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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由于腾讯提交的承
诺方案无法有效减少集中对竞争产
生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了关于禁止虎牙和斗鱼合并案反垄
断审查决定的公告。以防止此类经
营者集中对中国境内游戏直播市场
和网络游戏运营服务市场具有或者
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对此，腾讯发布公告称，将认真遵守
审查决定，积极配合监管要求，依法
合规经营。

据了解，这是《反垄断法》实施
13年以来，国内反垄断执法机构公
开作出的首例互联网领域禁止经营

者集中案。东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朱洪向记者介绍说，根据《反垄断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经营者集中具
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
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
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如果
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
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
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
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
中不予禁止的决定。

市场监管总局提到，虎牙和斗
鱼在游戏直播、娱乐直播、电商直播
和短视频市场存在横向重叠，腾讯

在游戏直播的上游从事网络游戏运
营服务。

数据显示，在中国境内游戏直
播市场，从营业额看，虎牙和斗鱼市
场份额分别超过 40%、30%，合计超
过70%；从活跃用户数看，双方市场
份额分别超过 45%和 35%，合计超
过80%；从主播资源看，双方市场份
额均超过 30%，合计超过 60%。执
法机构认为，虎牙和斗鱼合并后，将
强化腾讯在中国境内游戏直播市场
上的支配地位，可能具有排除、限制
竞争效果。

朱洪表示，对于具有或者可能
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
集中，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提出的附
加限制性条件承诺方案能够有效减
少集中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的，
市场监管总局可以作出附加限制性
条件批准决定。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出附加限制性
条件承诺方案，或者所提出的承诺
方案不能有效减少集中对竞争产生
的不利影响的，市场监管总局应当
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

从该案来看，集中可能对消费者

带来不利影响。交易将彻底消除市
场上两家最大游戏直播平台之间的
竞争，进一步减少消费者选择权。集
中后实体有可能利用其市场力量，降
低产品质量，提高服务价格或者降低
用户体验感受，损害消费者权益。同
时，集中可能损害游戏直播从业者利
益。交易将完全消除虎牙和斗鱼之
间的竞争，进一步减少主播平台选择
权，降低主播和游戏主播工会议价能
力，损害从业者权利。

4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人 民 法 院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规 划
（2021-2025年）》，把反垄断的行动
提上日程，明确提出将加强反垄断
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理工作，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经济
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近段时间，我国相关部门在反
垄断领域动作频频。除了虎牙和斗
鱼合并受阻外，前几日，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对互联网领域 22 起违法实
施经营者集中案件立案调查。这
22 起案件主要涉及滴滴、阿里、腾
讯、苏宁易购等企业，包括滴滴子公
司北京车胜与时空电动车设立合营

企业案，阿里网络收购广州恒大足
球股权案，腾讯收购 58 同城案、小
红书、搜狗、猎豹、蘑菇街股权案等。

“对头部大企业采取经营者集
中限制手段，无疑会起到保护企业
竞争秩序的重要作用。”朱洪表示，
从长远来看，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也为创新营造了良好的竞争环境，
有利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
研究员刘旭表示，此番反垄断监管
部门的举措具有鲜明导向性，不仅
明确了保护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需
要优先保护市场有效竞争的原则立
场，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方向一致，
更旨在鼓励企业在商业模式、服务
地域、消费层次或是客户群体等方
面进行差异化竞争。

“我国在互联网领域不断加快
反垄断监管步伐，也提升了反垄断
执法机构技术以及法律理论水平。
相信随着一系列反垄断执法案件落
地，我国相关立法和执法将不断得
到细化和完善，全面促进互联网平
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
力。”朱洪说。

禁止虎牙斗鱼合并营造良好竞争环境
■ 本报记者 钱颜

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
称，对进口自马来西亚、中国和泰
国的聚乙烯零售包装袋作出第三
次反倾销快速日落复审终裁，对
进口自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地
区和越南的聚乙烯零售包装袋作
出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裁定若取消本案的反倾销税，将
导致马来西亚涉案产品的倾销以
101.74%的倾销幅度继续或再度
发生、中国涉案产品的倾销以
77.57%的倾销幅度继续或再度发
生 、泰 国 涉 案 产 品 的 倾 销 以
122.88%的倾销幅度继续或再度
发生、印度尼西亚涉案产品的倾
销以 85.17%的倾销幅度继续或
再度发生、中国台湾地区涉案产
品的倾销以 95.81%的倾销幅度
继续或再度发生、越南涉案产品
的倾销以 76.11%的倾销幅度继
续或再度发生。

