转变会使得积累具有意义。对于这

一过程的认识,无疑会加快转变的过程,不再停留在合理原则所营造的“经济合理性”的虚幻满

足之中。

Abstract:Drivenbythecontinuousdevelopmentineconomics,contemporaryantitrustlawhasexpe-

riencedthetransitionfromperseillegalitytotheruleofreason.However,ruleofreasonmakesantitrust

analysismorecomplexandcostlier.Italsogeneratesobviousconflictswiththenormativityoflaw,there-

bycontaminatingtheruleoflawandweakeningthedeterrenteffectofenforcement.Therefore,itisnec-

essarytoreflectonthefurtherintegrationofantitrustlawwitheconomics.Afterevaluatingthefour

typesofinstitutionalcosts,advantagesofperseillegalityareobservedinloweringinvestigationcostsand

administrativecosts.Althoughthelegislativecostsmightbestillhigherthantheruleofreason,perseil-

legalitystillwinsanedgewhenthecategorizationwithinantitrustlawisimproved.Inthemeanwhile,the

errorcostsrelatedtoperseillegalityarecertainlyexaggeratedbyconventionalunderstandingwhenevalu-

atedunderdynamicregulation.Consequently,thenormativityofantitrustlawrequirestheintegrationin

anewway,aswellasmoreapplicationforperseillegality.

KeyWords:Antitrust;Economics;RulesofReason;PerSeIllegality;InstitutionalCosts

(学术编辑:邓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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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22〕

参见林丽鹂:“中国反垄断法颁布实施10年 有关规则体系不断完善”,载《人民日报》2018年8月2
日,第4版。

对中国具体情况的分析可参见李剑:“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间的竞争———行为模式、执法效果与刚

性权威的克服”,《法学家》2018年第1期,第83-100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制度成本与规范化的反垄断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