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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中的双边性

理论适用的挑战和分化  

赵莉莉*

摘 要 学界研究成果和各主要司法辖区案例显示,双边市场理论尚不完善,适用可能产

生偏离、分化甚至矛盾。在相关市场界定中考察双边性时,是否适用双边市场理论、界定几个

相关市场以及采用何种方法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准确认识和充分考虑市场各边的相互关联。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准确认识和继续完善双边市场相关理论,依托反垄断基础框架和实务经

验,深入调查和了解行业背景及其特征。

关 键 词 双边市场 相关市场界定 平台 SSNIP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业的兴起,以双边平台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迅猛发展,平台

企业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双边市场理论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学界关

注。由于双边市场包括两组不同的消费者且相互影响,对此种情形如何界定相关市场以

及如何处理双边性成为理论和实务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梳理各主要司法辖区在

双边市场案件中界定相关市场的思路,就如何在相关市场界定中考察双边性问题提出思

考和建议。

一、双边市场理论:理论革新还是政策泡沫

双边市场并非新生事物。从古时候就有的乡村媒人,到17世纪出现的以广告收益支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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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报纸,再到20世纪中叶才出现的支付卡……,传统行业对于多边平台的依赖可见一

斑。〔1〕尽管学界对报纸杂志等媒体行业研究已久,〔2〕但多边平台商业模式加速发展是现代

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结果,〔3〕双边市场理论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也是近些年的事情。

Rochet和Tirole在《双边市场中的平台间竞争》一文中提出“双边市场”概念,引发了学界关于

双边市场的理论研究。〔4〕2004年,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和政策研究中心(CEFR)在

法国图卢兹联合主办“双边市场经济学”会议,发布了诸多开创性文章,双边市场理论研究步入

热潮。此后,Armstrong、Caillaud、Wright、Evans、Parker和 VanAlstyne等均致力于研究双

边市场并贡献了重要成果。〔5〕

双边市场理论的兴起源于快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新兴商业模式,也与执法和司法机

构调查具有双边性的行业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多数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机构和

市场监管部门都对支付卡行业的交换费设置提出置疑。例如,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要求Visa和

万事达卡降低交换费,基于发卡方成本计算交换费上限。美国、欧盟也遵循了相似路径。〔6〕

一系列支付卡行业案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事方和执法机构的重大分歧也促使经济学家

分析研究这种新经济现象。早期研究集中反映了经济学家对部分案例的质疑和建议。学者认

为,僵化适用传统单边市场反垄断规则规制双边市场可能导致明显错误。例如,Evans认为,

在UnitedStatesv.VisaU.S.A.案中,司法部经济学家没有考虑商家一边对利润的影响,只关

注持卡人一边,政府经济学家的分析至少忽略了故事的一半。〔7〕Tirole认为,支付卡行业的

双边性及其他特性导致传统反垄断理论难以贯彻施行,因此构建健全的政策干预体系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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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戴维·S·埃文斯:《平台经济学:多边平台产业论文集》,周勤、赵驰、侯赟慧译,经济科学

出版社2016年版,第464页。
多位学者对媒体市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Corden(1953),Reddaway(1963),Rosse(1967)。在

对媒体市场研究中,Chaudhri提出了报纸出版商“产品空间的双重性”,即出版商同时服务于广告主和读者。

Gabszewics在分析报纸市场时,提到了跨市场的网络效应。

SeeDavidS.EvansandRichardSchmalensee,Matchmaker,TheNewEconomicsofMultisided
Platforms,HarvardBusinessReviewPress,2016,p.198.

SeeJean-CharlesRochetandJeanTirole,“PlatformCompetitioninTwo-sidedMarkets”,Journal
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Vol.1,No.4,2003,pp.990-1029.该论文约2000年完成,2006年

作者在此后的文章中对有关内容做了进一步完善。参见 OECD,PolicyRoundtables:Two-sidedMarkets,

2009,p.23,也有学者指出,“双边市场”这一词汇出现的时间很早,不少早期文献都使用过(Böhm-Bawerk,

1923;GaleandShapley,1962)。在这些文献中,“双边市场”主要用来揭示市场的交易形式,即买卖双方成对

匹配交易。这一意义和现代理解并不完全一样。参见陈永伟:“平台经济学:一份个人学习笔记”,http://o-
pinion.caixin.com/2017-09-07/10114176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8日。

SeeOECD,PolicyRoundtables:Two-sidedMarkets,2009,p.23.
SeeJeanTirole,“PaymentCardRegulationandtheUseofEconomicAnalysisinAntitrust”,Ani-

malLearning&Behavior,Vol.22,No.3,2011,pp.267-274.
SeeDavidS.Evans,“TheAntitrustEconomicsofMulti-sidedPlatformMarkets”,YaleJournalon

Regulation,Vol.20,No.2,2003,p.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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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新思维。〔8〕Katz认为,在确定支付卡行业交换费时,将其与发卡方边际成本挂钩或设定

为零并非社会最优选择。〔9〕Wright分析了支付卡行业的特点,基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澳大

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以及英国公平贸易办公室对支付卡行业定价问题的调查报告,认为

在双边市场中适用单边思维会产生8种谬误。〔10〕

学界对双边市场研究越来越多,但这一研究热潮将演化成理论创新,还是变成政策泡沫,

前景仍然不明。这些理论是否会颠覆既有的竞争政策和规则,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反垄断政策

和实务仍存颇多异议。尽管经济学理论和工具在反垄断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即使将成熟的经

济学理论适用于反垄断实务仍面临巨大挑战,更遑论双边市场相关理论尚不成熟,未对现有经

济学理论形成重大突破,也尚未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双边市场相关理论中概念的泛滥和分化就是例证。尽管研究文献层出不穷,但对双边市

场并未形成统一的名称和定义。〔11〕Rochet和Tirole试图依据经济学公式严格界定双边市

场,他们将双边市场定义为:在保持总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平台能通过向市场一边征收更

高价格而对另一边征收更低价格来影响交易总量,这个市场就是双边市场。该定义着眼于价

格结构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认为平台需要设计价格结构使双边都加入市场。〔12〕Armstrong
将双边市场定义为:如果市场中交易平台通过一定的价格策略向交易双方提供产品或服务,并

且一边所获得的效用取决于另一边参与者的数量,那么这样的市场便是双边市场。〔13〕该定

义同样强调价格策略的特殊性。Evans的定义更为浅显,把平台视为核心和研究重点,认为双

边平台为两组不同而又相互需要的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而这两组消费者相互需要并通过

平台提供的中介服务完成交易。〔14〕Rysman认为使用“双边策略”比“双边市场”可能更加合

适,问题往往不是一个市场是否可以定义为双边的———几乎所有市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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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JeanTirole,supranote6,pp.267-274.
SeeRobertM.Hunt,“AnIntroductiontotheEconomicsofPaymentCardNetworks”,Reviewof

NetworkEconomics,Vol.2,No.2,2003,pp.80-96.
SeeJulianWright,“One-SidedLogicinTwo-SidedMarkets”,Reviewof NetworkEconomics,

Vol.3,No.1,2004,pp.42-63.
SeeDirkAuerandN.Petit,“Two-SidedMarketsandtheChallengeofTurningEconomicTheory

intoAntitrustPolicy”,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Vol.60,No.4,2015.文章总结了目前学者用来

表示双边市场的多个词汇,例如,“multisidedplatforms”(EvansandSchmalensee,2012),“two-sidednet-
works”(Eisemann,ParketandVanAlstyne,2006;ParkerandVanAlstyne,2005),“informationationalin-
termediation”(CaillaudandJullien,2003),“two-sidedstrategies”(Rysman,2009),“two-sidedmarkets”
(RochetandTirole,2003;Wright,2003;Weyl,2006;Rysman,2009).

