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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性质和职责定位,直接影响到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和权威性。
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已不适应反垄断执法形势的新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如
执法职责新理念、执法领域新扩容、交叉执法责任混同、执法机构责任清单等等内容。完善我国反垄
断执法制度,构建我国反垄断执法的常态机制,才能适应我国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
度的要求。推出反垄断执法责任清单,是修改我国反垄断法,强化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责任的基本内
容要求,也是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权和责任,需要重
新界定反垄断机构地位、性质及其与行业机构执法的关系。扩大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职权,明确其执
法责任清单,构建我国反垄断执法的常态机制,塑造我国反垄断法的权威性,增强我国反垄断法的经济
宪章功能,从而使反垄断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法治市场的
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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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natureandresponsibilityof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agencies,directly
affecttheimplementationeffectandauthorityofChinasantimonopolylaw.Chinasanti-monopolylaw
enforcementsystem,hasnotadaptedtothenewrequirementsof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situ-
ation.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agenciesisfacingmanynewchallenges,suchasthenewlaw
enforcementdutiesofnewconcept,lawenforcementfieldexpansion,crossconfusionofresponsibility
forenforcingthelaw,lawenforcementagencieslist,andsoon.Perfectouranti-monopolylawen-
forcementsystem,andconstructthenormalmechanismof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inour
country,sowecanmeettherequirementsofthegovernmentpowerlist,theresponsibilitylistandthe
negativelistsystem.Tolaunchthe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responsibilitylistinthebasicre-
quirementofamendingouranti-monopolylaw,ofstrengtheninglawenforcementresponsibilityofthe
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agencyanditalsoisoneoftheimportantsecuritymeasuresforthean-
ti-monopolylawenforcementagenciesslawenforcement.Tomakethepowersandresponsibilitiesof
the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agenciesclear,weneedtore-definethestatus,natureanditsrela-
tionshipwithindustryorganizationsintheanti-monopolyagency.Expandtheantimonopolylawen-
forcementagencieslawenforcementpowers,clearthelistofitsenforcementresponsibility,construct
Chinas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normalmechanismandshapeChinasantimonopolylawau-
thority,enhancethefunctionofChinasanti-monopolylawastheCharteroftheeconomy,anthen
theanti-monopolylawwillbecomeanimportantpartofChinassocialistmarketeconomiclegalsystem
andtheimportantbasisfortheruleoflawinourcountrymarket.

Keywords:Anti-monopolylaw Lawenforcementagency Enforcementresponsibilities Re-
sponsibilit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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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 《决定》)所
提出的。[1]这是国家现代化的全新政治理念,需

要通过建设 “法治中国”,将国家治理纳入法治

轨道,并成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

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现代市

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促进建设创新型国家,
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发展社会一体化建

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简政放权,明晰权力,
转变职能,已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和

主导方向。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

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

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并指明政府 “大道至简,
有权不可任性”,要用政府权力的 “减法”,换取

市场活力的 “乘法”。[2]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肩

负着反垄断法实施与适用的执法责任,推行反垄

断执法机构的责任清单制度,强化反垄断执法机

构的责任制度,将会有力且全面地促进我国反垄

断法的实施,提升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

地位并弘扬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公正性。我国反

垄断法实施以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和国家发

改委、商务部、工商总局,作为反垄断法执法机

构,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法规、规章和指

南,有助于明确各自的执法责任,但如何建立和

具体明确责任清单内容,仍亟需予以规范,本文

试从清单责任的视角,探讨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

执法责任等问题。

一、反垄断执法机构职责的反思

我国设置反垄断执法机构,目的是更好地

实施反垄断法。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性质和职责

定位,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效率

和权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

称 “《反垄断法》”)在2007年8月30日通过,

自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第9条规定

“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
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是研究拟订

有关竞争政策;二是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

争状况,发布评估报告;三是制定、发布反垄断

指南;四是协调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五是国务

院规定的其他职责”,而且还规定 “国务院反垄

断委员会的组成和工作规则由国务院规定”。第

10条规定 “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

的机构 (以下统称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依照

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而且还规定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

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依

照本法规定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依据这

第9条,国务院办公厅于2008年7月28日下发

《关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主要职责和组成人员

的通知》(国办发 〔2008〕104号),并依法组建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①,履行 《反垄断法》所规

