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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反垄断的二元分析框架

杨 明*

摘 要 平台经济是依托数字技术开展商业活动的新经济模式,基于平台“降低搜索与匹

配成本”的核心作用,竞争与信息控制能力之间的关联性成为认知平台竞争的逻辑起点。在以

解决间接网络效应的效率比较为基本内涵的平台竞争中,数据集中能够对竞争结构产生影响、

进而导致市场集中的后果,因此,拥有更高信息匹配效率的平台企业更容易获得竞争优势。为

了解决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所面临的难题,从竞争结构的视角来准确把握创新、企业规模与市

场势力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循此路径不难发现,在反垄断分析中有必要引入“促进有效竞

争”准则,从而与福利标准一起形成二元分析框架。藉此,反垄断规制得以超越静态效率、更多

地关注动态效率,进而实现激励竞争与避免抑制创新的双重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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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平台经济所展现出的规模、效率和影响是以往任何工业时代都

不具备的。平台在新技术环境下所发挥的“孵化器”作用,有力地支撑着新业态、新模式的飞速

发展。毫无疑问,平台经济已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引擎。〔1〕但是,在看到平台

经济创新蓬勃发展的同时,应当认识到这也是一种新型的复杂经济形态,主要表现在平台越来

越多地依赖数据和算法来获取竞争优势。随着算法的技术含量与隐蔽性日益提升,供需两侧

的信息不对称不断加剧,因而反垄断规制变得愈来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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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相关表述参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9月22日印

发),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http://www.cnipa.gov.cn/art/2021/9/23/art_2742_170305.html,最后访问日

期:2021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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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规制的基本旨趣是要保障经济的可竞争性,而竞争之所以可能会被排除,是因为那

些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能够进行高于竞争水平的定价并发挥市场势力。〔2〕无论是在传

统工业时代,抑或平台经济时代,排斥竞争的行为内核从未发生过变化,即竞争者通过协同、排

他、合并等方式来获取、巩固以及扩大市场势力,以排除竞争为目的对这种优势的利用,最终导

致创新效率和产品或服务质量的降低。因此,竞争结构以及由其决定的市场势力构成了反垄

断法的核心问题,反垄断规制即是对市场势力实质性地、长期持续地发挥进行约束,以阻止反

竞争性行为。〔3〕平台经济时代反垄断规制之所以面临更大挑战,原因就在于市场势力与数

据、算法结合在一起实施,可以在实现控制市场之效果的同时表面上又未影响竞争结构,故对

平台企业采取一体化经营策略产生了极大的激励。

信息匹配效率的竞争造就了一批支配型平台(即俗称的头部平台)的崛起,它们凭借信息

控制能力可以阻碍市场进入,以达到排斥竞争的目的。于是,“大的问题”(theproblemofbig-

ness)应运而生:既要避免打击那些通过创新而成功的大公司、也要防范获得成功后的大公司

阻止创新的挑战者。〔4〕从微观层面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计算技术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竞争者之间有了越来越多新的排他方法,诸如排他性协议、自我优待、大数据“杀熟”、纵向一体

化等经营策略。因此,对平台竞争正当性的判断,面临着技术上和经验上的巨大挑战。就传统

的以价格为中心的反垄断分析框架而言,一方面相关市场界定陷入巨大困境,另一方面价格工

具在面对纵向控制、转换成本、用户多归属、错误成本均衡等竞争效应分析的诸多具体问题时,

亦难以完成反竞争效果之推定或排除的任务。若不能有效解决这些困境,将极大地影响反垄

断规制对有害之排他行为的威慑。

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难题,近年来国内外反垄断学界均展开了积极探索,从微观层面的

分析方法到宏观层面的反垄断政策、从竞争行为分析到监管理论演进,既有研究十分丰富。〔5〕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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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SeeNathanMillerandMatthew Weinberg,“UnderstandingthePriceEffectsoftheMillerCoors
JointVenture”,Econometrica,Vol.85,No.6,2017,pp.1786-1787.

SeeJonathanBaker,TheAntitrustParadigm:RestoringaCompetitiveEconomy,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9,p.13.
SeeNaomiR.Lamoreaux,“TheproblemofBigness:fromStandardOiltoGoogle”,Journalof

EconomicPerspectives,Vol.33,No.3,2019,p.113.
代表性的例如:LinaKhan,“Amazon’sAntitrustParadox”,TheYaleLawJournal,Vol.126,No.3,

2017,pp.710-805;HerbertHovenkamp,“AntitrustandPlatformMonopoly”,TheYaleLawJournal,Vol.130,No.
8,2021,pp.1952-2050;DavidEvans,“AttentionRivalryAmongOnlinePlatforms”,JournalofCompetitionLaw&
Economics,Vol.9,No.2,2013,pp.313-35;孙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

101-127页;张晨颖:“公共性视角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149-170页;杨东:
“论反垄断法的重构: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中国法学》2020年第3期,第206-222页;叶明:《互联网经济对反垄断

法的挑战及对策》,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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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立法层面,中国、美国和欧盟新近也频频推出新的规范、法案。〔6〕综观之,对于如何满

足平台竞争反垄断规制之需,理论研究和立法选择存在一定分歧:对反垄断政策持宽松态度

者,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分析方法的完善之上;而持严厉态度者,则倾向于“寻求事前促进竞争结

构并维护其中的自由”。〔7〕本质上,这些分歧反映了人们在“竞争结构与市场创新性之间的

关系”这一问题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同时也揭示出竞争结构始终是反垄断规制的基点。与传统

经济相比,平台经济没有改变、也不应当改变这一点。

然而,紧扣竞争结构的反垄断研究是非常不充分的。尽管新布兰代斯学派大声呼吁:“反

垄断法必须关注市场结构和竞争过程,而不仅仅是关注结果”,〔8〕既有研究大多致力于传统

分析框架的方法改进,或是力图在宏观层面寻求平台反垄断监管机制与理论体系的创新。〔9〕

立法方面更是表现出从规制竞争行为向规制产业本身转型的态度,引发诸多争议。不难看出,

缺少从竞争结构的维度来推动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发展,是导致当前困境的重要原因:宏观层面

上,传统的“监管—反垄断”二分体系在面对信息成本差异带来的高溢价竞争结构时,非常容易

出现体系性混乱;而在微观层面,法院或执法机构的具体分析又面临反垄断公共政策选择缺乏

新准则的困境。为了寻求突破,本文立足于竞争结构来展开平台企业的行为分析,探寻“市场

势力”与“竞争性”之间实现均衡的有效路径,进而以之为基础,探索“社会福利+促进有效竞

争”之平台经济反垄断二元分析框架的构建。

二、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基石:竞争结构

平台作为交易场所,是将间接网络效应予以内部化的组织体。〔10〕平台依据自身的效率

水平来制定行为规则,从而决定信息匹配的具体实施。很显然,平台的信息交换效率越高,其

搜索和匹配的能力就越强。平台并非是一个新生事物,尽管根据间接网络效应的强度以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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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我国于2021年2月7日发布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此外《互
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也正在制定之中;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新近接连

审议通过了《平台竞争与机会法案》等五部法案,目前正在继续推进,其中,《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于2022年

1月20日获得了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通过;欧洲议会则分别于2021年11月23日、2022年1月20日通

过了《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

MarshallSteinbaumandMauriceStucke,“TheEffectiveCompetitionStandard:ANewStandard
forAntitrust”,The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Vol.87,No.2,2020,p.620.