参见(法)让·梯若尔:《创新、竞争与平台经济———诺贝经济学奖得主论文集》,寇宗来、张艳华译,
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页。

SeeMarkArmstrong,“CompetitioninTwo-sidedMarkets”,TheRANDJournalofEconomics,

Vol.37,No.3,2006,pp.668-691.
DavidS.Evans,supranote7,pp.33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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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的———而是双边性在确定利益后果方面有多重要。双边市场是:两组用户通过中介或平

台互动,每组用户的决定通常通过外部性影响另一组用户的结果。〔15〕这类定义极为关注市场

各边间的间接网络外部性。OECD关于双边市场的研究报告将双边平台定义为:平台存在需

要彼此交互的两个不同用户组,且在两个用户组间存在间接的正外部性。价格水平是根据交

互情况向市场两边收取价格的总和,价格结构是价格水平在市场两边消费者之间的分解或分

配,总福利是两个用户组和平台福利的总和。如果总福利随价格水平而不是价格结构变化,即

总福利对总价格在两边的重新分配不敏感,则平台是单边的;如果总福利随价格水平和价格结

构变化,则平台是双边的。〔16〕OECD的定义吸收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既强调了间接网络外

部性,也重视价格结构的特殊性。

这些关于双边市场或双边平台的定义从不同角度分析双边市场,指向不同的内涵外延。

根据定义的不同,文献研究中所包括的平台类型也有宽有窄。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全面广泛

的分析能够归纳和揭示双边市场的特性,有利于反垄断机构准确把握市场双边性特征。另一

方面,基本概念的分化也导致双边市场相关理论的应用前景充满不确定性,难以转化为可适用

的反垄断政策和法律。经济学家长于发现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解决问题的路径具有创

造性,但需要对经济学词汇的定义和概念达成一致。〔17〕法律适用对概念内涵的确定性要求

更高,就像Hadfield和 Weingast所说的,法治原则要求独特和清晰的分类,〔18〕如果不能确定

概念内涵,就难以在法律语境中适用。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理论学说,执法机构需要长期深

入学习和全面了解才能正确适用,这也增加了理论适用的难度。

双边市场相关理论发端于既有经济学理论,其适用也依托于既有经济学理论。双边市场

理论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并非试图颠覆原有理论,只是反对将适用于单边市场的传统理论机械

地适用于双边市场。无论是价格结构特殊性还是网络外部性都是经济学的老话题,例如,双边

市场理论与网络外部性理论及市场交易或管制情况下的多商品定价理论密切相关。〔19〕甚至

有学者认为,双边市场理论可能只是经济学家新瓶装旧酒。例如,Spulber认为,在规范经济

学中有两种市场,一种是分散化市场,买卖双方通过柜台交易,一种是集中式市场,公司为买卖

双方提供中介服务。双边市场描述了上述两种情形。从这个意义上,早期的经济学家已经分

析了双边市场,但Rochet和Tirole等学者没有对这些研究成果予以足够关注,尤其是关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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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arcRysman,“TheEconomicsofTwo-SidedMarket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

Vol.23,No.3,2009,p.127.
SeeOECD,supranote6,p.28.
SeeJamesR.Gale,“TheLanguageofEconomics”,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2003,

availableatSSRN:http://ssrn.com/abstract=468642,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8日。

DirkAuerandN.Petit,supranote11.
参见梯若尔,见前注〔12〕,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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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市场和媒介市场的大量早期文献。〔20〕总体来看,目前关于双边市场的相关理论只是对既

有理论适用于双边市场的特殊性予以关注,例如,在网络外部性基础上形成的交叉网络外部

性,因此,可以说双边市场的相关研究也是网络效应研究的一部分,只不过关于双边市场的文

献更关注市场中介的行为,尤其是价格选择。大量文献还分析了双边市场对竞争政策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双边市场理论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反垄断政策和执法的方方面面。有学者认

为,双边市场理论主要与价格问题密切相关。但总体来看,大多数文献主要集中于为双边市场

主体的行为提供合理的抗辩理由,避免反垄断执法出现积极失误,很少涉及双边市场的损害理

论,也没有形成系统精确的分析结构和分析方法。价格结构分配方面没有配套的成型理论,反

垄断审查难以有效判定。双边市场产业垄断和竞争动态定价研究刚刚起步,在双边市场相关

产业中运用动态优化模型存在很大困难。〔21〕在这种情况下,反垄断机构仓促适用双边市场

理论,反而可能偏离反垄断基本理论和个案情况,可能也不成熟。〔22〕

双边市场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仍处于自我测试和完善过程中,对反垄断机构处理双边

性案件提供的理论支持有限。与此同时,现行反垄断理论和相关规则不断发展,具有极强的包

容性。在双边市场理论缺失的情况下,各司法辖区处理了多起涉及双边市场的案件。在这些

案件中,并未明确应用双边市场理论,甚至没有提到双边市场,但并未对执法实务造成明显障

碍。双边市场理论迅速发展之前,反垄断机构在个案中已经认识到了市场的双边性。例如,在

1953年Times-PicayunePublishingCo.v.UnitedStates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报纸是双重

交易者,在两个独立但相关的市场运营,既服务于广告商,也服务于读者。因该案仅对其中一

个市场有影响,法院最终围绕广告商的竞争界定了相关市场。〔23〕再如,在1986年美国 Na-

tionalBancardCorpv.Visa案中,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认识到银行卡组织具有双

边性。上诉法院指出,Visa系统有两类收入来源:持卡人和商户,发卡银行和商户的签约银行

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24〕2003年,美国司法部在对FirstData公司收购ConcordEFS提起

诉讼时,对相关市场的双边性有明确阐述。美国司法部认为,PIN借记卡网络一边向商家提供

服务,另一边向金融机构提供服务,金融机构又为其存款客户提供服务,该市场具有明显的网

络效应。金融机构更有可能加入更多商家接受的网络,商家也更可能接受拥有许多大型金融

机构成员的网络,因为特定PIN借记卡网络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和使用的广

度。〔25〕在2003年的UnitedStatesv.VisaU.S.A.,Inc.案中,当事方和美国法院均认为向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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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anielF.Spulber,“SolvingtheCircularConundrum:CommunicationandCoordinationin
Two-SidedMarkets”,NorthwesternUniversityLawReview,Vol.104,No.2,2010,pp.537-591.