定的五项职责。我国反垄断法的执法体制很有特

色,即 “双层次多机构”的执法体制,其表现如

下: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

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并履行相应的职责,具体

执法职能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

等相关机构承担,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授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相应机构,依照

相关规定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在 《反垄断

法》的具体执法机制以及机构方面,根据国务院

的 “三定”方案,明确商务部反垄断执法的职责

是对当事人依照法定标准主动申报的经营者集中

案件进行反垄断审查,其在实施反垄断法中的作

用主要体现在防止出现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具体的执法职能机

构是其下设的反垄断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反垄断执法的职责是进行除价格垄断行为以外的

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

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并且对省级机构的

反垄断执法采取个案授权的方式进行,具体的执

法职能机构是下设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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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反垄断委员会于2008年8月1日起执行职责,委员会主任是国务院副总理,副主任为国家发改委主任、商

务部部长、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委员有发改委、工信部、监察部、商务部、国资委、法制办、工商

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部委办的副职领导。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

商务部承担,商务部的副部长兼任秘书长,委员会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意见报委员会主任审

批,委员会职责即为反垄断法第九条规定的五项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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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反垄断执法的主要职责是查处价格垄

断行为,其职能机构是原来的价格监督检查司,
自2011年7月起设立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

局,其对省级相应的机构的授权采取概括或者整

体授权的方式进行。我国反垄断法出台之始,国

人给予厚望,期待以之为 “尚方宝剑”,更待以

之消除经济领域的诸种垄断现象,但事实上反垄

断执法极其困难,难以真正 “剑指是非”,反垄

断法似乎成了 “软法”。2013年2月贵州省物价

局和四川省发改委对茅台和五粮液两个白酒企业

罚款4.49亿元,这是反垄断执法5年以来开出

的最大一笔反垄断执法罚单[3],反垄断法初露锋

芒,反垄断执法机构终于 “亮剑”。同时,有专

家建议国家发改委将反垄断执法焦点,转向国人

更关注的反垄断更迫切的民生必需品领域,如中

石油、中石化、自来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国家电网、中国铁路、银行业等令民

众 “刻骨铭心”的垄断行业[4]。事实上,民众质

疑反垄断执法存在 “选择性执法”、 “执法不透

明”、“专业性不够”等问题,强烈要求反垄断执

法机构强化反垄断执法力度,这使2014年我国

反垄断执法出现了 “小高潮”,高通、利乐、微

软、奔驰等知名外企纷纷遭遇中国的反垄断执法

调查,日资汽车部件企业领受反垄断法诞生以来

的最大罚单,鲜见的反行政垄断调查案例也已出

现,因涉嫌歧视性收取过路费,国家发改委也首

次针对省级行政机关发起反垄断调查等。[5]人们

期待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常态化,强化舆论监督

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能够更加审慎和严谨地

进行强势反垄断执法,重点彰显反垄断法的立法

本意,即维护健康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
目前,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协调之下,三

大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反垄断执法职责基本清晰,
各司所责,各尽所职。在反垄断行政执法所涉及

的领域行业中,这三大机构的反垄断行政执法,
基本能满足要求。然而,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权

限,推行实施以其职责为核心内容的责任清单,
这将成为反垄断行政执法的关注焦点。近年来为

加大反垄断法行政执法力度,越来越需要推行责

任清单,以限制行政机关庸政懒政等 “不作为”
行为。如果说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是为了防治

