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争条例》（香港法例第 619 章）（条例）于 2015 年 12 月全面生效，禁止三类行为，包括第一行为守则所涵盖的反

竞争行为、第二行为守则所涵盖的滥用市场权势，以及合并守则所涵盖的电讯业合并行为（统称为竞争守则）。在过去

的五年中，竞争委员会采用了各种工具促进竞争、为企业提供清晰的指引，及对违反竞争守则的行为采取行动。关于第

一行为守则已经有四项具有先例价值的裁决，并将有进一步的执法行动，包括正在进行的一项有关第二行为守则的执法

行动。进一步的调查和执法行动也即将开始 - 截至 2021 年 1 月底，竞争委员会已经收到超过 4700 宗涉及各种行业的投

诉及查询，其中约百分之三十的投诉及查询是关于第一行为守则所涵盖的涉嫌合谋行为，
1
 而超过百分之十七是关于第

二行为守则。
2
  

我们将在本文概述竞争委员会最近的执法活动、强调有关竞争委员会执法方式的主要发展，以及对企业未来的实用提示。 

竞争执法的“第一次” 

 

2020 年对香港的竞争制度而言是重要的一年。竞争委员会的执法活动中出现了很多 “第一次”: 

► 竞争事务审裁处（审裁处）首次就罚款作出了裁决。 

► 审裁处首次对有合理理由怀疑其公司参与反竞争行为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阻止此等行为的董事发出了取消资格令。 

► 审裁处首次批准了由竞争委员会及某些被告基于同意而作出的命令的申请。 

► 竞争委员会接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成功的宽待申请。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第一次”都与有关第一行为守则的执法行动有关，并为处理反竞争调查和执法行动提供了重

要的先例及为掌握竞争守则提供了指引。 

以下我们列出四项裁决的摘要，并强调每项决定的重要性和关键点。 

 

竞争事务委员会 对 永兴联合建筑有限公司及其他 [2020] HKCT 1 

十名承建商在向一个公共屋邨的个别住户提供装修服务时，因参与瓜分市场及合谋定价而违反第一行为守则。承建商同

意在屋邨内互相分配楼层，并只按约定的分配方式接触及接受住户的工作。他们还同意共同制作传单，以预先商定其标

准化装修套餐的价格。  

审裁处确认其对执法的主要制裁是罚款，并有权作出条例附表 3(1)段所列明的一系列其他命令及根据条例第五分部作出

取消资格令。在本案中，审裁处共处以 397万港元的罚款。审裁处在评估承建商的罚款时采用了四步法，包括(a)确定基

础金额；(b)因应加重惩罚、求情和其他因素进行调整；(c)应用条例规定有关违法业务实体的营业额的百分之十的法定

上限；以及(d)采用反映与竞争委员会合作的减免并考虑无力支付的申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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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费用而言，审裁处认为竞争法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因此应应用訟費須視乎訴訟結果而定的民事诉讼方法，但在

寻求罚款时必须排除合理怀疑以证明违法行为。  

审裁处对本案的裁决方式为评估及确定竞争委员会今后提起的案件的罚款及费用提供了有用的指引。 

 

竞争事务委员会 对 金光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他 [2020] HKCT 3 

三家公司参与制定及实施有关在一个屋邨提供装修服务的市场瓜分协议，违反第一行为守则。他们达成分配潜在顾客的

安排、交换资料并协调所提供的标准装修套餐的内容及价格。
4
 这些公司聘用的其中两人被指控参与这三家公司的违法

行为。  

竞争委员会和五个被告中的三个达成了协议，并根据《竞争事务审裁处规则》第 39条向审裁处提出了联合申请终止对这

些被告的诉讼。审裁处认为在裁定同意申请时应采用 Carecraft 程序，即审裁处只限于议定事实声明中所列的事实，并

根据议定事实认定存在违反竞争守则的行为并决定下令给予适当制裁。  

截至本文发布之日，确定其他被告的责任及适当制裁的裁决仍未作出。 

本案表明，竞争委员会准备迅速解决针对愿意承认责任的答辩人的调查及执法行动，并鼓励公司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积极

与竞争委员会沟通及考虑在早期阶段承认责任以换取宽待。  

 

竞争事务委员会 对 冯氏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他 [2020] HKCT 9 

本案同样涉及与一个屋苑的装修工程有关的反竞争合谋定价及顾客分配行为。審裁處使用金光工程有限公司一案中獲准

在競爭法訴訟中使用的 Carecraft 程序，并应用永兴联合建筑有限公司一案中所採用的四步法對每個涉案的承建商和個

人判處超過 20 萬港元的罰款。  

其中一个承包商的董事有合理怀疑其公司正参与反竞争行为，但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该等行为。由于他提前承认责任，所

以审裁处将其取消资格令的时间缩短两个月至 22个月。虽然该董事不知道或没有参与违法行为，但竞争委员会在被指控

的行为发生时已经开始对该公司进行调查，
5
 法庭认为他不适合管理该公司。  

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注意这个案例，因为它说明了保持警惕和采取积极措施以确保其公司不参与反竞争行为的