参见吴汉洪、孟剑:“双边市场理论与应用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155页。

SeeDirkAuerandN.Petit,supranote11.
Times-PicayunePublishingCo.v.UnitedStates,345U.S.594(1953).
NationalBancardCorp.v.VisaU.S.A.,Inc.,779F.2d592(11thCir.).
SeeU.S.,etal.v.FirstDataCorp.andConcordEF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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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人和向商户提供的服务是相关但相互独立的市场。〔26〕在这些案件中,尽管没有明确运用

双边市场理论,但反垄断机构认识到这类市场与众不同的特点,并在传统反垄断规则和方法框

架下考察了其双边性。在一些案件中,反垄断机构通过分析类似因素或采用经验法则,得出了

与运用双边市场理论近似的结论。因此,双边市场理论在实务中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有时

候,反垄断机构凭借传统理论工具和经验基本能够替代双边市场理论的大部分贡献。此外,从

成本角度考虑,适用双边市场理论对理论研究、数据收集等要求较高,也可能提高决策成本。

因此,有学者强调:分析双边市场不需要采用与分析标准市场不同的办法。老规则在双边

市场中不适用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27〕事实上,双边性对不同行业及案件竞争分析的重要

性并不完全一样:有时候至关重要,有时候只是考虑的一个方面,有时候则可能无关紧要。双

边市场理论并非颠覆原有产业经济学而是既有理论的改进。要更好地将双边市场理论适用于

反垄断实践,可行的做法是在现有反垄断规则框架下,考虑双边市场的特征,完善具体操作规

则和方法,而非单纯强调其特殊性。正如波斯纳2001年论述新经济问题时指出的那样:反托

拉斯规则是足够灵活的,也借助经济学理论获得了足够依据,完全能够有效地解决新经济提出

的那些貌似特殊的反托拉斯问题。〔28〕

二、市场界定的路径:一个还是多个相关市场

相关市场界定通常是反垄断分析的起点和基础,任何竞争行为均发生在一定市场范围内,

界定相关市场就是明确经营者竞争的市场范围。〔29〕在涉嫌反竞争行为的案件中,市场界定

有助于确定被告是否有足够市场力量从事反竞争行为,这些反竞争行为是否会增加或维持市

场力量。在经营者集中案件中,市场界定有助于确定约束集中后公司涨价行为的公司范围,从

而有助于判断经营者集中是否会导致市场力量的显著增长。〔30〕

相比于单边市场,双边市场包括两组不同的消费者,两组消费者之间存在交叉网络效应,

平台采用的定价机制不同,企业面临的竞争约束更加复杂,〔31〕界定相关市场也更加复杂。学

界已认识到市场的双边性特征:双边市场中存在两组(或者多组,下同)相互需要并通过平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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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UnitedStatesv.VisaU.S.A.,Inc.,344F.3d229(2dCir.2003).
参见(英)西蒙·毕晓普:《欧盟竞争法的经济学:概念、应用和测量》;董红霞译,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98页。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302页。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第2条。

DavidS.Evans,supranote7,p.356.
关于双边市场中相关市场界定的困难在多篇文献中均有涉及,参见林平、刘丰波:“双边市场中相

关市场界定研究最新进展与判例评析”,《财经问题研究》2014年第6期,第22-30页;OECD,Policy
Roundtables:Two-sidedMarket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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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互的不同用户,双边平台同时向两组用户提供商品或服务。不同群组的用户之间存在间

接网络效应,且平台的价格结构具有非中立性。〔32〕现实生活中,有些平台的两边用户能够感

受到这种联系与互动,例如,买家和卖家直接通过平台交易的交易型双边平台,如淘宝或

ebay;也有些平台的两边用户对此感受不明显,例如,索尼PlayStation的两边分别是游戏开发

者和游戏用户。考察存在双边的市场,对平台一边行为产生影响的竞争约束来自市场另一边,

因此审查是否会引起平台一边价格上涨,必须考虑该边需求减少以及由此对另一边带来的负

反馈效应。〔33〕双边市场依靠平台使多组消费者交易或交互,存在多方参与主体,包括提供中

介服务的平台,也包括两组不同的用户群体。中介平台通过牵线匹配,培育客户群基础,最小

化成本,使平台参与方从交易中获利或者降低交易成本。〔34〕平台参与方既可以通过平台实

现互动,也可以直接互动,不同的平台可以向不同的参与方提供服务,平台也可以选择通过纵

向一体化自行提供服务。

参与主体的多边性和多样性使涉及双边市场的竞争分析更加复杂。双边平台企业的竞争

约束主要来自三类竞争者:一是为同类用户提供服务的差异化双边平台企业;二是仅向一边用

户提供服务的单边企业;三是仅在一边市场竞争的双边平台企业。此外,还有两类竞争约束:

一是三边平台企业,三边平台企业可能利用在第三边获取的利润补贴其他两边;二是纵向一体

化的企业,如苹果坚持自己为其操作系统提供应用软件。〔35〕以分享经济为例,分享经济平台

既和行业内其他平台竞争吸引买方和卖方,也和提供相似商品或服务的传统供应商竞争。例

如,Uber和Lyft与传统的出租车公司竞争乘客,也相互争夺司机和客户。平台的商业成功依

赖于吸引用户和获取利润的能力,例如,通过收取交易费用获取利润。〔36〕竞争约束的复杂性

导致在竞争分析中难以确定相关市场范围。在案例中,需要分析竞争约束来自哪个市场,判断

不同边市场之间的竞争约束程度。最凸显的问题是,市场各边分别构成独立的相关市场,还是

各边共同构成一个相关市场,抑或在界定分析各边独立市场的同时,也界定分析各边组成的整

体市场。

学者们试图通过分析双边市场的类型或特征,对相关市场界定中的路径选择形成相应的

判断规则。Filistrucchi等把双边市场分为非交易型双边市场和交易型双边市场,认为前者应

界定两个相互关联的市场,后者应界定一个整体市场;无论是界定两个市场,还是界定一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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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SeeOECD,supranote5,p.11.
DavidS.Evans,“Two-SidedMarketDefinition”(November11,2009),ABASectionofAntitrust

Law,MarketDefinitioninAntitrust:TheoryandCaseStudies.availableatSSRN:https://ssrn.com/ab-
stract=1396751,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8日。

埃文斯,见前注〔2〕,第464页。

SeeDavidS.Evans,supranote33.
SeeFTCStaffReport,SharingEconomyIssuesFacingPlatforms,Participants&Regulators,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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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都应考虑市场的双边性。〔37〕Wright提出,界定一个还是多个市场取决于平台收取预定费

还是交易费,如果平台仅收取交易费,当交易发生时,平台同时向双方收取费用,那么界定两个

彼此独立的市场意义不大。〔38〕Evans认为,只有一边存在网络外部性的特殊非交易型双边市

场,可以只关注不存在网络外部性的一边并在该边界定相关市场。〔39〕Luchetta则认为,非交

易型双边市场均不属于双边市场,这类以媒体为主的双边市场可以从纵向产业组织角度观察,

即企业在上游以服务为对价购买用户注意力,经加工整理之后,将注意力出售给广告主。〔40〕

有学者指出,因为平台的特殊性,平台所面临的竞争者、消费者各不相同,分别处于不同市场

中,只界定任何一边相关市场或者单独界定双边相关市场,都难以判断平台经营者所实施的行

为对市场秩序造成的影响。因此,在具体操作中,既需要界定平台两端市场,也需要界定平台

市场。〔41〕有学者认为,对平台企业相关市场的界定,必须关注平台的双边,考察平台交叉网

络外部性正负。如果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为正,这时就有必要借助对平台盈利模式的确定

及平台利润来源的剖析来划定相关市场的边界。〔42〕有学者认为,界定相关市场仍应以“需求

替代性”为标准,双边市场情形下由于存在三种需求,需同时界定三个市场。〔43〕总体来看,学

界的建议可以粗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根据平台类型选择不同的市场界定方式,其中,交易型

双边市场可以界定为一个包括各边的整体市场,非交易型双边市场的界定则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可以界定几个相关联的市场,也可以只着重分析其中一边。另一类建议则是全面分

析,既界定整体市场,也界定各边市场。

随着双边市场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反垄断机构越来越关注市场的双边性,双边市场在案例

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实务界已开始普遍关注界定一个市场、多个市场,还是界定相关联的几

个市场等不同做法对调查结论的影响。但各司法辖区针对个案界定的思路并不相同,同一司法

辖区在不同案件中的界定思路也不完全一致,对此尚无明确的规则。实践中,既有界定某一边市

场的,也有界定多个关联的相关市场的,还有界定为包括双边或多边的单一市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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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42〕

〔43〕

SeeLapoFilistrucchi,DamienGeradin,EricvanDamme,PaulineAffeldt,“MakeDefinitionin
Two-SidedMarkets:TheoryandPractice”,JournalofCompetitionLaw & Economics,Vol.10,No.2,

2014,pp.293-339.
SeeJulianWright,supranote10,p.62.
SeeDavidS.Evans,“AntitrustEconomicsofFree”,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Spring

2011.availableatSSRN:https://ssrn.com/abstract=1813193,pp.1-26,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8日。

SeeGiacomoLuchetta,“IstheGooglePlatformaTwo-SidedMarket”,JournalofCompetition
Law &Economics,Vol.10,No.1,2014,pp.83-118.