LinaKhan,“TheNewBrandeisMovement:America’sAntimonopolyDebate”,JournalofEuro-
peanCompetitionLaw & Practice,Vol.9,No.3,2018,p.132.

例如:孙晋,见前注〔5〕,第122-127页;杨东、臧俊恒:“数字平台的反垄断规制”,《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64页。

SeeDavidEvans,“TheAntitrustEconomicsofMulti-SidedPlatform Markets”,YaleJournalon
Regulation,Vol.20,2003,pp.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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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结构的不同可以将平台区分为不同类型,〔11〕但其本质从未发生变化———降低搜索和匹配

的成本,从而为供需各侧主体提供交易机会。所以,平台无需用技术来界定,只不过如何降低

与搜索和匹配相关的信息成本以及降低的程度均与技术密切相关。数字平台与购物中心、报

纸等传统平台的本质一样,其决策特质由信息匹配的效率决定,当然,前者在决策的量化程度

和科学性方面已大大提升。信息的收集、处理因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越来越隐蔽,且往往包

裹在以算法规则为支撑的商业模式之中,故从信息生态系统的维度来深刻解析平台经济的竞

争结构,才能更好地触及问题的实质,进而探求传统框架的深层次修正方案。

(一)根植于信息生态系统的竞争结构

传统产业经济是由规模经济来驱动的,而新的信息经济则由网络经济机制驱动,〔12〕二者

之间的一个核心区别在于,市场参与者将网络效应 〔13〕予以内在化的能力不同。依托于自身

的信息能力,平台企业内在化这种网络效应的能力大大提升,〔14〕因而其相较于传统企业更容

易通过网络效应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经营者一旦获得这种优势,即意味着其与竞争对手相比,

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匹配消费者。

市场竞争的展开,对比的是经营者的决策过程与结果。经营者的决策依赖于对一定量的

信息的“占有”,消费者的决策同样如此,正所谓“信息是经验品”。〔15〕线上经营与线下相比,

供给方搜寻和匹配需求方的具体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前者,平台内经营者通过数据的搜集与

分析来精准找到消费者;而后者,消费者是通过广告来寻找经营者。双边市场的信息优势使得

经营者可以更有效率地了解消费者需求,通过数据积累和分析来获取信息成为市场竞争参与

者越来越重要的能力,对于了解消费者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16〕数据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核

心生产要素,是平台经济创新的原动力,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产业经济中对边际回报与规模

效应的认知。因此,利用数据的信息匹配能将交易行为和经营活动更多地吸引到平台上来,从

而形成新的竞争结构。

数据数量和质量的逐渐提升,将促使信息匹配的成本不断降低,平台藉此即能提高分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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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例如《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10月29日公开,
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http://www.samr.gov.cn/hd/zjdc/202110/t20211027_336137.html,最后访问

日期:2021年11月1日)将平台分成六大类。

SeeCarlShapiroandHalR.Varian,InformationRules:AStrategicGuidetotheNetworkEcon-
omy,Brighton:HarvardBusinessPress,1999,p.173.

如果某产品对一名用户的效用是该产品或与其兼容的产品的其他用户数量的递增函数,那么该产

品就被认为具有网络效应。SeePaulBelleflammeandMartinPeitz,IndustrialOrganization:Marketsand
Strategie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549.

平台企业因拥有较为充分的信息,可以做到集中决策,故能将网络外部性较好地内化,其意义在于

平台企业此时能够对其网络产品或服务进行正确定价。

SeeShapiroandVarian,supranote12,p.5.
参见(美)戴维·蒂斯:“创新、治理和能力:对竞争政策的启示”,谢一鸣、管玉琳、王恬恬译,载吴敬

琏主编:《比较》2021年第4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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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行为与偏好的精准度,〔17〕大数据分析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平台通过数

据处理和分析来了解交易各方的决策习惯与偏好,进而掌握市场两侧的需求。概言之,信息匹

配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数据搜集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匹配效率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激励数

据的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只要数据的数量足够多、质量足够高,平台的需求分析及随之进行的

匹配就会越精准,从而得以在供需两侧吸引更多的用户。由此可见,信息匹配效率是能够改变

竞争结构并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学界近年来也非常关注这一点,有关平台竞争的研究重心

已从网络效应转移到信息匹配上来。〔18〕

理论界对于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平台上的数据使用问题,仍然存在不少争议,〔19〕这也反

映出学者们在“平台经济反垄断是否因数据要素的凸显而呈现出特殊性”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以数据争夺与控制为基本属性的平台竞争是否会造成社会福利、尤其是消费者剩余的减损,学

者们的看法不同。持否定观点者强调“数据集中能够改变竞争结构”需要得到实证证据的支

撑,但是,通过数据控制能够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改变竞争结构是各方的共识。充分的数据能

够帮助经营者分析平台两侧的行为和偏好,从中归纳出影响行为决策的诸项参数,进而可用于

训练平台自己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不仅能够提升决策的效率,而且也能在速度和规模上进一步

促进数据的积累。由此可见,那些拥有更强大数据能力的平台企业,更容易在竞争中获得、并

不断巩固市场优势地位。〔20〕

当然,平台并不会因数据的积累(即使是海量数据)而自动获得竞争优势,其只有具备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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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SeeAndreyFradkin,“Search,Matching,andtheRoleofDigitalMarketplaceDesigninEnabling
Trade:Evidencefrom Airbnb”,https://andreyfradkin.com/assets/SearchMatchingEfficiency.pdf,pp.35-
36,lastvisitedon13February2022.

最早基于网络效应来分析多边市场的文献为 MichaelKatzandCarlShapiro,“NetworkExternali-
ties,Competition,andCompatibility”,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75,No.3,1985,pp.424-
440.本世纪初是此类研究的高潮时期,代表性的例如:MarkArmstrong,“CompetitioninTwo-SidedMar-
kets”,TheRANDJournalofEconomics,Vol.37,No.3,2006,pp.668-691;Jean-CharlesRochetand
JeanTirole,“PlatformCompetitioninTwo-sidedMarkets”,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

Vol.1,No.4,2003,pp.990-1029.近年来,学界对平台的研究开始转向其作为信息匹配工具的特性,代表

性的例如:HalR.Varian,“BigData:NewTricksforEconometrics”,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
tives,Vol.28,No.2,2014,pp.3-27;RandallLewisandJustinRao,“TheUnfavorableEconomicsof
MeasuringtheReturnstoAdvertising”,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30,No.4,2015,pp.
1941-1974.