“法无授权不可为”,那么责任清单制度,则是敦

促 “法定职责必须为”。2014年11月浙江省发

布我国首张地方政府责任清单,明确了省级各部

门的4项内容:部门职责、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

界、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制度、公共服务事项。浙

江省通过推行政务服务网,打造政府政务服务

“四张清单一张网”,即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企

业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政务

服务网,彰显了责任清单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和

法律价值[6]。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实行反垄

断行政执法责任清单制度,不仅能够强化我国反

垄断法的强制力,净化市场经济运行的公平正义

环境,而且其最大的法律价值,在于将反垄断行

政执法机构的执法责任情形及其内容等向全社会

曝光,便于民众监管,防止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作

为或实施变相的选择性执法。这就要求重新审视

我国目前三大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职责,以适应

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的新要求。若仅仅依据反垄

断法第9条有关反垄断委员会职责和国务院的

“三定”方案,确认和厘清三大反垄断行政执法

机构的责任,则无法满足当前反垄断执法体制和

依法行政的新要求。我国反垄断法第七章所列法

律责任中的执法责任主体是泛指反垄断执法机

构,这使三大机构等部门责任清单仍处于待定状

态,这是与推行责任清单制度不相容的。

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

责任清单新挑战

  政府责任清单制度,与权力清单制度相辅相

成,是共同促进政府简政放权和依法行政的重要

制度保障。制定和明确权力清单,目的在于给市

场主体松绑放权,同时再捆住政府乱作为的手,
防止政府 “有形之手”乱作为,从而理顺政府与

市场的新关系、新秩序。同时,又需规制或防治

政府 “有形之手”不作为或消极怠工,亟需明确

和制定政府执法机构的责任清单。另外,推出产

业 “负面清单”,从产业政策准入视角切入,规

制政府与市场关系,放宽许可制领域,进一步扩

大了企业的创新空间。这三张清单,构成制约政

府权力及其执法责任等的 “紧箍咒”。制定反垄

断执法机构的责任清单,关键是围绕这三家执法

机构的设置、职责划定及其执法依据、程序和措

施等方面内容来进行。
目前,就这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责内容

而言,制定相应的反垄断执法责任清单,仍面临

许多新的挑战,集中表现在如下几点: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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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新形势带来的职责

理念新挑战。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的根本目的,即

是该法第1条所规定的 “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

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健康发展”。反垄断执法理念,则是通过对反

垄断重大案件的查处,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十八

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问题,是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配置资源急需规制竞争,有必要建设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

当竞争执法已是大势所趋。“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

调控、市场监管,反对垄断,促进合理竞争,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这已是十八届四中全会

有关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反垄

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已经成为国家政府确

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而承担的重要职责,这

是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所面临的反垄断执法形势

新的理念要求。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成

为国家政府执法理念新常态,这要求反垄断执法

机构既不能搞反垄断选择性执法或象征性执法,
也不能搞反垄断运动式执法或宣传式执法,必须

实实在在地常态化执法,持续净化市场经济运行

机制,实行社会公平竞争。这对政府机构传统的

执法理念和做法,形成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二是反垄断执法机构面临执法领域大扩容带

来的内容新挑战。反垄断执法涉及面越来越宽

泛,原先三大执法机构担当反垄断执法职责的规

定,已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三大执法机构依其

职权所涉及的领域仅仅限于经营者集中、价格垄

断行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情形的反垄断执法。事

实上,这三大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职责是极其

有限的,未能满足针对其他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所需。如反垄断法第五

章,尽管已经较详细地列举了滥用行政权力排

除、限制竞争的表现,包括强制交易、妨碍商品

在地区间自由流通、排斥或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

地招投标活动、排斥或限制外地资金流入本地市

场、强制经营者从事垄断行为、制定排除或限制

竞争的行政法规等等情形,但却没有把这些违反

行政垄断的管辖权交给反垄断执法机构,而是由

上级机关责令改正。[7]将行政垄断纳入了反垄断

法的规制范围,其出发点旨在规制政府行政行为

的不当性和违法性。这本属于反垄断法的适用范

围,但是由于在法律责任的设置和调查处理机关

的选择上,未能真正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权

限,使行政垄断缺少实质性处罚,这使反垄断执

法效力受到很大影响。此外,反垄断执法领域还

将不断扩容,如现今网络社会不断发展,有关网

络垄断和反垄断执法、知识产权保护及其滥用、
众筹社会生产营销模式等导致的排除限制竞争的

行为等方面,对三大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反垄断执

法职权,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三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相互交叉执法带来的责

任混同新挑战。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行为的复杂

化,执法机构交叉执法和协调性执法,将对反垄

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活动提出更明确的新要求。尽

管反垄断执法机构职责基本清晰,似乎井水不犯

河水,但仍有许多情形难以分清执法适用范围,
厘清执法机构职权分工,明确其职责。我国反垄

断执法机构虽主要有三大机构,但事实上还包括

许多相关政府行业部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

组成成员,几乎涵盖了政府主要的部门,正因如

此,反垄断委员会才具有 “组织、协调”反垄断

工作职责。反垄断执法权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有

关部门、监管机构之间的分配,这本身就涉及执

法权设置和划分的依据、标准、考量因素等内

容,尤其是结合当今实施的权力清单制度,应从

政府部门简政放权和新版权力清单,重新评估政

府各相关职能部门权限,从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修

订要求,重新分析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状

况。目前,许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对涉嫌反垄断经营的情形都有反垄断执

法管辖权,如中国证监会依据 《证券法》第7
条、第77条规定,银监会依据 《银行业监管管

理法》第3条、第27条和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第4条、第5条规定,信息产业部依据 《电信条