参见张晨颖:“平台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再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35期,
第47页。

参见蒋岩波:“互联网产业中相关市场界定的司法困境与出路———基于双边市场条件”,《法学家》

2012年第6期,第74页。
参见许光耀:“互联网产业中双边市场情形下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调整———兼评奇虎诉

腾讯案”,《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108-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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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法机构在有些案件中对各边分别界定相关市场,同时在竞争分析中考虑各边间关系。

例如,在GIMD/Socpresse和SIPA/PoleSocpresse案中,欧委会和法国竞争委员会对各边分

别界定了相关市场。〔44〕以GIMD/Socpresse案为例,欧委会围绕杂志读者和广告商分别界

定了不同市场。〔45〕澳大利亚竞争主管机构通常对每个客户群体分别界定相关市场,竞争分

析时考虑双边间的间接网络效应,该做法尤其适用于媒体并购案。在媒体并购案中,澳大利亚

竞争主管机构一般界定三个独立的产品群体:向广告商提供广告机会;向消费者提供内容;从

内容提供商购买内容。如果各产品市场间的关系会防止或加强竞争损害,则需要体现在竞争

分析中。因此,只有市场的双边特征可能影响竞争分析时才会影响到市场界定。〔46〕

对一些涉及报纸等媒体型双边市场案件,有的执法机构重点分析了一边市场,没有界定两

个相关市场。例如,在Google/DoubleClick案中,欧委会界定了三个相关产品市场:“在线广

告空间供应”、“在线广告中介”以及“在线展示广告技术”。其中“在线广告空间供应”和“在线

广告中介”都涉及双边市场,但欧委会只在“在线广告中介”中明确提到了市场的双边特

征。〔47〕在Archant/IndependentNewsandMedia案中,英国竞争委员会从广告商角度界定

了报刊广告市场,包括免费及付费周刊等,没有界定两个不同的市场,即读者市场和销售广告

空间的市场。〔48〕在Spir/Schibsted案中,法国竞争主管机构认为互联网不存在读者市场,但

应在竞争评估阶段考虑对受众的影响,受众对确定运营商在相关市场上的市场力量必不可少,

受众减少既会影响销售收入,也会影响广告收入,从而限制其提高发行价格的动机。〔49〕

尽管学界有共识认为在交易型双边市场中界定一个整体市场更为合理,但有执法机构曾

对典型的交易型双边市场两边均界定了相关市场。例如,在Ebay/Gmarket案中,韩国公平交

易委员会认为在线交易市场是典型的双边市场,市场上存在两组不同的用户:卖家和消费者,

两组用户群体间存在间接网络效应,卖家和消费者无法直接进行交易,需要通过平台对接。但

委员会对在线交易市场两边分别界定了相关市场。eBay承认市场具有双边特征,但认为合并

审查只需分析对消费者的影响,对卖方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对消费者影响的反映,因此无需对

两边分别分析。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市场两边显著不同,在卖家一边,在线交易市场需

要通过竞争吸引更多卖家,展示更多商品,使卖家间充分进行价格竞争;在消费者一边,则需提

供更加便利的购物体验。因此应分别界定市场两边的相关市场并进行竞争评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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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49〕

〔50〕

LapoFilistrucchi,etal.,MergersinTwo-SidedMarkets-AReporttotheNMa,p.57,https://

www.acm.nl/sites/default/files/old_download/documenten/nma/NMa_Two-Sided_Markets_-_Report_-_16_

July_2010.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5日。

COMP/M.3420-GIMD/SOCPRESSE(4064).
SeeOECD,supranote5,pp.81-83.
COMP/M.4731-Google/DoubleClick.
ArchantLimited/IndependentNewsandMediaPLCmergerinquiry.
LapoFilistrucchi,etal.,supranote44,p.58.
SeeOECD,supranote6,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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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执法机构通常参考平台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界定市场,认为交易型双边市场构成单

一市场。在交易型双边市场中,存在且可以观察到交易发生,可以选择根据交易收费,或者选

择对加入平台收费的同时对使用平台收费,即可以分成两部分收费,应该界定一个单一的市

场。〔51〕我国也有学者认同这种做法并指出,以交易方式为依据将双边市场划分为交易型双

边市场和非交易型双边市场,进而分别判断竞争约束的方向,是较为科学和可行的方法。〔52〕

在BloemveilingAalsmeer/FloraHolland案中,花卉拍卖和其他销售渠道为种植者和买家提

供了交易平台,荷兰竞争执法机构认为相关市场包括平台的两边,把相关产品市场界定为观赏

园艺产品交易市场。〔53〕同样,在Travelport/Worldspan案中,欧委会将相关产品市场界定为

通过GDS提供的电子旅行分销服务市场,没有为旅行服务提供者和旅行社界定单独的市

场。〔54〕在Google/DoubleClick案中,欧委会明确界定了一个中介市场,即在线广告代理市

场。欧委会认为,提供中介服务的广告网络是一个双边市场,一边服务于希望刊登广告的发行

商(网站),另一边服务于希望在网站上运行广告的广告者。这种平台不能让受众和广告商交

易,而是通过扩大受众群体获得更多广告收入。〔55〕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曾分析过交易型

双边市场的特点,在2007年的Realcomp案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房屋经纪服务市场

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和双边特征,平台上的买方或者其经纪人越多,对售房人或经纪人就越有

价值,因为这有利于获得更高价格或在更短时间内出售房屋;同理,平台上的卖方或经纪人越

多,对买方来说也更有价值,因为他们可以在更短时间内找到更合适的房屋。〔56〕

在这方面,观点最为明确的是德国。德国竞争执法机构在研究报告和案例中明确指出交

易型双边平台应界定为一个包含双边的单一市场。在2016年发布的《平台和网络的市场力

量》报告中,德国竞争执法机构把平台区分为匹配平台和受众提供平台。匹配平台连接两个用

户组以进行特定交互,如果两边用户需求一致,那么界定一个相关市场就是合理的。相关产品

是平台提供的中介服务,因为平台将市场两边聚集到一起,实现匹配,市场两边都必不可少,同

时也没有必要区分上游和下游,因为平台向两边提供的服务一样。〔57〕2015年德国两个合并

案也明确体现了这一观点。在Immonet.de/Immowelt.de案中,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认为,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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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LapoFilistrucchi,etal.,supranote37,pp.293-339.
参见宁立志、王少南:“双边市场条件下相关市场界定的困境和出路”,《政法论丛》2016年第6期,

第127-128页。

SeeLapoFilistrucchi,etal.,supranote44,p.55.
COMP/M.4523-Travelport/Worldspan.
SeeOECD,supranote46,pp.17-23.
参见RealcompII,Ltd.案FTC初步决定书,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