相关争议请参见(西班牙)伯廷·马腾斯:“线上平台经济政策面面观(下)”,刁琳琳译,载吴敬琏主

编:《比较》2017年第3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57-162页。
新近发生的“湖南蚁坊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北京分公司”诉“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运营商)”拒绝许可数据的行为违反《反垄断法》的案件,就充分展示了这一点。该案于2021年11
月初由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相关报道参见奇偶派:“新浪也遭反垄断诉讼,互联网巨头难实现‘数
据圈地’”,载东方财富网,https://caifuhao.eastmoney.com/news/20211109023303834310120,最后访问日期:

202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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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的组织和控制能力,才能将数据的规模价值转化为市场势力。这一点对于后进入者

如何与具有庞大数据基础的先发者展开竞争尤为重要,后进入者需立足于技术壁垒、商业模式

阻隔以及监管约束,迅速完成可替代性资源的积累,方能与先发者同行、甚至是超越他们。但

反过来讲,先发者一旦利用数据建立起竞争优势,的确具有足以对后来者、下游市场的竞争者

产生实质影响的市场势力,或是建立进入壁垒、或是形成纵向控制。尤应看到,许多提供多种

互联网产品或服务的平台,通过采取数据一体化策略(不同产品或服务的数据积累与利用相互

打通),形成了排斥性更强的信息生态系统,从而对相关市场的竞争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美

国“FTC诉Facebook案”就反映了数据一体化带来的竞争法问题,FTC认为Facebook收购

Instagram和 WhatsApp严重影响了社交网络市场的竞争。〔21〕

随着平台经济越来越内生于人类社会的日常活动,平台企业依赖信息匹配效率实现

创新发展、追求竞争优势已成为主流业态;与此同时,信息生态系统所引发的竞争法问题

越来越突出。在位平台为固化已有信息生态而实施的诸多经营策略,不少都会损害平台

间的充分竞争,例如“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等。〔22〕因此,创新与治理是相伴而生的,二

者之间必须均衡发展。

(二)从数据集中到市场集中的竞争结构

交易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匹配,其效率的高低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将技术融入经济行

为即旨在努力提高匹配的效率。平台的出现是匹配专门化的结果,相较于非平台企业,前者的

匹配效率有着质的不同。数字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的数据集中,使得它们在降低交易成本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最终得以实现市场集中。藉此,平台对其两侧形成控制力,很容易产生交

易双方决策偏差、甚至是操纵交易的负面效应。无论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能力理论,抑或范

围经济学,都从不同侧重点出发阐释了海量数据对市场、企业及竞争的影响。

“标准化”的市场策略是实现从数据集中到市场集中的关键因素。原因在于,网络效应、尤

其是间接网络效应 〔23〕会极大地影响网络用户(消费者)的转换成本,从而决定他们的行为选

择,这很好地解释了用户为何更加关心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兼容性。于是,在具有网络效应的市

场中,一旦平台企业的某个产品在吸引消费者方面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就会不断扩大,即有形

成“事实标准”(defactostandardization)的天然趋势。〔24〕本来,消费偏好和产品特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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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具体内容参见FTC于2021年8月19日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修改版,See
FederalTradeCommissionv.Facebook,Inc.,SubstituteAmendedComplaintforInjunctiveandOtherEq-
uitableRelief,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2021-09-08_redacted_substitute_a
mended_complaint_ecf_no._82.pdf,lastvisitedon31October2021.

信息茧房的涵义参见(美)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

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间接网络效应的涵义,SeeMichaelKatzandCarlShapiro,“SystemsCompetitionandNetwork

Effects”,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Vol.8,No.2,1994,p.99.
Ibid,pp.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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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这一标准化趋势形成非常积极的反作用力,以维持多个网络的并存,但标准化导致了多样

化效用的丧失。另一种具有类似效果的竞争策略是产品或服务本身的平台化,与标准化一样,

平台化也是通过影响转换成本来对消费者产生锁定效应。利用标准化和平台化,在位平台不

断强化自己的先发优势,而将这些策略与数据控制能力相结合时,先发优势将进一步提升,因

为技术壁垒使得后来者想要进入市场的固定成本及边际成本都非常高。此即市场集中的竞争

效应,在位平台得以获取溢价收益,从而表现出强烈的“赢者通吃”之特点。

数据规模对匹配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决策的量化程度和科学性首先取决于输入端的

数据集合。平台经济时代,数据是最具价值的资产和生产要素已成为共识,但对于数据集合是

否会导致市场缺少竞争力,则存在一定的分歧。〔25〕信息匹配效率与市场主体在数据要素的

影响下如何进行行为选择有关,单纯的数据集合并不必然导致市场的集中,只要能在产品质量

和多样性方面保有差异化驱动,此时的数据集合就不应当触发竞争问题。但是,当数据集合的

规模足够大时,平台企业就有可能通过设计复杂的算法来影响竞争者之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

间的互动,实现从数据集中到市场集中的转化。因此,立足于“数据集中—算法设计—市场控

制”的逻辑脉络,才能正确把握从数据集中到市场集中的竞争要义。

平台企业利用算法通常从两方面来影响竞争结构:〔26〕其一,通过算法设计来影响数据收

集,包括数据来源、搜集方式等,进而决定相关市场中的数据结构;其二,决策过程的算法化,即

设计与大数据分析相匹配的算法规则,支撑特定之商业策略的实施,输入端是数据集合、输出

端是经营者的商业模式,因而具体决策也就是算法运行的过程和结果。〔27〕简言之,前者是算

法控制的准备阶段,而后者即为算法控制的实施阶段,平台企业藉此追求市场结构效应。由此

可见,坚持反垄断法在大数据时代依然只扮演非常有限之角色的观点,显然是过于武断地相信

数据集中导致的市场集中不会改变竞争结构。〔28〕近些年来的司法判例,诸如“Facebook收购

Instagram及 Whatsapp案”“Microsoft收购LinkedIn案”“LiveUniverse诉 MySpace案”等,

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司法实践充分显示出,数据集中越来越令人们担忧因此所导致的市场

集中、进而引发反竞争效应的问题。

数据集中是否会影响竞争结构,主要取决于:数据对下游市场来说是否不可或缺、不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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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我国的主流观点自然是持肯定态度,这从《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国务院反垄断委员

会2021年2月7日发布)所传递出的政策导向即可看出。但在域外,反对观点并不鲜见,forexample,Anja
LambrechtandCatherineTucker,“CanBigDataProtectaFirmfromCompetition?”https://ssrn.com/ab
stract=2705530,posedon18December2015,lastvisitedon11November2021.

除了算法,经营者还常以合同的方式影响数据结构,实践中的“数据获取排他性协议”即为典型。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1年11月14日公布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其第

46条所列举的四类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商业策略,能够印证此处所言之“影响市场”。
有学者通过观察美国和欧盟近年来的案例,反驳了数据驱动竞争不需要反垄断法的观点。See

MauriceStuckeandAllenGrunes,BigDataandCompetitionPolic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2016,p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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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据之间实现互操作性的成本、不允许数据可迁移是否阻碍了售后市场的兴起、数据集中是

否产生规模经济的价值。〔29〕在此分析框架中,数据控制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与规模经济带

来的价值增量之间的比较,是做出最终判断的依据。数据作为“表示对象和事件属性的符

号”,〔30〕因其能反映或被用于分析人们的行为和偏好而成为平台企业的专用性竞争资源。表

面看起来,数据来源于系统的记录、因而无处不在,即使单个平台完成了数据集中并加以利用,

似乎也没必要触发规制。但是,仅看到平台系统对数据的记录源自用户设备的连接是不够的,

数据本质上来源于平台通过特定的应用程序所运行的数字生态系统,由于平台的生态系统往

往是封闭的,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所蕴含的排他性切实地改变了竞争结构,从而产生市场

集中的反垄断规制问题。而且,通过硬件与软件相结合的系统性手段,平台企业还能够实现跨

设备、跨服务的数据集中,让一体化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杠杆作用。〔31〕

由上可知,技术的发展使平台企业得以不断提高自身的数据能力,从而将数据资源转化为

竞争优势,并努力生成封闭的信息生态系统以固化这种优势。平台数据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形