美国对零售包装袋
作出反倾销终裁

近日，越南工贸部发布决议，
对原产于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
亚的山梨糖醇作出反倾销肯定性
初裁，初步决定对涉案产品征收
39.63%至 68.50%的临时反倾销
税，其中，中国生产商山东天力药
业有限公司及其贸易商山东联盟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税 率 为
45.15%，中国其他生产商/贸易商
为68.50%；印度尼西亚生产商PT
Sorini Argo Asia Corporindo 为
39.63% ，PT Sorini Towa Berlian
Corporindo 为 56.46%，印度尼西
亚其他生产商/贸易商为57.55%；
印度生产商/贸易商为52.75%。

越南对涉华山梨糖醇
作出反倾销初裁

日前，韩国贸易委员会发布公
告，对原产于中国的聚酯全拉伸丝
作出反倾销初裁，初步裁定涉案产
品存在倾销，其中，浙江恒逸石化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倾销幅
度为4.25%、新凤鸣集团湖州中石
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为
5.56%、浙江天圣化纤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企业为8.16%、江苏国望高
科纤维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为
9.92%、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企业为7.10%、其他供
应商为6.55%，涉案产品的倾销对
韩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但是建议不对中国涉案产品征收
临时反倾销税。

2021年 1月 27日，韩国贸易
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聚酯全
拉伸丝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
该案倾销调查期为 2019年 7月 1
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损害调查
期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6
月 30日。 （本报综合报道）

韩国对华聚酯全拉伸丝
作出反倾销初裁

本报讯 为维护专利、商标代理
行业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的市
场竞争环境，严厉打击专利、商标代
理行业违规聘用、审代勾连等行为，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就《专利、商
标代理行业违规聘用、审代勾连等
行为协同治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中所称的“协同治理”，
是指将违规行为黑名单在一定期限
内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并实
施协同约束措施。

《办法》显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专利、商标代理机构和代理人员将
被列入黑名单：违规聘用国家知识产

权局辞去公职、退休人员，并存在拖
延、拒绝纠正其违规行为等情形的专
利、商标代理机构；存在审代勾连行
为，以行贿等严重影响专利、商标审
查工作公平公正的方式，获取不当利
益的专利、商标代理机构和代理人
员；应当列入黑名单的其他情形。

根据《办法》，对于列入黑名单的
专利、商标代理机构和代理人员，国
家知识产权局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依法依规实施下列协同约束
措施。如：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限制其适用告知承诺等便利措施；限
制其参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的各
类项目、专家人才推荐、评优评先

等。对于同时存在行贿等严重情节
的，按照《商标法》第六十八条、《专利
代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依法给予吊销专利代理机构
执业许可证、专利代理师资格证或者
停止受理其办理商标代理业务等行
政处罚。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
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专利、商标代理机构和代理人
员因违反该《办法》规定被列入黑名
单的，列入时间一般为12个月。列
入时间超过 6 个月，并采取切实措
施纠正其违规行为、保证守法经营
的，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可将其移
出黑名单。 （张江）

国家知识产权局拟设专利、商标代理行业“黑名单”

本报讯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与西班牙马德里国际
仲裁中心通过线上方式举行了《合
作协议》签署仪式。贸仲副主任兼
秘书长王承杰先生与马德里国际
仲裁中心主席何塞·安东尼奥·卡
因佐斯分别代表双方在《合作协
议》上签字。马德里国际仲裁中心
秘书长及马德里律师协会国际关
系负责人一同出席了本次仪式。

根据《合作协议》的安排，双方
将在国际商事仲裁的各个领域，包
括共同宣传国际仲裁及其他争端
解决方式、互用开庭设施、互荐仲
裁员、共同举办国际仲裁研讨会、
学术沙龙、仲裁培训等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共同推动中西两国争议解
决制度的发展。