061-0088/realcomp-ii-ltd-matter,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7日。

Bundeskartellamt,WorkingPaper-MarketPowerofPlatformsandNetworks,June2016,availa-
bleathttps://webgate.ec.europa.eu/multisite/ecn-brief/en/content/bundeskartellamt-publishes-working-pa-
per-market-power-platforms-and-networks,LantvisitedMar.1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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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平台市场属于双边市场中的交易型平台,无需单独界定市场各边。因为在线房地产平

台的产品不可分割,必须包含两组用户,市场两边都使用房地产中介服务,当转换到替代中介

时,两个用户组将再次聚集在一起,由于双边存在积极的间接网络效应,两组之间具有密切的

相互依赖关系,无需对市场各边分开单独评估。〔58〕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交友平台Parship/

Elitepartner案中也作出了类似分析。〔59〕

法院对市场双边性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在法国BottinCartographesv.Google案中,巴

黎商事法庭无视搜索引擎的多边平台特征,直接适用单边市场分析方法。〔60〕巴黎上诉法院

驳回了下级法院判决并指出,多渠道市场运营商在市场上提供免费产品或服务,不是要遏制竞

争对手,而是要增加另一个市场的用户数量,这种商业模式在数字市场中相当广泛,可能也是

合理的。即使在双边平台各边均界定相关市场,鉴于平台各边的相互关系,至少在评估是否存

在掠夺性行为时,有必要对市场双边均加以考虑。〔61〕在欧盟万事达卡案和法国银行卡联盟

案中,欧洲法院也明确了类似要求。在 MasterCard,etal.v.Commission案中,欧洲法院指

出,发卡边和收卡边相互依存,双方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间接网络效应,因此,在判断一项行为

是否限制竞争时必须充分考虑支付体系的双边性。双边市场的效率分析应考虑市场两边客户

所获利益,而不仅是受到限制竞争行为影响一边的客户的利益。只在双边平台的一边分析限

制竞争行为的目的或效果是错误的,只在双边平台的一边分析效率也是错误的。〔62〕同一天

公布的GroupementdesCartesBancairesv.Commission案判决也指出,不能仅对双边市场的

一边适用竞争规则,而完全不考虑市场另一边,必须考虑发卡边和收卡边的互动以及双方的间

接网络效应。〔63〕在UnitedStatesv.Am.ExpressCo.案中,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明确应用

了双边市场理论,认为尽管都是支付卡行业案件,但地区法院在该案中采用 UnitedStatesv.

VisaU.S.A.,Inc.案相关市场界定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地区法院将两个市场分开界定,分析

美国运通的纵向限制对网络服务市场的影响,忽略了它们对通用卡市场的影响,忽略了两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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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案件内容及调查结论参见德国联邦卡尔局案件B6-39/15,CaseSummary,ClearanceofMergerof
OnlineRealEstatePlatforms,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8日。

案件内容及调查结论参见德国联邦卡尔局案件B6-57/15,CaseSummary,ClearanceofMerger
BetweenOnlineDatingPlatforms.

参见苏华:“多边平台的相关市场界定与反垄断执法发展”,《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8期,第

30页。

SeeDavidS.Evans,“TheEmergingHigh-CourtJurisprudenceontheAntitrustAnalysisofMulti-
sidedPlatforms”,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2017.

C-382/12P-MasterCardandOthersvCommission.
FredericPradellesandA.Scordamaglia-Tousis,“TheTwoSidesoftheCartesBancairesRuling:

AssessmentoftheTwo-SidedNatureofCardPaymentSystemsUnderArticle101(1)TFEUandFullJudicial
ScrutinyofUnderlyingEconomicAnalysis”,CpiJournal,Vol.10,No.2,2014,availableathttps://www.
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assets/Uploads/Autumn2014PradellesScordamagliaTousis.pdf,最 后 访 问

日期:201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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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相互依赖。〔64〕

综上可见,目前关于双边市场的理论研究对界定一个还是多个市场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

的建议,尤其是对交易型双边平台的相关市场界定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反垄断实践差异仍然

较大,主要原因:一是理论研究转化为法律适用有较长的渐进过程,需要通过“裁判和学术研究

之间的试错,判例—解释—批评—检讨—理性化的互动过程”〔65〕实现;二是双边市场理论需

要进一步完善,对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导需要进一步深入;〔66〕三是在缺乏完善的双边市场经济

学理论时,即使认识到双边性特点,反垄断机构对是否以及如何考量双边性有较大的自由裁量

权。但是,学界研究成果和执法实践充分体现了如下共识:相关市场界定只是一种工具,不是

一成不变的。相比于精确界定相关市场,考虑市场两边的关联性以及不同用户群体相互关系

的复杂性更重要。〔67〕例如,在近年各司法辖区的法院判例中,尽管市场界定并不相同,但法

院都强调要对双边均加以考虑。无论是界定一个包含双边的相关市场,还是把市场各边单独

界定为相关市场,抑或不对相关市场做精确界定,关键是充分认识市场两边的相互影响。这种

考量可以体现在相关市场界定中,也可以体现在竞争分析中。反垄断机构可以基于特定案件

的数据和需求作出务实的路径选择,没有必要也难以对相关市场作出完全一致的认定。

三、考察双边性的方法:尝试与局限

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主要包括需求和供给替代分析,以及SSNIP测试(假定垄断者

测试)等。尽管很多学者提出,在市场具有双边性时,相关市场界定的具体方法应有所调整,但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传统方法的调整和补充,尚未针对双边市场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在替代性分析方面,一种方式是在相关市场界定中增加分析时考虑的替代性因素。这有

利于减少相关市场界定中的误差项,提高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预期性。〔68〕研究提出需要特别

关注的因素包括:一是平台的盈利模式。平台的收费模式不同,可能导致在不同的相关市场竞

争。例如,在TPS案中,欧委会批准了设立TélévisionParSatellite(TPS)平台的协议。在界

定相关市场时,欧委会指出,付费电视和免费电视构成不同的产品市场。其中,免费电视的交

易关系主要发生于节目播放商与广告商之间,付费电视的交易关系主要发生于节目播放商与

订阅电视节目的观众之间。二者所面临的竞争条件因此也是不同的。〔69〕这种方法以收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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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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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UnitedStatesv.Am.ExpressCo.,838F.3d179(2ndCir.2016).
邓峰:“同源分化和同案异判———Intel忠诚返利案的国际比较”,《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14卷

第2辑,第268页。
参见宁立志等,见前注〔52〕,第127页。

SeeOECD,supranote5,p.11.
参见张晨颖,见前注〔41〕,第48页。

SeecaseIV/36.237-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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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对象为依据,按照不同盈利模式界定市场,具有相同盈利模式的企业可能属于同一市场。

盈利模式测试法简单易行,避开了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但有效性仍有待检验。〔70〕二是用户