成市场优势:一是将平台流量对应的数据与广告销售联系起来;〔32〕二是将用户及竞争对手生

成的数据作为自身行为决策的依据。由此可知,平台企业能够运用技术手段(算法)或法律手

段(合同)来阻止数据获取渠道的开放性,从而促使市场竞争以新的方式展开(即竞争结构)。

算法与合同的利用一方面是造成了市场集中,另一方面是引致平台企业彼此间界限的模糊,而

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所以,市场集中是否应当引起对数据效率、进而对有效竞争的担忧,在认

知上一直存有较大争议。平台经济时代,数据集中及由此可获得的信息控制能力已成为平台

的内生性需求,进而推动着市场竞争者追求近乎完美的匹配,〔33〕但是,数据集合和算法驱动

的技术性也体现出,平台经济的竞争结构与主体行为的相互影响十分复杂,基于信息控制的市

场集中使得判断平台经济领域是否还保持可竞争性变得愈来愈困难。

三、面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分析框架

平台企业在信息生态系统中展开竞争,数据挖掘及数据协调成为最为重要的决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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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此处提出的诸项考量因素,系参考欧洲法院在系列案件中的观点所得。参见马腾斯,见前注〔19〕,
第160页。

RussellAckoff,“FromDatatoWisdom”,JournalofAppliedSystemsAnalysis,Vol.16,1989,

p.3.
杠杆作用的涵义,SeeJohnSimpsonandAbrahamWickelgren,“BundledDiscounts,LeverageThe-

ory,andDownstreamCompetition”,AmericanLawandEconomicsReview,Vol.9,No.2,2007,pp.372-
375.

流量数据即是平台企业为互联网广告进行定价的基础,SeeDavidEvans,“TheEconomicsofthe
OnlineAdvertisingIndustry”,ReviewofNetworkEconomics,Vol.7,No.3,2008,p.362.

完美匹配是指平台对交易各侧用户的了解接近于完全信息基准,SeeFradkin,supranot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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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信息利用及与之相应的利益分配已不再是传统经济形态所能涵摄的量级,市场竞争中的

定价机制有从分散式竞价转变为集中式定价的趋势,〔34〕依赖于这种转变,平台在线上交易中

愈来愈占据主导地位,进而通过不断加强的信息控制能力来固化既有的竞争结构。因此,平台

经济的反垄断分析必然要努力回答,数据集中是否导致了市场竞争力的下降。

(一)平台经济反垄断中竞争结构的地位

平台带来的搜索和匹配效率,是改变交易模式、进而改变竞争结构的关键因素,而常常被

忽视的一点,平台自身也是这个竞争结构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从数据集中到市场

集中,数据优势平台能够将市场控制行为以算法的形式隐匿于商业模式之中,〔35〕这一方面会

导致社会公众难以辨识平台操纵:另一方面这种操纵往往导致福利分配出现偏差。由此可见,

平台经济竞争结构在带来决策效率显著提升的同时,使得排除竞争的隐蔽性和危害程度也大

大增加。凭借头部效应,平台企业滥用市场势力、限制或排除竞争的方法更加多样化且难以判

定,尤应注意的是,消费者福利在短期内也未必是降低的。

如何对待拥有较大市场规模的竞争主体,一直都是反垄断规制面临的争议问题,所以面对

数据集中导致的市场集中,世界各国的竞争政策依然表现出了对“大体量”经营者的担忧。近

年来司法实践中备受关注的谷歌公司即是典型的例子,各国反垄断执法部门都非常关心该公

司是否利用安卓系统去加强其在搜索市场的市场势力。〔36〕对产业集中条件反射般的“反

感”,给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模式的积极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力,从而让人产生“大”就是“坏”

的直观反应。在信息能力更加凸显的平台经济时代,规模效应(范围经济)的特质已彰显得十

分鲜明,因而对直接根据竞争结构进行推定的批驳———典型的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

会1992年《横向并购指南》明确表示:“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数据可能低估或夸大企业未来

在市场中的可能的竞争意义或者并购影响”〔37〕———是否仍能恰当地适用于平台竞争,值得深

入思考。具体而言,数据集中引发的市场准入门槛是否还能支持“创新可能引起市场集中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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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SeeLiranEinav,ChiaraFarronatoetal.,“SalesMechanismsinOnlineMarkets:WhatHappened
toInternetAuctions?”p.27,postedon4May2013,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 abstract_id
=2260659,lastvisitedon1November2021.

2021年1月29日,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发布了最新研究报告,详细探讨了如何利用算

法来排除竞争者及减少竞争。SeeCMA,“Algorithms:Howtheycanreducecompetitionandharmconsum-
ers”,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

954331/Algorithms_++.pdf,lastvisitedon11November2021.
SeeGiladEdelman,“GoogleisGettingCaughtintheGlobalAntitrustNet”,https://www.wired.

com/story/google-getting-caught-in-global-antitrust-net/,lastvisitedon11November2021.
U.S.DepartmentofJusticeandFederalTradeCommissi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1992),§1.52,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atr/1992-merger-guidelines,lastvisitedon11Nov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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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却并不必然会导致垄断力量”〔38〕的说法?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反垄断分析所关心的问题从未发生过变化,即创新与企业规模、市场

势力之间的关系。围绕分析框架而展开的争议,本质上就是针对竞争结构(市场势力)与创新

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歧,以下三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一为正相关关系,源于熊彼特假说(Schum-

peterhypothesis);〔39〕二为负相关关系,源于阿罗模型(Arrow model);〔40〕三为阿吉翁

(Aghion)等人提出的倒U型关系。〔41〕前述观点与工业经济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以及相应

的理论学派是相对应的,针对创新能否破除市场集中度与垄断力量之间的关联性这一问题,理

论分歧实际上反映出反垄断分析中对待竞争结构的不同态度。对此笔者认为,平台经济领域

的创新、市场集中度通常与垄断力量是正相关的,新企业的确存在进行创新的激励、从而与已

有企业展开竞争;但当竞争结构呈现为数据集中的本质特征时,新进入者实际上很难将创新成

果转化为成本优势,创新所需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回报周期很长。何况“高固定成本、低

边际成本”的产业特征决定了,无论是担忧失去市场优势、抑或是追求“赢者通吃”,在位者存在

更强的创新激励。

竞争结构之于反垄断分析的重要地位,可以从平台竞争的外部性、不可分性和不确定性这

几方面进行考量,分别对应着竞争对手的数量、研发投入的大小、承担风险的能力。在传统经

济时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在位者(即使拥有垄断力量)往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或难以撼动

的优势,况且,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通常也不愿意从事与现有产品构成竞争的创

新”。〔42〕所以,即使企业之间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存在差距,小企业或新进入者仍有创新的空

间和激励,也即是说,市场份额不能作为创新激励低、竞争性弱的风向标。到了平台经济时代,

市场主体在外部性、不可分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上面临的情势已与过去大相径庭,虽然创新能力

仍然取决于平台企业协调资源的能力,但此时的资源协调与数字生态系统密切相关。通过开

发新产品是否能催生出新的需求曲线,不应脱离该系统来简单评估,实际上,以小博大的非对

称竞争或是后来者与领先者的竞争,在当下软、硬件产业边界已发生融合的情况下早就变得十

分艰难。所以,平台经济的特质是与“头部效应”相对应的竞争结构。

平台经济围绕流量争夺而展开,流量是平台企业有能力凭借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来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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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WilliamBaumol,TheFree-MarketInnovationMachine:AnalyzingtheGrowthMiracleofCapi-
talism,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4,p.325.