重要性。  

 

竞争事务委员会 对 Quantr Limited 及张民杰 [2020] HKCT 10 

竞争委员会首次向 Quantr Limited 及 Nintex Proprietary Limited 发出违章通知书，因为他们在一次招标活动中交换

未来定价策略并利用有关资料行事，违反第一行为守则。竞争委员会对 Quantr Limited 及其参与违反行为的董事提起诉

讼，并在达成协议后采用 Carecraft 程序终结诉讼。他们被下令支付罚款及诉讼费用。按照永兴联合建筑有限公司一案

的做法，审裁处认为向 Quantr Limited 提出的 37,702.26 港元的罚款是合适的。由于本案情况特殊，该董事是 Quantr 

Limited 的唯一董事和股东，所以审裁处同意暂停对其进行罚款的程序。
6
   

有关的合谋行为由其中一个投标人要求竞争委员会关注。该投标人首次成功申请了宽待，
7
而 Nintex 则在承诺遵守竞争

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后没有被起诉。  

本案表明竞争委员会致力于豁免自愿报告合谋行为，及在竞争委员会向参与合谋行为的其他方提出诉讼时曾与其合作的

企业，以及配合其调查的企业给予宽待。 

 

 
4 竞争事务委员会 对 金光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他 [2020] HKCT 3 
5 竞争事务委员会 对 冯氏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他 [2020] HKCT 9 
6 竞争事务委员会 对 Quantr Limited 及张民杰 [2020] HKCT 10 
7 
https://www.compcomm.hk/en/media/press/files/20200122_ENG_QA_Competition_Commission_takes_IT_cartel_conduct_case_to_Competitio
n_Tribunal.pdf 



 

 

 

 

 

第二行为守则的执法已经开始 

2020 年 12 月，竞争委员会向审裁处提交了第一宗涉及违反第二行为守则的案件，指控一家大型医疗气体供应公司在香

港滥用其市场优势。据称，该公司在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通过无理拒绝供应及施加不合理的交易条款等各种排除竞

争的行为，停止或限制对唯一为公立医院提供医疗气体管道系统保养服务的潜在供应商供应医疗气体。
8
 该案仍在审理

中，但这标志着香港竞争制度的一个里程碑，并表明竞争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对损害香港竞争的各类反竞争行为采取执法

行动。  

 

执法趋势  
 

从以上可见，竞争委员会已经对不同行业的公司开始了执法行动，包括资讯科技、建筑、出版及医疗。  

根据条例所采取的第一次执法行动是针对资讯科技设备供应商、分销商和转售商的围标行为，
9
而在 2020 年 1 月，竞争

委员会向审裁处提交了涉及资讯科技合谋行为的 Quantr一案。竞争委员会还对建筑行业的公司采取了执法行动，如上文

提到的永兴联合建筑有限公司、金光工程有限公司及冯氏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案件。其所施加的制裁不仅限于公司，还包

括参与其管理的个人。  

2020年初，竞争委员会就网上旅行社与香港住宿提供者的协议中某些涉嫌反竞争的条款进行了调查。
10
 2021年 2月，对

六家酒店集团及一家旅游营办商发出违章通知书，指控他们协助促成合谋定价。
11
竞争委员会首次成为追究合谋行为的

促成者，向促成反竞争行为的第三方作出警告，以告知他们（而不仅是合谋协议成员）也将被追究违反竞争守则的责任

和义务。
12 

竞争委员会也向审裁处提出对出版业的三家公司展开法律程序，指它们在向香港中小学生销售教科书时参与违反第一行

为守则的行为。
13
 此等安排是在条例实施前作出的，但在条例于 2015 年 12 月生效后继续进行。此案显示，只要违反竞

争守则的协议在条例生效后继续存在，竞争委员会就会对此等协议进行调查和采取行动。 

如上述，竞争委员会已经根据第二行为守则对医疗行业的反竞争行为开始了执法行动。竞争委员会是否会进一步关注医

疗行业中可能违反其他竞争规则的企业，将有待观察。  

以下表格列出目前为止已知的调查及执法行动： 

行业 案件终结的年份 法庭审理的案件数量 违法行为 

资讯科技 2020
14
 2 第一行为守则 

建筑 2020
15
 3 第一行为守则 

出版 待定 1 第一行为守则 

医疗 待定 1 第二行为守则 

旅游 待定
16
 2 第一行为守则 

 