例》第4条规定,国家邮政局依据 《邮政法》第

2条、第8条规定,民航总局依据 《民用航空

法》第3条规定,交通部依据 《港口法》第6条、
第29条规定等等。反垄断执法权归于各相关部

门,很容易导致各部门都弃而不管,出现 “人人

都应管”而却是 “人人都不管”的状态,这对界

定反垄断执法责任清单,也构成新的挑战。
四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具体化带来的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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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新挑战。厘清反垄断执法权,并非简单划清

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管辖权的问题,其焦点在于

界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及其相关部门的反垄断执法

责任清单问题。执法权与责任清单的对应性要

求,则是修订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内容之一。然

而,我国反垄断法的第七章 “法律责任”,虽然

涉及许多法律责任内容情形,但更多涉及经营者

违反反垄断法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关反垄断执

法机构不作为或不完全执法而承担的责任几乎没

有相应规定,仅在 《反垄断法》第54条规定反

垄断执法机构工作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

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

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如此规定使反垄断执法

机构的责任清单,几乎无处可寻,经营者及相关

主体很难指控或投诉反垄断执法机构 “不作为

式”的执法责任,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几乎未能

列出或规定反垄断执法的其他相关机构的责任。
实行反垄断执法责任清单制度,不仅要先规定和

明确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权,明晰其与相关部门

的权力清单,而且要具体列明其对应所承担的责

任清单。因此,有必要专门就反垄断法第七章有

关法律责任的内容进行修订,进一步规范和明确

反垄断执法责任,这也是反垄断执法责任清单制

度的基本内容要求,是对修订我国反垄断法提出

的新要求。
五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专业执法责任与行业执

法责任界定的标准新挑战。如前文所述,反垄断

执法机构与相关行业监管执法机构相互交叉执法,
产生如何协调其反垄断执法责任的问题。各反垄

断执法机构之间,由于所处行业管理视角及其利

益判断标准的不同,在都有反垄断执法权的前提

下,协调明确和划定各机构执法责任,将存有很

大的难度。相关执法机构商谈、上级协商确定适

用反垄断执法权,最终在商议执法责任问题上,
也会产生责任相互扯皮推诿,导致责任清单效力

归零。事实上,我国行业执法者与行业经营者之

间都存在角色相互交换的状态,两者之间的监管

与被监管,都是相对的,如证监会主席,此前是

上市公司中国银行董事长,其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之

间关系轮换,足见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专业执法责任

与行业执法责任也将出现交叉,其利益衡平带来了

责任混同新挑战。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相关行业监管

执法机构责任界定原则的新标准,成为反垄断执法

机构执法责任清单制度内容的新挑战。
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的责任清单并不是孤立

存在的,它建立于反垄断执法机构享有执法权的

基础之上。执法权的确认及行使,需要制定或修

订相关法律法规,并由此进一步规范享有反垄断

执法权的机构执法责任,做到权责相应,实现政

府 “权力清单”和执法 “责任清单”双管齐下,
打造企业投资 “负面清单”,营造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公平竞争的环境氛围。

三、反垄断执法机构的

责任清单新要求

  创制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责任清单,关键

在于先明晰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及其执法权,划

清反垄断专门执法机构与相关机构之间的反垄断

执法权限,厘清国家反垄断执法的中央机构与地

方机构的执法权限。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责任清

单,要针对反垄断执法机构职能设置及其相关机

构职能协调配置状况。根据反垄断执法常态化要

求,推出和实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责任清单,拓

宽其责任清单的具体内容。结合反垄断执法机构

的责任清单所面临的新挑战,笔者提出反垄断执

法机构执法责任清单的如下新要求:
一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亟需树立和确认

反垄断执法常态化和透明化的执法责任新理念。
反垄断执法最为核心的要求是公平的透明的常态

化执法,其目的是构建公正、客观、非歧视的市

场运行秩序。我国反垄断执法的透明性是公平执

法的前提,民众也非常关心反垄断执法能否真正

公平透明。诸如2011年11月9日中央电视台披

露,国家发改委就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在宽

带接入领域实行价格歧视的行为展开调查。同年

12月2日这两公司同时声明称,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已向发改委提交了整改方案和中止调查的