SeeJoseph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NewYork:Routledge,1994,

pp.78-80.
SeeKennethArrow,“EconomicWelfareandtheAllocationofResourcesforInvention”,inNBER

(ed.),TheRateandDirectionofInventiveActivity:EconomyandSocialFactors,New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62,pp.609-626.

SeePhilippeAghion,NickBloometal.,“CompetitionandInnovation:AnInvertedURelation-
ship”,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20,No.2,2005,pp.701-728.

蒂斯,见前注〔16〕,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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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自己市场的根本元素,从而获得交叉网络效应,〔43〕满足尽可能多的消费需求,有时还能

激发出新的消费需求。所以,若平台企业在数据集中方面取得了市场优势,由此形成的竞争结

构会使其既有激励、也有成本优势去追求进一步的市场集中。市场集中度是测量竞争结构的

基本经济学概念,指的是“构成市场大部分销售量的厂商的最小数目”,〔44〕可见,超级平台(头

部平台)的成长,就是对从数据集中到市场集中的竞争结构样态予以外在呈现。

除了谷歌公司,近年来苹果公司、亚马逊公司等著名的头部平台都处境艰难。不难看出,

面对数据集中导致的市场集中,世界各国的竞争政策依然表现出了对“大体量”经营者的担

忧。〔45〕对大企业的恐惧主要是担心“产业集中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威胁”,〔46〕虽然芝加哥学派

一直批判对产业集中持高度警惕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目的设定论的适法范式,但在平台经济

时代,新布兰代斯学派批评芝加哥学派对竞争结构缺乏关注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重视竞争结

构在反垄断分析中的地位,有利于反垄断执(司)法者从长期效应的视角,分析市场集中对动态

效率和企业竞争能力的影响。
(二)应对平台经济挑战的各方努力

20世纪三十年代,反垄断分析框架有过一次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型,其思想动力

即是相应历史时期崛起的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在行为主义理论的支撑下,反垄断规制

逐渐形成了以价格为中心、以消费者福利为竞争效应分析对象的传统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

相关市场界定被视为反垄断规制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无法完成界定,反垄断规制就无法往下推

进。〔47〕到了平台经济时代,面对人类历史上一次新的重要结构转型,传统分析框架陷入了巨

大困境,因为相关市场界定成为了难以迈过的门槛。竞争结构是造成这一界定困境的根本原

因:其一,平台的双边市场属性使得相关市场的界定充满争议,应当考虑三种不同的消费者群

体(平台两侧及平台自身对应的消费者)从而将之界定为三个相关市场? 〔48〕抑或,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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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关于交叉网络效应的涵义,SeeArmstrong,supranote18,p.668.
Baumol,supranote38,p.314.
例如,以亚马逊和苹果进行了反竞争勾结为由,意大利竞争和市场管理局(AGCM)于2021年11

月24日对两家公司处以总计2.28亿美元的罚款。参见杨清清、史贝琪:“反垄断重拳下 苹果、亚马逊再遭巨

额 罚 款”,载 21 财 经 网 站,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11124/herald/11e1f7f95fd2f00ce71384
9c8747991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2月1日。

ArthurAustin,“AntitrustReactiontotheMergerWave:TheRevolutionvs.TheCounterrevolu-
tion”,NorthCarolinaLawReview,Vol.66,No.5,1988,p.931.

明确提出相关市场界定是适用反垄断法相关条款之前提的案例不胜枚举,forexample,FTCv.H.
J.HeinzCo.,246F.3d708,715(D.C.Cir.2001),UnitedStatesv.SunGardDataSys.,172F.Supp.2d
172,181(D.D.C.2001),FTCv.WholeFoodsMkt.,502F.Supp.2d1,7(D.D.C.2007),etc.

学界对“3Q大战”反垄断案件的批评即反映了这一思考,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许光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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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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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种消费需求融合在一个相关市场里? 其二,平台提供产品的模式 〔49〕使得相关市场界定

时,传统的替代性分析、假定垄断者测试、临界损失计算等定量分析法在个案中都难以展开,而

且,消费者需求的价格弹性也与非平台领域的情况大不一样。〔50〕

即使能够解决相关市场界定这一始点问题,在市场势力及竞争效应的分析方面,传统分析

框架面对平台竞争时也存在方法论供给的不足。自20世纪七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兴起,反垄断

的唯一合法目标就被确定为“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51〕于是,竞争效应分析逐渐呈现为技术

性较强的福利计算,这与芝加哥学派非常依赖数学推理是分不开的。产业经济学中的竞争模

型和计量方法大量进入反垄断规制的分析过程,使得利用价格工具分析人们决策行为的最优

化受益良多。但在平台经济时代,由于技术发展带来的竞争结构变化,网络效应及其强度应当

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属性和受关注的焦点,已往十分倚重的关于竞争效应的量化分析方法,不

再能够通过“福利标准”来有效区分反竞争行为与提高竞争效率的行为。

鉴于传统分析框架面对平台经济竞争结构时陷入的困境,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都积极展

开了对策研究:

其一,最受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平台经济时代有效地进行相关市场界

定,为此不少学者提出了改进假定垄断者测试法的建议。例如:埃文斯(Evans)和诺艾尔(No-

el)借鉴了欧盟路径的临界损失法,以“对称竞争平台”与“非对称竞争平台”的区分为基础,提

出了进行双边SSNIP(smallbutsignificantnon-transitoryincreaseinprice)测试的方法;〔52〕

菲利斯特鲁基(Filistrucchi)以媒体为研究对象,针对这种双边非交易平台的假定垄断者,提出

以最优价格进行逐边涨价的双边SSNIP测试法进行分析。〔53〕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提出了超

越价格框架的对平台竞争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分析工具,例如经合组织(OECD)建议采用的

SSNDQ(smallbutsignificantnon-transitorydecreaseinquality)测试法,以适应技术变化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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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53〕

对网络产业商业模式的解析,可参见杨明:“互联网广告屏蔽行为的效应分析及规制路径选择”,
《清华法学》2021年第4期,第183-186页。

需求的价格弹性被用来衡量需求的数量随产品价格的变动而变动的情况。SeeJosephStiglitzand
CarlWalsh,PrinciplesofMicroeconomics(3rded.),NewYork:W.W.Norton&Company,Inc.,2002,

pp.90-91.
RobertBork,TheAntitrustParadox:APolicyatWarwithItself,NewYork:BasicBooks,

1978,p.7.
SeeDavidEvansandMichaelNoel,“DefiningMarketsthatInvolveTwo-SidedPlatforms”,inDa-

vidEvans(ed.),PlatformEconomics:EssaysonMulti-SidedBusinesses,Cambridge:CompetitionPolicy
International,2011,pp.161-191.