数量。无论是直接从用户获取利益,还是基于网络正外部性,经营者都会因用户群体的庞大而

获得更多利益,故而,控制用户是平台的核心所在。欧盟《关于在电信部门的接入协议中适用

竞争规则的通知》中指出,接入的经济重要性取决于被连接的网络的覆盖面。〔71〕对用户数量

的关注,实际上是通过考虑网络效应使替代性分析更有效。三是供给替代分析作用增强。有

学者强调,在双边市场中不能将供给替代分析方法仅作为需求替代分析方法的补充,应充分重

视其应用价值。〔72〕典型代表是互联网行业,在奇虎诉腾讯案中,法院指出,在界定相关商品

市场时,应充分考虑互联网行业的竞争状况和市场格局;互联网行业是动态市场,业内成功产

品、服务及商业模式很容易被其他企业模仿,市场进入门槛极低。因此,除以需求替代来界定

相关市场外,还应考虑供给替代,将其他企业的潜在产能考虑在相关市场范围内。〔73〕

替代性分析方法侧重于在界定相关市场时进行定性分析。在分析时,考虑的因素众多。

例如,在判断需求替代性时,常用的判断因素包括功能、质量、价格、获取的难易程度等。而在

界定相关市场时,必要时也应当进行供给替代分析。事实上,即使是在单边市场中,对不同行

业不同案件进行替代性分析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及所占比重也各不相同。因此,增加考量因

素并非对原有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改变,甚至也不算改进,而只是在传统分析框架内针对具体

案件的具体分析。例如,付费方式其实是价格的体现,用户数量也反应了网络的不同性能。这

些因素并未脱离替代性分析中常用的判断因素。

一些文献试图对相关市场界定中常用的经济学方法进行梳理和改进。目前,SSNIP测试

是界定相关市场的标准方法。〔74〕但双边平台必须协调两组不同而又需要彼此交互的用户之

间相互依赖的需求,要内化两个群体间的间接网络外部性,平台定价策略可能非常不同。为了

吸引两边的用户,双边平台既要确定价格水平,也要选择价格结构。如果不能合理设计价格,

则难以达到临界规模,不会赚钱,也无法长久生存下去。〔75〕平台可以通过提高一边价格,在

另一边降低同样价格,来影响交易规模。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大小、收费方式和单归属与多归属

特征也会影响价格结构。〔76〕而且,平台的价格结构还可能随着市场情况不断变化。即使一

个平台起初的定价机制没问题,也不能确保不同用户群之间的平衡会一直保持最优,因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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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平、刘丰波:“双边市场中相关市场界定研究最新进展与判例评析”,《财经问题研究》2014年

第6期,第25页。
参见张晨颖,见前注〔41〕,第48页。
参见宁立志等,见前注〔52〕,第130页。
参见苏华,见前注〔60〕,第30页。
参见毕晓普,见前注〔27〕。

SeeDavidS.Evans,etal.,supranote3,p.96.
SeeMarkArmstrong,supranote13,p.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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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会不断发生变化。〔77〕因此,在适用SSNIP测试时就更加困难。单边市场价格单一,而多

边市场存在多重价格,这多个价格之间还会相互影响、不断变化。这导致在进行相关市场界定

时,价格等数据的选择更加困难,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计算公式更加复杂。例如,如何确定基

准价格,如何确定利润,如何在各边对价格上涨进行分配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传统单边市

场的标准SSNIP测试不能直接应用于双边市场,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但目前学界并未就如何

改进形成一致且完善的建议。

有学者指出,不同类型的双边市场可以用不同方法来改进SSNIP测试。在交易型双边市

场中,双方存在可观测交易,可以按交易量收费,SSNIP测试应以总价格为基准价格。对于非

交易型双边市场,由于双方不存在可观测的交易,仅能收取预定费,应分别就市场两边的价格

进行SSNIP测试,但要对相关公式进行修改以反映双边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对存在单向交叉

网络外部性的非交易型双边市场,可以直接应用SSNIP测试,但是只针对不存在外部性的一

边进行测试。〔78〕

一些学者建议,可以应用SSNIP测试的思路,但需对考察因素进行调整。例如,在合并审

查中,由于双边市场定价结构复杂,通过竞争分析判断合并对价格的影响非常困难,一个替代

选择是判断合并对交易总量的影响。〔79〕多个双边市场经济分析模型显示,当合并后平台提

高价格时,交易量就会下降。即使市场一边价格有所下降,平台交易量仍可能因为市场另一边

价格上涨而下降。〔80〕因此,交易总量可以反映出双边的价格变化,比某一边价格更全面地反

映竞争影响。同时,交易总量数据容易获取和观测,也便于具体操作。一种是产品性能测试

法。产品性能测试法运用SSNIP测试的原理,以产品性能变化取代价格变化来测试需求弹

性,进行相关市场界定。如果某一产品性能显著降低,使得消费者转移到其他替代产品,或者

新产品性能显著提高,能够把足够多的其他产品的用户吸引过来,那么替代产品就应该被划入

所分析产品的相关产品市场。〔81〕一种被称为性价一体化测试法。有学者认为,能体现兼顾

双边市场“总价格”的只有产品质量本身,而产品质量不仅包括产品性能,还应考虑影响双边市

场交易平台的定价策略,如网络效应、用户数量、产品差异化、网络产品的兼容性、用户锁定效

应强弱、信息传播度、设置排他性使用限制以及产品与辅助工具的综合匹配度等。通过将产品

质量量化为多个衡量指标,与产品竞争价格结合,构造一个以性价一体化为核心的综合评价体

系。如果目标产品性价指标下降后,即使假定垄断者销售量下降,但其仍然有利可图,则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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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avidS.Evans,etal.,supranote3,p.98.
参见林平等,见前注〔70〕,第25页。

SeeOECD,supranote5,pp.150-157.
例如,Rochet和Tirole等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分析模型就显示了这一特点。SeeJean-Charles

RochetandJeanTirolesupranote4,pp.990-1029.
参见叶明:“互联网对相关产品市场界定的挑战及解决思路”,《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9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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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就构成相关产品市场。〔82〕后两种测试方法听上去比较合理,但事实上很难操作。产品

性能难以量化,包括多个因素的产品质量更难衡量。这些方法中指出的各项因素事实上就是

相关市场界定替代性分析的考虑因素,SSNIP采用价格作为考量标准就是希望能够将各种不

能量化的因素以价格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这两种方法在具体案件中如何操作、需要什么数

据等,目前尚无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实践中,可能根本无法将性能、质量等进行量化,导致无

法采用SSNIP测试方法,或量化数据差异较大,使同一案件出现不同分析结果。

经济学家也尝试对SSNIP测试的具体方法进行调整和改进。例如,Evans和 Noel根

据双边市场的特征,基于单边市场的临界损失分析公式,提出双边市场的计算公式和分

析过程。Filistrucchi研究认为,运用修正的SSNIP模型,充分考虑到两个市场中的联系,

在非交易市场中,SSNIP可以测试平台两端市场价格同时进行微小但有意义的上涨,测

试盈利情况;在交易型双边市场中,需要测试交易价格的上升和平台盈利的影响。他进

一步指出,在非交易型双边市场中,SSNIP可以作为更小边界的相关市场的证明。同时

他给出了非交易型双边市场(媒体)美国版和欧盟版的临界损失分析公式。他的改进之

一在于允许同时改变市场两边的价格,其中一边的价格是内生的,是由另一边的提价幅

度和双边之间的关联性决定的。Emch和 Thompson的研究认为,进行SSNIP测试时选

取的基准价格应为充分竞争的当前市场价格。他们重点研究了在交易型双边市场中应

该选取的基准价格。通过对银行卡的研究,他们认为只有总价格才是SSNIP测试唯一合

理的基准价格,交换费、向商户和发卡行收取的价格都存在问题。但欧委会认为他们对

银行卡市场的分析过于简化。〔83〕

在一些涉及双边市场的案例中,执法机构采用了SSNIP测试,但这种运用往往是在

各相关市场的应用,而并非对SSNIP方法的调整。例如,在FirstData/ConcordEFS案

中,美国司法部称,因为PIN借记卡市场是双边的,就不能使用SSNIP分析方法这种说法

并没有法律或经济学上的支持。〔84〕最终,美国司法部主要采纳了商户一边的测试结果,

因为FirstData和Concord公司的合并对商户一边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对平台两边市场产

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85〕

由于双边市场中相关市场界定的复杂性,也有学者提出可以淡化相关市场界定的作

用。例如,根据案情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相关市场界定,或者使用更为直接的证据。

尤其是在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的情形中,如果有直接证据显示企业具有市场支配

·625·

中外法学 2018年第2期

〔82〕

〔83〕

〔84〕

〔85〕

转引自宁立志等,见前注〔52〕,第127页。
该部分根据林平、张晨颖文章内容整理。参见林平等,见前注〔70〕,第22-30页;张晨颖,见

前注〔41〕,第41-51页。

SeeU.S.,etal.v.FirstDataCorp.andConcordEFS,Inc.PlaintiffUnitedStates'ReplytoDe-
fendants'PretrialBrief[RedactedVersion].