申请,并将认真对有关问题进行整改。根据 《反
垄断法》第45条规定,从该案处理程序看,执

法机关似乎并不认可承诺制度的适用还有先决条

件限制,因为不论是发改委的自我披露,还是各

种媒体报道,均表明案件调查活动已基本完结,
发改委已掌握这两家公司从事垄断违法行为的充

分证据,但是该案的主体、影响范围、所涉及的

当事人等具有极其复杂的特殊性,因此至今尚未

披露最终结果,公众对此案期望值较高,若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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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以为案件 “不了了之”,的确有损反垄断法的

威严。因此,从法律风险控制角度来看,该案实

际上不宜适用承诺制度。但由于立法并未限制承

诺制度的适用阶段,故发改委接受两家公司承诺

尽管不合理,却无法律限制。[8]如此进行反垄断

执法,较容易让民众对其公平性、透明性产生怀

疑。此前民众对一般公众熟知的垄断行业国企,
比如石油、电力、铁路、航空、烟草等至今未展

开真正意义的反垄断执法调查就心存不满,如今

立案调查却又是如此结果,更显示出反垄断执法

责任不明。反垄断执法责任不仅要制度化,更重

要的是常态化,涉嫌反垄断违法的行为、活动和

现象,无论是怎样的情形,不论涉嫌的企业是内

资还是外资,都该一视同仁进行反垄断执法,忌

讳歧视性、象征性或选择性执法,因此,要尽快

促成我国反垄断执法责任的常态长效机制。
二是反垄断执法机构所承担的执法责任,将

因执法领域大扩容亟需对担责情形进行新界定。
我国反垄断的七年执法实践,越来越表明 “三架

马车”式的执法机制已呈现明显弊端。 “三架马

车”的执法协调性、权威性、统一性和专业性等

都存在严重局限性。尽管都受制反垄断委员会的

组织和协调,但 “三架马车”分别隶属于国家发

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前两者是国务院

组成部门,后者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级别不可谓

不高,执法角度却不一。反垄断执法实践表明,
反垄断执法案件不同于一般行政执法案件,它的

解决需要涉及法律、产业、经济等方面人才,不

仅需要掌握 《反垄断法》的理念、原则和规则,
还要熟悉了解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并能精确进

行经济分析与预测。因此,建议建立反垄断执法

专家库,吸纳法律、经济以及各行业专家,这将

对现行的执法机制构成极大挑战。不仅如此,还

有专家提出我国在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基础

上,要克服 “各行其是”且 “一案一议”的状

态,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统一的相关操作规程。[9]

事实上如今我国垄断执法涉及面越来越宽泛,三

大执法机构原先担当反垄断执法职责的规定,已

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有必要修改我国反垄断

法,具体明确查处行政垄断、知识产权保护与反

垄断、网络垄断与反垄断、众筹营销模式等反垄

断调查机构的执法责任等等。同时,应当适当扩

大我国三大反垄断执法机构之外的相关行业部门

机构的执法职权和责任,明确其依法承担反垄断

执法的责任清单内容。
三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相互交叉执法,亟需重

新评估和规制反垄断执法责任清单的新内容。反

垄断三大执法机构和有关行业部门、监管机构之

间在反垄断执法职能和责任上有所差异,各执法

机构和行业部门、监管机构的职权和责任分别由

我国反垄断法和各行业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定。
国务院于2014年3月推出政府各组成部门机构

的权力清单,经过近两年连续实施简政放权和修

订相应的法律法规,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权限

和与其对应的执法责任,都需要重新评估界定,
以适应反垄断执法的新要求。这不仅需要修订我

国反垄断法有关条款,进一步明确三大执法机构

执法责任,还需要修订 《反不正当竞争法》、《证
券法》、《银行业监管管理法》、《邮政法》、《电力

法》、《港口法》、《民用航空法》等行业法律法规

的相关条款,规范这些行业执法机构的执法责

任,防止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责任与行业执法机

构执法责任混同或责任清单内容不明。从各国反

垄断执法权限和责任来看,不断强化和统一反垄

断执法机构执法权及其责任,弱化行业执法机构

执法权限及责任,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因为行

业执法机构因其囿于行业狭隘利益和局限,不易

领悟和掌握国家竞争和反垄断的产业政策,导致

其反垄断执法力度和诚意都会受到质疑。因此,
修订我国反垄断法和相关行业法律法规的相关条

款时,可以考虑借鉴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国反垄断执法作法,将有关电信、能源、大力、
银行、保险、传媒等行业反垄断执法权限与责