SeeLapoFilistrucchi,“ASSNIPTestforTwo-SidedMarkets:TheCaseofMedia”,NETInstitute
WorkingPaperNo.08-34,https://ssrn.com/abstract=1287442,postedon29October2008,lastvisitedon
1December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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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市场。〔54〕该方法当下在我国得到了广泛提倡。另有学者提出基于利润来源(比如注意

力交易)的分析方法,以此摆脱分析平台各边产品之间的需求替代性之困境。〔55〕

其二,有少数学者提出应打破传统分析框架的拘束,对被诉行为的竞争效应直接展开综合

性的分析,例如凯普洛(Kaplow)就旗帜鲜明地主张,应当抛弃将相关市场界定作为反垄断规

制门槛的做法。〔56〕受其影响,我国反垄断实务界比较倾向于在互联网环境下可以绕过相关

市场界定,通过排除或者妨碍竞争的直接证据对被诉行为可能的市场影响进行评估。〔57〕

其三,鉴于不同类型的平台竞争在反垄断规制的问题上呈现不同的特点,一些学者开始针

对特定形态的竞争行为展开竞争损害分析。例如霍温坎普(Hovenkamp)提出,虽然平台竞争

问题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但大多数仍在反垄断法的可处理范围之内,不过也出现了一些威胁

竞争的新生行为,诸如平台对补充性或差异性技术的收购,霍温坎普认为现有分析工具不足以

应对这样的竞争损害变化,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58〕

其四,贝克尔(Baker)、斯坦鲍姆(Steinbaum)等人主张适用新的竞争准则———“有效竞争

标准”。这些学者对以价格为中心的传统分析框架展开了批判,主张应当以促进有效竞争作为

法院和执法机构适用反垄断法的新准则。这些学者对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和分析工具进行了深

刻的反思,认为竞争不可能是一种完全自然的状态,故不可能仅凭对消费者剩余的关注(福利

标准)来促进有效竞争、保护创新。〔59〕很明显,该观点明确反对过于宽松的反垄断政策,因而

比较迎合当前中美及欧盟所表现出的对大型平台的强烈担忧。

概括起来,大多数既有研究还是致力于寻求分析方法的突破。但是,追求经济效率的量化

并非反垄断法最根本的问题,反垄断法真正应当关心的是竞争政策目标,分析方法只是实现目

标的手段。如果竞争政策目标不清晰,或者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即使改进了量化方法,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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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58〕

〔59〕

OECD,“TheRoleandMeasurementofQualityinCompetitionAnalysis”,PolicyRoundtables,

2013,http://www.oecd.org/competition/Quality-in-competition-analysis-2013.pdf,lastvisitedon1Decem-
ber2021.

SeeOlgaBaturaandNicolaivanGorp,“ChallengesforCompetitionPolicyinaDigitalisedEcono-
my”,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0429309,pp.55-56,lastvisitedon1December2021;

DavidEvans,“AttentionRivalryAmongOnlinePlatforms”,JournalofCompetitionLaw & Economics,

Vol.9,No.2,2013,p.357.
SeeLouisKaplow,“MarketDefinition:ImpossibleandCounterproductive”,AntitrustLawJour-

nal,Vol.79,No.1,2013,pp.376-378;LouisKaplow,“Why(Ever)DefineMarkets?”HarvardLawRe-
view,Vol.124,No.2,2010,p.440.

参见朱理:“互联网环境下相关市场界定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方法与思路”,《人民司法》

2016年第11期,第80-85页;《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的征求意见稿也曾表达了类似观点,只不

过指南正式通过时删除了相关规定。但是,也有学者详细分析了直接衡量市场势力的各种方法之后认为,“反
垄断法还无法放弃市场界定和市场份额模式,直接证据只能在传统路径下起作用。”(美)DanielCrane:“越过

市场界定:市场力量的直接证明(下)”,张江莉译,《竞争政策研究》2016年第3期,第81页。

SeeHovenkamp,supranote5,pp.2041-2042,2050.
SeeBaker,supranote3,pp.205-208;SteinbaumandStucke,supranote7,pp.6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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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新经济形态的竞争政策不相匹配。芝加哥学派为垄断辩护道:“如果存在垄断企业的市场

通常比不存在支配型企业的市场具有更强的创新性,那么垄断市场也可以有效率地运

行”,〔60〕但是,该学派长期追求的经济效率的量化,并不能匹配创新的可靠量化。有鉴于此,

适时地转换思路应是更好的选择,针对平台经济的竞争政策目标,基于新经济时代竞争与创新

之间关系的特点,考虑引入反垄断分析的新准则。

四、平台经济反垄断二元分析框架的兴起

如前所述,从数据集中形成市场集中是平台竞争最本质的特征,数据作为基本生产要素,

其对竞争结构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直观。基于这一认知,在平台经济时代的竞争政策考量中,结

构主义的分析路径就有了重新占据重要地位的合理性。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平台经济时代的

结构主义与哈佛学派的观点已有根本区别,相较于后者实质为监管市场份额的结构主义,前者

不仅关注竞争结构,同时也强调对竞争过程的分析。鉴于平台经济反垄断应当更注重从长期

效应的角度,考量市场集中对动态效率和企业竞争能力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在价格分析的基础

上引入促进有效竞争的新准则。

(一)新结构主义的二元分析框架

考虑到“动态效率是社会福利的培养皿”,〔61〕因而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需要超越传统的

静态效率,更多地关注动态效率,很显然,后者检验的是市场(产业)结构的长期效应。如果说

传统行为主义的反垄断分析观察的是市场主体的具体行为,那么,强调动态效率的反垄断分析

则观察的是竞争结构的发展变化,不妨称之为新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结合上文对竞争结构

的地位分析可知,反垄断规制的目标———市场竞争保有动态效率,旨在实现市场结构不会损害

有效竞争的状态,所以,新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应当是一种二元结构:如果价格工具是可用的,

且相应之经济分析的结论是社会福利减损,则反垄断分析可直接得出应予规制的结论;如果社

会福利并未明显下降,或者没有可用之价格工具,那么就要针对竞争结构展开“是否能够促进

有效竞争”的检验方能得出结论。

由上可知,新结构主义分析框架的提出,是为了满足竞争政策转型的需要,诚如威廉姆森

(Williamson)所言:“在深受复杂性困扰的经济组织领域,多元主义很值得推荐。”〔62〕虽然这句

话针对的是其它问题,但也能很好地契合平台经济。平台经济时代,反垄断规制面对的是极其

复杂的平台竞争以及在其推动下形成的信息生态系统,因此,对系统控制者的市场决策展开是

否会损害有效竞争的效应分析,对于维护竞争性市场结构来说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仍应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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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Baker,supranote3,p.84.
蒂斯,见前注〔16〕,第37-38页及第38页下注释①。

OliverWilliamson,“TheTheoryoftheFirmasGovernanceStructure:FromChoicetoContract”,

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Vol.16,No.3,2002,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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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判断是,尽管存在“赢者通吃”的风险,反垄断法也决不能采取“只要大就是不好”的公共

政策取向。概言之,无论是单一价值取向的福利分析,抑或仅仅施以市场份额监管,都不是在

激励竞争与避免抑制创新之间取得均衡的有效路径,新结构主义的二元分析框架才是平台经

济时代反垄断规制的可取之道。

应当明确的是,二元分析框架并非是对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与芝加哥学派的行为主义进

行简单地折衷。之所以倡导新结构主义,根本原因还是反垄断规制应与平台经济的效率内涵

相契合,而芝加哥学派长期以来将经济效率等同于消费者福利的观念,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平台