参见张晨颖,见前注〔41〕,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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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那么可以使用直接证据进行分析,无需界定相关市场。〔86〕但是,一般来说,相关市

场界定仍然是反垄断调查中的基础程序。有学者指出,淡化相关市场概念要符合严格的

条件:一是其他作为论证依据的事实证据充足、逻辑清晰;二是在特定案件中,“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成为唯一合理解释,其他合理原因均已被排除;三是误判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已远远小于任由竞争损害持续下去造成更大损失的可能性;四是相关市场界定过于困难

或不可能完成。〔87〕需要注意的是,淡化相关市场界定并非针对市场双边性的特殊解决

方案,学界和执法机构早就认识到相关市场界定只是市场评估的方法而非目的。美国

《横向合并指南》指出:执法机构的分析不需要从市场界定开始,尽管评估客户可获得的

竞争性替代产品在分析中的某些时刻是必需的,执法机构使用的一些评估竞争效果的分

析工具并不依赖于市场界定。〔88〕有学者指出,严格界定相关市场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一是对部分案件的竞争评估并不需要精确界定相关市场。二是假定垄断者测试方法有

其适用局限性。三是在需要精确界定相关市场的案件中,应当灵活运用界定相关市场的

方法。〔89〕在很多案件中,精确界定相关市场本身是很困难的。在现实生活中,产品的替

代品可能很多,替代程度有强有弱,相关市场界定并不一定完全确定,而且可能不断变

化。例如,欧委会在多起合并案中,就对相关市场界定持开放态度。

在相关市场界定中考察双边性的具体方法方面,理论研究没有形成重大突破,也尚

未提出较为明确和有操作性的计量分析工具。这一研究状况和困局反映了双边市场相

关理论目前难以对反垄断政策和实务分析产生明显指导和制约作用。尤其是,考虑到双

边市场及其价格结构、间接网络外部性程度的多样性,短期内试图通过理论研究提供一

个统一且完善的操作性方法极不现实,要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案件的SSNIP方法也没有

必要。随着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各种具有双边性特征的市场会不断涌现。最现实的解

决方案是,在界定相关市场时,应当充分考虑市场的双边性,适用SSNIP思路时,也要考

虑市场各边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网络效应。〔90〕总体来看,相关市场界定的基本方法仍

没有改变,研究和执法仍需在现有反垄断理论框架内对市场的双边性问题进行考察。只

要在执法中 充 分 考 虑 市 场 的 双 边 性 特 征,目 前 的 反 垄 断 规 则 和 方 法 也 能 够 应 对 这 一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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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8〕

〔89〕

〔90〕

参见林平等,见前注〔70〕,第29页。
参见黄勇、蒋潇君:“互联网产业中‘相关市场’之界定”,《法学》2014年第6期,第99页。

U.S.DepartmentofJusticeandtheFederalTradeCommission,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s,

August19,2010.
参见吴振国、刘新宇:《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制度之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

77-78页。

SeeGönençGürkaynak,etal.,“MultisidedMarketsandtheChallengeofIncorporatingMultisided
ConsiderationsIntoCompetitionLawAnalysis”,JournalofAntitrustEnforcement,Vol.5,2017,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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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界定中的双边性问题:思考与启示

关于双边市场的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对学界和实务界认识和理解不断出现的新商业模式

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来看,这一理论仍不成熟,实务适用也可能产生偏离、分化甚至矛盾。因

此,在相关市场界定中考察双边性时,要更多地回归反垄断基础理论和经验,回归案件的行业

背景和特点。

(一)理论适用的现状和反思

理论研究和执法实践相互促进,也存在偏离。一方面,双边市场理论研究的兴起得益于执

法机构对双边市场行业的关注和调查,理论发展又不断影响执法机构和法院的思路和选择,为

执法提供更好的参考,德国的《平台和网络的市场力量》报告就是一个例证。另一方面,实务和

理论研究之间仍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和偏离。理论研究转化为执法实践要求有更成熟完善的

研究成果,有实务操作的资源和基础,还要考虑到个案的具体情况和争议重点。因此,要更好

地考察双边性特征,理论研究者和实务界均需不断学习、反思并相互促进。

理论适用依赖于对双边市场相关理论的准确把握。实务的不同做法反映出对双边市场特

征和相关理论认识程度的差异。有的案例考虑了双边市场理论,但并未得出经济学家期待的

结论。有的案例没有明确考虑双边市场理论,但对案件结果没有造成影响。〔91〕理论适用不

是简单的过程,判断失误也难以避免。但理论的价值必须通过正确的适用才能体现,否则仍会

产生执法失误。与单边市场不同的是,在考察双边市场时需要确定界定一个或几个相关市场,

但这不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而是路径选择问题,执法机构和法院选择界定几个相关市场并不

重要,关键在于准确识别并充分考虑市场各边间的相互关联。因此,理论适用不是简单机械地

引用研究成果,而要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学习了解,更加准确地认识市场的双边性及其对竞争分

析的影响。

同时,对双边市场的理论研究不应脱离现有反垄断规则与分析框架。双边市场具有特殊

性,但任何行业、任何案件都具有特殊性,单纯强调双边市场的特殊性可能导致对反垄断基本

理论和目标的偏离。目前学界对双边市场中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建议只是对传统思路的调

整,而非颠覆。以对SSNIP方法为例,这种调整并非意味着该方法在双边市场中不再适用,恰

恰表明即使是在双边市场中,这仍然是相关市场界定的基本思路。因此,要充分利用现有反垄

断理论、规则和分析框架应对实际案件中的挑战。对双边市场的研究要在现有反垄断理论和

规则基础上,提出更加系统具体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执法和司法机构也需要利用反垄断调查

的一般性方法,包括行业调研、市场测试等,来考察双边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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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界定的基础是对行业背景的深入认识

对行业的了解是准确界定相关市场的前提,双边市场更是如此。不同行业的双边市场可能

具有不同特征,也对市场界定有不同影响。具体而言,对行业的了解有两个方面。一是双边市场

的共同特征是如何在具体案件中体现的。例如,具体案件涉及的经营者在双边市场中处于什么

地位,是双边市场中的平台还是平台的两边;市场各边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是如何体现的,程度如