任,划定由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承担。[10]建议

强化我国反垄断三大执法机构的执法权及其执法

责任,弱化行业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责任。
四是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责任清单内容的具

体化,亟需重新修订我国反垄断法第七章有关法

律责任的相关内容。目前,我国有关反垄断执法

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于反垄断法第七章法律责

任的条款,然而,这些条款却多数仅涉及经营者

违反反垄断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几乎没有规

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责任。即使反垄断法第

54条规定了追究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人员的法

律责任,但该条内容几乎是行政执法所有工作人

员违法都该承担的一般法律责任,与反垄断执法

责任清单内容要求无关。制定和明确执法责任清

单,核心内容在于防止反垄断执法机构出现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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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不作为执法或违法执法等情形。事实上,
已有人认为反垄断法实施近七年来,执法效果极

其不佳,反垄断立案件数甚少,未见大规模地展

开反垄断调查和处罚,反垄断法影响力不大,权

威性也有限。近两年反垄断执法有一定起色,反

垄断调查和处罚涉及行业增多,如液晶面板、高

端酒类、奶粉、黄金首饰、汽车等诸多涉及民生

的垄断行为都受到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查处,尤其

是2015年办理高通公司案件,使社会公众和舆

论对反垄断法效力产生强烈关注,也使涉嫌垄断

经营的行业有所忌讳。这表明强化反垄断执法机

构的执法责任清单,将极大促进反垄断执法。建

议全面修订反垄断法第七章内容,专设条款规定

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责任清单内容,明确承担执

法责任清单具体情形及其担责标准、评估要求等

内容,尤其明确列举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不作

为、消极怠工、违法执法等情形。
五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专业执法责任与行业执

法责任划定,亟需重新界定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

地位和性质,并赋予其更多的反垄断执法职权和

责任等。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现状,已表明国务院

反垄断委员会是我国反垄断工作组织、协调、指

导的负责机构,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

总局,则是我国反垄断专门执法机构,其他相关

行业部门是反垄断行业配合执法机构。事实上,
随着我国涉及反垄断执法行业领域越来越广泛,
行业配合执法机构也将越来越多,反垄断专门执

法机构的执法事务也将剧增,加强反垄断专门执

法机构地位及其职权,强化其反垄断执法责任,
也将是未来修订反垄断法的重要议题内容。由于

诸多原因,经营者与行政主体融合形成的行政垄

断,导致反垄断行业配合执法机构难以 “洁身自

好”执法,建议适时扩大反垄断专门执法机构执

法权限及领域,赋予国家工商总局执法职权,查

处 《反垄断法》有关反行政垄断方面的违法行为

活动,强调其对行政垄断有调查立案和查处的管

辖权。为了更好地制定、掌握和协调我国竞争和

反垄断产业政策,建议扩大国家发改委有关反垄

断执法职权和责任范围,扩容至有关经营者横向

合并、纵向合并、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国际救

援、行业协会垄断等方面的反垄断执法职责。在

涉及有关反垄断行为判定标准的概念,如 “相关

市场”、“市场份额”、“市场支配地位”等的认定

时,赋予商务部享有调查和认可上述相关市场集

中度的职权,许可商务部制定更详尽的认定标准

依据、规则和认定程序等等。
总而言之,我国力主推行实施权力清单、责

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将极大地促进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和简政放权,同时,明确执法主体责任

清单内容,将有助于提升行政办事效率。我国反

垄断法对执法机构虽有相应规定,国务院也对反

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职权做出了相应划分,三大

机构执法职权基本清晰,但反垄断法却未能具体

明确执法责任,这已不适应责任清单制度的新要

求。制定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责任清单,
不仅要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地位

和职权定位,而且还要修订我国反垄断法及其相

关法律法规,拓宽我国反垄断专门执法机构的执

法职权,明确其执法责任清单。构建我国反垄断

执法的常态机制,努力塑造我国反垄断法的权威

性,增强我国反垄断法的经济宪章功能,使之成

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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