经济时代。〔63〕基于前文所揭示之平台经济竞争结构的特性,以及平台兼具体现创新和发展

创新的双重属性,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已显著区别于传统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产生了多边市

场、网络效应(尤其是间接网络效应)、锁定效应、双重边际化、中心辐射等诸多问题,不断对人

们认知经济效率提出新挑战。

在新结构主义的二元分析结构中,以价格为中心的福利分析于平台经济时代仍有重要意

义。运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从“产品差异化”“广告销售”“消费者惯性”等维度,衡量市场势

力的源泉、市场集中度与生产者剩余及消费者剩余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廓清市场上的组织结

构、理解平台生态系统的重要路径。主张对相关市场界定和市场势力衡量采取开拓性的一体

化分析法,〔64〕其实还是遵循价格分析框架的操作。此外,针对免费提供互联网产品或服务的

广告支持型平台,上文提及的SSNDQ测试本质上亦是一种价格模型的应用。诚如波斯纳在

论述新经济时代的反垄断问题时所主张的,传统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新经济,反垄断法适用的

困境只是源于知识产品或服务的技术复杂性。〔65〕虽然波斯纳讨论的新经济所指向的三大产

业 〔66〕与如今的平台经济已有显著差别,但必须认识到,价格工具并不会因技术的复杂程度而

轻易地失灵。

平台竞争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技术和资本的结合,使得人们难以对平台这个复杂组织及其

大数据决策过程产生清晰和稳定的认知。新布兰代斯学派可能同样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动态竞

争,〔67〕因而轻率地完全抛弃以价格为中心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并非科学、审慎的态度。福利分

析虽然在长期效应观察方面存在短板(即容易产生假阴性),但也不像新布兰代斯学派那样容

易犯假阳性的错误。一如上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理论界应对平台经济的挑战,更多的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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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芝加哥学派对经济效率的认知受到过诸多批判,Seeforexample,MarkGlick,“TheUnsound
TheoryBehindtheConsumer(andTotal)WelfareGoalinAntitrust”,AntitrustBulletin,Vol.63,No.4,

2018,pp.485-492.
Evans,supranote55;Kaplow,supranote56.
SeeRichardPosner,“AntitrustintheNewEconomy”,AntitrustLawJournal,Vol.68,No.3,

2001,p.936.
即计算机软件开发商、互联网企业以及支持前两者的通信服务与设备生产商,ibid.,p.925.
例如霍温坎普就认为当前的一些头部平台并不符合赢者通吃现象,SeeHovenkamp,supranote5,

pp.199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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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价格为中心的福利分析方面不断探索,鉴于现有成果的丰富程度,本文无意再对社会福利的

量化分析展开探讨,以下着重分析促进有效竞争的反垄断政策考量。

(二)促进有效竞争准则的引入

应当指出的是,反垄断规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关注的重心———支配型企业和创新之间的

关系,只不过以“价格”和“福利”来衡量市场势力的利用是否损害了创新,常常给人以担心反垄

断执法会损害创新的感受。传统分析框架引发的争议,就像前文所述之阿罗和熊彼特的创新

理论之争在反垄断法领域的映射。所以,重新审视历史上这场有关创新与竞争程度之间关系

的论战(包括之后阿吉翁的加入)不难发现,当创新成为平台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话题时,由于

反垄断规制的着力点须从静态效率转向动态效率,在分析框架中引入促进有效竞争之准则是

实现这一转型的必由之路。

由于传统的福利分析搁置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如何分配社会总剩余的问题,因而可能

出现社会总体福利增加但竞争已显著减少的偏差———此时生产者剩余的增量明显大于消费者

剩余的降幅,故总福利依然是增长的。这种假阴性如果持续存在,市场将变得高度集中、最终

导致创新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被切断。所以,该问题的存在是当下平台经济领域竞争政策被批

评过于宽松的重要原因。以纵向限制为例,此种模式能够带来规模效应以及存在总福利变化

的不确定性被提高的可能,因而纵向一体化策略有时已经产生了排除竞争或导致竞争不充分

的结果,却有可能无法通过福利分析检测出来。将促进有效竞争准则引入平台竞争的反垄断

分析框架,正是为了克服福利标准可能产生的此类偏差。所以,单边市场的局部均衡并不能简

单套用于双边市场。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分析框架中,有效竞争衡量是对价格分析结果的矫正,个案中如果价格

分析的结果是没有福利损失、但有直接或间接证据表明有效竞争受到损害,那么依然可以得出

应予规制的结论。诚如贝克尔所言:“如果竞争会在价格以外的维度上受到损害,例如质量或

创新,那么价格(或经质量调整后的价格)是否超过竞争水平也无关紧要。”〔68〕关于促进有效

竞争的证明标准,斯坦鲍姆和斯图克(Stucke)已经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69〕而且,国内外针

对头部平台的最新竞争政策与反垄断实践也采纳了他们的许多建议。〔70〕

虽然促进有效竞争标准应当纳入分析框架,但是,如若提倡“从合理原则转向更明确的法

律推定”“寻求事前促进竞争结构并维护其中的自由”,〔71〕笔者认为则未免过于偏激。有效竞

争衡量是为了解决反垄断规制旨在促进福利增长却并未兑现的问题,如果以立法形式实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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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70〕

〔71〕

Baker,supranote3,p.180.
SeeSteinbaumandStucke,supranote7,pp.605-617.
例如上文提及的美国FTC诉Facebook案、我国的《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以及欧洲议会新近

通过的《数字市场法》;另外,欧盟对 Google和Facebook的处罚,前述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刚审议通过的

《平台竞争与机会法案》《终止平台垄断法案》等五部法案,也都体现了新的反垄断思路。

SteinbaumandStucke,supranote7,p.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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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监管,则与哈佛学派直接规制市场份额的观点没有实质区别。对于如此纷繁复杂且发展迅

速的平台经济,以立法形式来固化法律推定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有效的方式。就当前平台经济

领域中的焦点行为来说,诸如平台封禁或限制交易、自我优待、扼杀式并购等,在不同的市场力

量对比下,平台是否采取特定策略以及采取策略的竞争效应均不同,〔72〕即使要采用事前监管

的立法模式,也不应当是修改反垄断法,不妨借鉴平台分类分级的思路,将满足特定标准(门

槛)的平台实施特定商业策略的行为纳入监管制度,具体的做法是可以利用税收机制或构建其

它的收益再分配机制,以补偿受损的竞争对手平台。

归纳起来,促进有效竞争准则的引入不等于要彻底解构“监管—反垄断”之两分结构,不能

为了追求平台经济反垄断执法的便利就过多地使用推定,否则,本身违法原则扩张到一定程度

就与监管部门直接干预市场无甚区别。坚持监管与反垄断之两分,是引入促进有效竞争标准

无可动摇的前提。至于该标准的具体运用,鉴于其对动态效率分析的强调,产业经济学中的动

态博弈模型是不错的方法论选择,区分序贯行动、单阶段同步博弈等情形,分析平台特定的商

业策略使得竞争对手之间是否有达成纳什均衡的可能;〔73〕如果不能形成互为最优反应的策

略组合,即可考虑被诉之商业策略是不利于有效竞争的。

(三)促进有效竞争中的创新内涵

一如上文所述,芝加哥学派为垄断的辩护在平台经济时代遭到了猛烈批评,因为该学派所

主张的垄断与创新的关系,难以得到其长期追求的量化方法的支撑。也即是说,垄断若想要被

容忍,前提条件是创新得以维系甚至是促进,但是,芝加哥学派长期付诸努力的量化研究是针

对经济效率而非创新的,所以,垄断不会给创新带来负面影响因缺乏方法论的支撑而无法在芝

加哥学派的框架下证成。当下,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异常活跃,几乎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在对与