王承杰表示，贸仲与马德里国
际仲裁中心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贸仲作为中国最早成
立的仲裁机构，一直以来致力于为
各国当事人提供专业、高效、优质的
争议解决服务。在贸仲最新发布的

《仲裁员名册》中，已经有5名西班
牙仲裁员，能够为西班牙以及全球
当事人提供公平高效、覆盖广泛的
仲裁法律服务。他进一步强调了

“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化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并介绍了贸仲与国内外
40余家争议解决机构共同发布的

《“一带一路”仲裁机构北京联合宣
言》，希望双方能在未来加强合作，
成为长期合作伙伴。此外，他还向
西班牙方介绍了贸仲与联合国国际
贸易法委员会于近期共同举办的纪
念《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颁布40周年国际研讨会盛况。

何塞·安东尼奥·卡因佐斯表
示，马德里国际仲裁中心正在从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下逐渐恢
复，案件受理量也恢复了增长。
2020 年马德里国际仲裁中心成
立，将西班牙仲裁院、马德里仲裁
院以及马德里民事和商业仲裁法庭
三家机构的国际业务合并，已经成
为西班牙最大的国际仲裁中心。本
次与贸仲的签约，对两家机构及两
国当事人都是有益的。“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许多中国的企业来
到西班牙，双方之间增长的经贸合
作不可避免地带来法律纠纷，双方
的机构和仲裁服务可以帮助当事人
解决争端。《合作协议》可以使双方
的努力形成合力，促进国际经贸发
展，提高国际仲裁服务的标准。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进一
步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双方将以

《合作协议》为蓝本，开展更加深层
次的合作，共同推广国际仲裁。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贸仲与西班牙马德里国际仲裁中心
签署《合作协议》

近日，华为起诉美国通信
运营商Verizon 侵犯专利一案
在得克萨斯州马歇尔举行庭
审。华为称Verizon 在没有获
得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华为的光
传输网络专利技术。 （李思）

中国贸促会江苏调解中心受
理了一起中方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因疫情引发合同履行受阻的争
议。江苏调解中心各方提供精细
化程序服务，妥善处置了外方代表
感染新冠、英文口语障碍、因时差
问题延误到会等意外。为促成和
解，邀请前期协调的电商平台作为
见证方，在和解过程中就根据中国
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
规定，增加了和解转仲裁的条款。
在江苏调解中心有效组织下，运用
网络视频五方在线方式，历经 7 小
时调解，成功化解了争议，还化干
戈为玉帛促双方达成新的合作。
参加调解的各方在视频上为调解
中心的服务点赞。争议双方能隔
空握手言和、达成新意向，堪称疫
情下调解的经典。

案情和争议

2020年 12月 6日，石家庄某贸
易公司通过中国知名的跨境电商
平台与哈萨克斯坦某企业达成定
制服装订单，交货时间为哈萨克斯
坦某企业支付货款 50%后 40天，石
家庄某贸易公司提供空运提单后
支付剩余货款，发生争议提交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哈萨克斯坦某企业于 12 月 9
日向石家庄某贸易公司支付 50%

货款，石家庄某贸易公司位于石
家庄藁城区的厂家开始购买原
料、制作。今年 1 月 5 日，因新冠
疫情某贸易公司位于疫区的厂家
和公司所在区域被封闭，其于次
日通知哈萨克斯坦某企业：因政
府疫情防控致其禁足在家，供货
期限可能会推迟。

哈萨克斯坦某企业回复：该批
服装为客户庆典使用不能逾期。
公司回复：因禁足在家，隔离结束
后会到当地贸促会开具证明。

哈萨克斯坦某企业 1月 9日提
出，其已在欧洲紧急定制替代货
物，要求将预付货款退回。石家庄
某贸易公司 10 日回复已通过两次
核酸检测但愿能尽快解禁，所支付
的部分货款已购置原料、工厂已裁
剪，退款不可能，这是不可抗力造
成的。