何;市场的价格结构是如何确定的,定价结构是否存在显著不均衡,是否存在免费产品或服务,补

贴端和被补贴端分别是谁;市场发展是否已经成熟,经营者是否已解决“鸡蛋相生”问题;市场上

各边用户选择平台的偏好如何;是否具有明显的单归属或多归属情形等。二是要对案件所涉及

的具体行业及其发展背景、运营模式、核心竞争点等有深入全面的了解。双边市场有多种类型,

涉及多个行业,每个行业的商业模式和发展特点都各不相同。既有高风险的金融业,也有更接近

民生的交通业;既有营利性的,也有非营利性的;既有政策完善监管复杂的,也有新兴行业监管缺

位的。简单的双边市场和复杂的双边市场存在很大区别;软件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也存在显著

区别。有的行业成熟度较高,市场结构趋于稳定,行业研究比较充分,例如,学界和各司法辖区对

支付卡行业、媒体等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而有的行业比较新,市场发展变化很快,各方面政策和

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例如,近年来兴起的分享经济代表Uber、Airbnb等。

学者们对双边市场中相关市场界定的建议,无论是调整或增加定性分析因素,还是改进

SSNIP测试,都基于对行业的充分了解,对行业竞争特点的调查和把握。例如,对行业充分了

解才能判断市场两边的间接网络效应,才能判断其盈利模式等。对行业充分了解才能判断其

发展阶段,采取合适的干预方式,例如,多边平台必须达到临界规模才能发展起来。必须解决

“鸡蛋相生”的问题,让市场的两边都有足够的参与者才能创造价值。〔92〕对行业充分了解,知

道哪些数据容易获得,哪些数据无法获得,才能确定可以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有执法官员指

出,新经济行业是比较复杂的,只有了解行业的运营和发展的特征,才能找到企业竞争的核心

所在,在竞争评估时,才能切中要害,真正发现竞争问题。〔93〕从各司法辖区实践经验来看,对

行业的深入调查也是相关市场界定的基础。例如,欧委会进行相关市场界定时,都会对案件涉

及的交易方和产品或服务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在Travelport/Worldspan案中,欧委会用了

40余段对GDS服务及其面临的市场竞争状况进行详细介绍与分析。〔94〕在Google/Double-

Click案中,欧委会在界定相关市场前,在第8-43段用大量篇幅对市场状况进行了概述。〔95〕

在UnitedStatesv.Am.ExpressCo.案判决中,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也用大量篇幅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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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95〕

DavidS.Evans,etal.,supranote3,p.36.
参见董红霞:“谈经济分析在反垄断中的应用”,2016年中国竞争政策论坛发言,http://finance.si-

na.com.cn/focus/5th_zgjzzclt/,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6日。

SeeOECD,supranote55.
Seesupranote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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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卡行业发展历程、主要模式和竞争状况等。〔96〕

(三)界定单边市场的作用不可忽略

双边市场并非新生事物,尽管有一些新特点,但传统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仍然具有重要价

值,在数据和执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界定单边市场也能发挥一定作用。

一是分别在各边界定相关市场可以作为竞争分析的起点。由于市场双边性程度不同,在

一些情况下,单边的相关市场界定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在非交易型双边市场的情况下,当一

边对另一边没有外部性时,可以不考虑另一边,仅对该边界定相关市场。〔97〕Luchetta认为,

非交易型双边市场均不属于双边市场,可以从纵向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观察。〔98〕有学者认

为,在对非交易型双边市场进行分析时,可以采取如下步骤:先在平台两边分别界定两个市场;

确定具体案件的争议焦点所在的一边市场,在竞争分析时将该边市场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兼顾

另一边市场的竞争约束,综合起来为相关市场界定提供判定依据。〔99〕这些建议充分体现了

界定单边市场在一些案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通过界定单边相关市场分析筛选案件。经济学家批评在双边市场中界定单边市场或

适用单边市场分析方法的主要原因是:这忽略了双边市场中面临的竞争约束更多,会放大企业

的市场力量。例如,Filistrucchi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界定单边市场,包括针对单边的

SSNIP测试,会导致市场界定过窄。因此,只有依据该市场界定导致禁止合并或认定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等时,才会出现错误。〔100〕所以,在合并审查或涉嫌垄断的案件调查中,可以通过

对单边相关市场的分析来对案件进行初步筛查。尤其是合并审查时限要求较高,如果精确界

定相关市场需要大量数据或耗费大量精力或存在较大争议,通过对单边市场分析是进行案件

筛选的一种替代出路。在界定更窄市场的情况下,如果交易不会对市场竞争造成影响,那么在

更大的相关市场中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更低。因此,就可以不再对一些案件开展进一步调查,这

也有利于执法机构集中更多资源和精力处理其他重大案件。

(四)对双边性的研究和考察应着眼于中国语境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模式不断创新、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加速以及公共服务线上化步伐加

快。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电子商务持续快速增长,中国上市互联网企业超百家,市值接近九万

亿元。〔101〕中国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对双边市场、平台以及反垄断规制研究的现实需求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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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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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Statesv.Am.ExpressCo.,838F.3d179(2ndCir.2016).
LapoFilistrucchi,etal.,supranote37,pp.293-339.
SeeGiacomoLuchetta,supranote40.pp.83-118.
参见宁立志等,见前注〔52〕,第128页。

LapoFilistrucchi,etal.,supranote37,pp.293-339.
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41次),http://

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1/t20180131_7019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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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也提供了良好的背景和素材。BAT的扩张与竞争、“二选一”问题、平台的竞争策略与反

垄断等,既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也是社会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因法系、法治完备程度、市场体制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各国反垄断法实践中所遭遇的

问题亦会有所差异。因此,在论题选择上,应立足本国市场运行中反垄断问题的法治研

究。〔102〕与欧美不同,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并未对支付卡行业、大型互联网企业等具有

双边性的行业展开大规模反垄断调查。面对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中国整体上保持着更加开放

包容的态度。对于具有双边性的商业模式,产业主管部门坚持鼓励和包容原则。〔103〕法院也

对认定平台垄断地位非常慎重。在唐山人人诉百度案、奇虎360诉腾讯案中,法院均采纳了

开放的态度。舆论往往强调平台经济的特殊性,寻求给予互联网行业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可见在中国语境下,双边市场中的反垄断执法中并不像欧美那样,存在明显的“积极失误”现

状。因此,双边市场理论的研究基础和重点也与欧美存在显著差异。如前文所述,双边市场理

论尚不成熟,希望通过比较研究和学习参考域外理论与制度来解决中国问题非常困难。同时,

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律规范和条文的适用与解释仍在执法中占有核心地位。中国《反垄断法》

及其配套规定较为原则,在较长时间内会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在考察市场的双边性问题时,研

究和执法更需要把握一个要点,即要在既有制度框架和理论范畴内去考察新的商业模式带来

的问题与挑战,而非另起炉灶甚至创设“法外之地”。

Abstract:Theliteratureandantitrustpracticesshowthatthetheoryoftwo-sidedmarketisnotuni-

fiedanditsapplicationmaycausediversity,divergenceandevencontradiction.Whenconsideringthetwo-

sidednessinrelevantmarketdefinition,thecoreissueisnotwhethertoapplythetheoryoftwo-sided

marketorhowmanymarketstodefineorwhatkindofmethodtouse,buttocorrectlyidentifyandfully

considertherelationshipbetweendifferentsidesofthemarket.Toreachthatgoal,thereshallbecorrect

understandingandfurtherprogressofthetheoryoftwo-sidedmarket,relianceonthebasicantitrust

frameworkandpracticalexperiences,anddeepinvestigationandknowledgeoftheindustrybackground

andfeatures.

KeyWords:Two-sidedMarket;RelevantMarketDefinition;Platform;SSNIP

(责任编辑:邓 峰)

·135·

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中的双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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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指出,要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支持和引

导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探索分享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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