从目前采取的执法行动及调查可见，这些行动和调查是跨行业的，每个行业都有一些案件。这可以被理解，因为一个行

业出现问题表明该行业存在着可能鼓励及/或奖励反竞争行为的情况，而这些行业的风险亦会提高。企业应该保持警惕、

积极主动地监测其行业的活动及竞争委员会通讯，并采取适当行动以调查、识别及补救其企业行为中的任何反竞争行为。 

 
8 https://www.compcomm.hk/en/media/press/files/EN_PR_SCR_Final.pdf 
9 競爭事務委員會 對  N 公司及其他 [2020] HKCT 11 
10 https://www.compcomm.hk/en/enforcement/consultations/past_consultations/files/OTA_Notice_ENG.pdf 
11 https://www.compcomm.hk/en/media/press/files/EN_PR_Infringement_Notices_Tourist_Attraction_Tickets.pdf 
12 https://www.compcomm.hk/en/media/newsletter/files/Competition_Matters_Mar2021.pdf 
13 
https://www.compcomm.hk/en/media/press/files/20200320_Competition_Commission_takes_Textbook_cartel_case_to_Competition_Tribunal_
EN.pdf 
14 在第一个针对资讯科技行业执行一案，供应商、分销商及转售商在 2019 年 5月的早期判决中被认定为违反第一行为规则。  
15 在永兴联合建筑有限公司一案，答辩人在 2019年 5 月的早期判决中被认定为违反第一行为规则。 
16 网上旅行社的承诺已得到竞争委员会接受，调查也已终止。另一方面，对于酒店集团及旅游营办商，尽管他们已经在 2021年 2 月做出了违章通知

书所要求的承诺，但对该案中其他各方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此外，企业及个人都曾因违反竞争守则而被调查及起诉，而目前被调查及制裁的个人不仅限于那些违反守则的人（不论

直接违反或通过协助或诱使他人违反），还包括那些违反竞争守则的企业中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以防止反竞争行为的管理

层。因此，企业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必须清楚认识可能违反竞争守则的行为类型。 

 

与监管机构或司法管辖区的合作 

除了调查和执法行动外，委员会也一直在加强与香港境内及境外的其他监管机构的合作。 

早在 2015年 7月，竞争委员会就与通信管理局合作制定竞争守则的指引，并根据谅解备忘录（备忘录）执行禁止涉及电

讯业合并行为的合并守则。
17
 

2020 年 4 月，竞争委员会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签署另一份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两个机构同意就可能对另一

方产生重大影响及/或问题的事宜相互通知及咨询、分享有关证券期货业的资料，并参与其他技术合作，如人员培训及

探讨合作机会。
18
 

此外，在 2020 年 12 月，委员会与菲律宾竞争委员会签署一份备忘录，允许讨论共同关切的竞争事宜和技术性合作，如

研究的协作。
19
这是香港竞争制度的一个突破，因为它逐渐扩大了与外国司法管辖区的竞争机构的合作网络。  

我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这样的跨部门及跨境的合作，这可能会带来更多关于反竞争行为的情报及更多的调查和

执法行动。 

 

对企业的实用提示 

企业、其员工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应怀疑反竞争行为是否将受到调查和执法打击。虽然委员会发表公告承认某些行业的企

业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需要短暂地加强合作，并就四个不太可能引起竞争问题的潜在相关安排提供指引，
20
但它也

强调不会容忍任何试图利用疫情危机的行为，而且将继续关注保护消费者免受反竞争行为的影响。  

因此，企业在经营业务时应注意竞争守则、保持警惕并采取积极措施以确保合规。  

我们在下面列出企业可以采取以确保合规的一些实际步骤： 

► 更新及/或修订经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认可的内部政策和程序，包括禁止反竞争行为的规定及确保遵守竞争守则的

指引，并提高管理层及员工对应避免的行为类型的认识，及定期提供培训。 

► 审查企业行为，确保管理层及员工对竞争守则有正确的理解，并识别企业中的高风险问题，包括管理层或员工对竞

争制度缺乏认识，尤其是如果他们有与竞争对手合作及/或分享资料或计划的普遍做法。 

► 审查合同，以识别任何应根据竞争守则进行评估的“红旗”条款，例如会影响价格的标准条款。 

► 进行内部合规性审计，以识别潜在的竞争法风险，并监督对不时更新及修正以符合最新的竞争守则的内部指引的遵

守情况。 

► 在审查后保留高风险决定及合同的书面记录。如竞争委员会进行调查，自愿提供这些记录可能有助于展示企业注重

合规的文化，也构成与任何调查及/或执法行动相关的合作。 

► 在发现违规行为时采取行动。调查及补救违法行为，包括对肇事者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在必要时修改政策及程序，

并向管理层和员工提供关于所发现问题的培训。  

► 向委员会报告反竞争行为。及时报告提供一个获得竞争委员会的合谋行为宽待政策下的豁免权的机会。此外，如果

违章通知书已经发出，作出承诺以解决委员会的顾虑也是另一种在后续程序中获得豁免的方式。   

 
17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en/content_923/mou.pdf  
18 https://www.compcomm.hk/en/media/press/files/ENG_CC_SFC_MOU.pdf 
19 https://www.compcomm.hk/en/media/press/files/HKCC_PCC_MOU_signed.pdf 
20 

https://www.compcomm.hk/en/media/press/files/20200327_PR_CC_issues_statement_on_application_of_CO_during_COVID19_outbreak_EN.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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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675 2173 

 

联系我们 

林朱律师事务所有限法律责任合伙 

香港鲗鱼涌 英皇道 979 号 

太古坊一座 31 楼 3106 室 

电话: (852) 2629 3200 

传真: (852) 2956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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