1 月 27 日哈萨克斯坦某企业
要求取消合同、退还预付款并要求
赔偿损失。3 月初，石家庄某贸易
公司和厂家所在区域解封，通知哈
萨克斯坦某企业继续履行合同。
石家庄某贸易公司称已履行完毕
其与客户的合同，最大的让步是石
家庄某贸易公司退还货款，石家庄
某贸易公司不能接受。双方协商
未果，哈萨克斯坦某企业向电商平
台投诉。电商平台向双方提议请

国际贸易专业的调解机构中国贸
促会江苏调解中心调解，双方均表
示同意。

调解过程

调解中心受案时已关注到，
双方合同依据为哈萨克斯坦某企
业确认的石家庄某贸易公司《形
式发票》，其中商务条款清楚，没
有对不可抗力做出约定，仅规定
了发生争议应提交贸仲裁决。该
案不仅涉及对国际贸易惯例，还
涉及对相关法律公约的理解与适
用问题，为此中心向双方推荐了
数名熟悉国际贸易并具有贸仲仲
裁员身份的调解员，双方共同选
定了一名调解员。

6 月 29 日 调 解 会 议 如 期 举
行。过程中，调解员首先感谢双方
的信任，并提示：提供调解服务的调
解中心是中国最大贸易促进组织之
一，见证方也是最知名网上交易平
台，双方是在享受超值的调解服
务。希望双方都拿出“绅士”风度，
为企业、为自己做一个“广告”。双
方都对调解员提议表示认同。

在与双方个别交流中，调解员
认为，如双方各有打算和解会很难
推进，有必要结合案例，帮双方厘
清新冠疫情与“禁足令”的关系。
为此，调解员根据《联合国国际货

物销售公约》和国际贸易惯例对双
方进行了释明。

最终，经 7 个半小时的调解会
议，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达成了和
解协议。

哈萨克斯坦某企业业务负责
人丹尼斯表示：本协议令我看到中
国政府与相关方对中哈友谊的重
视，我是个走向社会不久的大学
生，缺乏外贸实务，为自己对石家
庄某贸易公司、平台网站之前的抱
怨深表歉意，并愿意与对方负责人
成为“好哥们”。

石家庄某贸易公司负责人表
示：我是个从事 30 年出口的老外
贸，本次争议解决让我看到了专业
国际商事机构和专家的风采。疫
情过后邀请丹尼斯一起到南京拜
访中国制造这个“红娘”，也要当面
去感谢为中外企业排忧解难的贸
促会的“娘家人”。

见证人代表表示：我们每天都
在处理很多的原因不同的外贸订
单争议，今天才切实感受到什么是
专业的国际商事机构调解，希望与
贸促会建立更为顺畅的对接机制。

评析

从调解员角度感悟到江苏调
解中心服务具有可总结、可推广的
做法：

江苏调解中心虽曾多次通过
视频调解，但争议双方、调解员、见
证方、翻译和调解机构六方连线调
解还是头一回。江苏调解中心在
预备会中发现哈萨克斯坦某企业
英语口语有障碍后，迅速联系俄语
翻译。在外方代表方新冠中招、因
时差迟到等诸多难点情况下临危
不乱，及时与调解员沟通，为各方
提供了有针对性、有温度的服务。

江苏调解中心为更顺畅地推
进调解程序，对调解员的专业、驾
驭能力、调解风格有比较深入的了
解，在出现僵局时，可以很快化解。

调解员在调解开始时适用国
际流行的鼓励、引导、激发双方的
方式，对双方存在的问题也采取

“看破不点破”的方法。但在双方

对疫情、禁足令是否为不可抗力争
执不下时，调解中心主动建议调解
员从专业角度予以释明，为双方打
开了心结。

据了解，江苏调解中心最近利
用视频成功调解多起纠纷，采取为
当事人考虑同声翻译、和解协议电
子签署、和解协议可选择模版等方
式优化调解流程。建立有效的对
接机制，在调解在线软件、模拟场
景样板方面着手升级计划，并在调
解与仲裁对接机制、国际商会敦促
履约与调解相结合上寻求相关机
构的支持与帮助。

（作者系中国贸促会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
调解员）

“禁足令”导致国际贸易合同履行受阻
贸促会江苏调解中心助中企化干戈为玉帛

■ 何贵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