数据和算法有关的技术进行投资,平台经济的增长对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极富挑战性:该领

域看起来充满活力、创新不断涌现,而竞争总体在减少;平台企业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都在

努力做大规模,从而改变竞争结构。很显然,如何实现充分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共存,应当成为

平台经济时代竞争政策的价值取向。

谈及以激励创新来维护有效竞争的反垄断准则,二十年前的“微软垄断案”其实就传达出

非常好的启示,可惜该案并未得到理论界的充分的解读。该案判决提出,有必要从创新的角度

来考量竞争的价值取向,这显然是在宣示保护新兴互联网的理念,主张反垄断法应当适当关注

创新竞争和未来的产品市场竞争。〔74〕只不过在不久之后的“Trinko案”中,斯卡利亚(Sc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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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已有学者针对优势平台有动机实施“二选一”、劣势平台有动机起诉“二选一”的条件展开了研究,
例如谢丹夏等:“双边市场排他性协议研究———基于非对称平台的反垄断经济学分析”,2021年度中国法经济

学论坛获奖论文。
参见(美)林恩·佩波尔、丹·理查兹、乔治·诺曼:《产业组织:现代理论与实践》(第4版),郑江淮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246页。

SeeU.S.v.MicrosoftCorp.,253F.3d34(D.C.Cir.2001),at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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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却又表达了对规制垄断的相反意见。〔75〕我国的“阿里巴巴二选一垄断行政处罚案”之

所以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原因就在于执法机构同时处理了福利损失与创新能力的问题:该案处

罚书坚持传统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在界定相关市场的基础上认定被处罚行为对平台内经营者

和消费者的损害;与此同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认定阿里巴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问题时,

也将“限制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作为处罚的重要理由。〔76〕同样备受关注的美国FTC对Face-

book发起反垄断诉讼,也蕴含了传统分析框架与创新能力分析的交织:2021年8月19日,

FTC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提交了修订版起诉状,其中针对2021年6月28日起诉被

驳回的主要原因(市场份额划分不清)进行了数据补充,同时保留了指控Facebook损害竞争的

诉求和理由。〔77〕

平台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各种反垄断观点的交锋,大家都批评对方没有弄清楚平台竞争到

底是什么以及发生了什么。毋庸置疑,平台经济领域的竞争政策处理的是复杂环境:一方面,

当技术创新创造出全新的需求时,社会福利本应获得增量,但由于存在技术的溢出效应,技术

开发者无法获取全部的创新收益,因而此时的竞争政策须以克服溢出效应为导向,维护负担了

创新成本的在位者的市场势力;另一方面,平台竞争下的创新其实也包括不同情形,有些属于

技术进步、而有些不过是新算法或算法的新组合(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后者有可能对真正的

技术创新形成抑制,为了预防这种抑制的发生,就需要采取有利于新进入者的竞争政策。结合

上文提及的诸多实践来看,平台经济发展对反垄断规制的挑战集中表现为权衡哪些效率是重

要的,以及权衡的方法与标准是什么,因此,消费者福利的效率损失不应再是反垄断关注的终

点,有利于实现创新与竞争之间均衡的竞争结构,应当成为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选择。

总之,有关促进有效竞争之准则的讨论才刚刚开始,诸多有关市场和策略的理论、模型尚

待进一步挖掘与检验,从而不断丰富反垄断规制的方法论。

五、结 论

平台经济是具有全新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创新经济,其高速运转且充满不确定性。〔78〕市

场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尚缺乏对大数据的深刻理解,使得人们在平台经济时代需要何种竞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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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6〕

〔77〕

〔78〕

斯卡利亚大法官在该案判决书的附带意见中写到:“垄断是暂时性的、也因此是自我纠正的,而且

因为垄断可以促进市场发展,因此垄断并不存在问题。”VerizonCommunicationsInc.v.LawOfficesofCurtis
V.Trinko,LLP,540U.S.398(2004),at407.

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国市监处[2021]28号。

SeeFTCv.Facebook,Inc.(AmendedComplaint2021),case1:20-cv-03590-JEB,Document75-
1,Filedon19August2021,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ecf_75-1_ftc_v_facebook_

public_redacted_fac.pdf,lastvisitedon5December2021.
SeeDavidTeeceandSohviLeih,“Uncertainty,Innovation,andDynamicCapabilities:AnIntro-

duction”,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Vol.58,No.4,2016,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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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问题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积累、处理、利用数据是平台企业开展竞争的关键之所在,

以大数据和算法设计为基础的学习能力决定了平台的竞争能力,进而对创新产生影响。因此,

立足于平台经济的竞争结构,才能获得对平台竞争的深刻认知,从而确立处理数据集中与竞争

优势之间关系的恰当之反垄断政策。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平台经济的竞争结构进行了解读,

强调从信息生态系统的维度深刻解析平台竞争,才能为平台经济反垄断分析框架的改进奠定

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行为主义的视角深入探究信息能力如何转化为市场势力,解析

如何通过从数据集中实现市场集中、进而获得市场控制力。由此本文提出,结构主义的分析路

径理应在平台经济时代的竞争政策考量中重新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方法论方面,有必要构建

“价格分析+有效竞争衡量”的二元分析框架,将反垄断规制的目标定位为实现竞争与创新之

间的均衡。平台经济时代充分显示了理解复杂经济过程的难度和重要性,二元分析框架的提

出是为了满足反垄断规制不能过度宽松、需要更加精细的要求,从而使得竞争政策能够完美地

契合这个时代,促进竞争性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Abstract:Platformeconomyisaneweconomicmodelthatreliesondigitaltechnologytocarryout

business.Basedontheplatform’sessentialroleof“reducingsearchandmatchingcosts”,thecorrelation

betweencompetitionandinformationcontrolcapabilitybecomesthelogicalstartingpointofcognizing

platformcompetition.Intheplatformcompetitionwiththeefficiencycomparisonofsolvingindirectnet-

workeffectasthebasicconnotation,dataconcentrationcaninfluencethestructureofcompetition,and

then,leadtomarketconcentration.Sotheplatformwithhigherinformationmatchingefficiencyismore

likelytogaincompetitiveadvantage.Inordertosolvetheproblemsofanti-monopolyregulationofplat-

formeconomy,itisveryimportanttoaccuratelyunderstandtherelationshipamonginnovation,enter-

prisescaleandmarketpowerfromtheperspectiveofcompetitionstructure.Followingthispath,itisnot

hardtofindthatitisnecessarytointroducethecriterionof“promotingeffectivecompetition”intoanti-

monopolyanalysissoastoformabinaryanalysisframeworktogetherwithwelfarestandard.Therefore,

anti-monopolyregulationcangobeyondstaticefficiencywithmoreconcernsaboutdynamicefficiency,so

astoachievethedualpurposesofencouragingcompetitionandavoidinginhibitinginnovation.

KeyWords:PlatformEconomy;Anti-MonopolyRegulation;CompetitiveStructure;PromotingEffec-

tive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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