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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托拉斯法國際動態資訊 
 日期 2014、01 

 

 

國際焦點重點摘要 

 重要觀測 

 歐盟 

1. 執委會因聯合行為，處罰生產床墊、沙發及汽車坐墊泡棉材料之製造商，罰

款金額達 1億 1千 4百萬歐元 (2014.01.29)----------------------------------------------------------P3 

歐盟執委會發現 4 家彈性聚氨酯泡棉之主要製造商－Vita、Carpenter、 

Recticel和 Eurofoam，參與聯合行為而加以罰款，總金額達 114,077,000歐元。

此 4家公司在 5年（2005年 10月至 2010年 7月）內聯合調整各種泡棉在 10個

歐盟會員國內（奧地利、比利時、愛沙尼亞、法國、德國、匈牙利、荷蘭、波

蘭、羅馬尼亞、英國）之售價。Vita因向執委會揭露聯合行為，適用 2006年執

委會之寬恕告知（Leniency Notice）而豁免罰款。Eurofoam（Recticel 與 

Greiner Holding AG 之合資企業）、Recticel 和 Greiner 則因配合調查，適用執

委會之寬恕政策，可減免罰款。另外，因為此 4 家公司都同意與執委會進行調

解，其罰款可再減百分之 10。 

 美國 

1. FTC 批准 Pinnacle Entertainment 股份有限公司（NYSE 掛牌上市公司）申

請就其在密蘇里州聖路易市內其中一個賭場分立（解體），並售予 Tropicana

聖路易有限公司乙案。(2014.01.07)---------------------------------------------------------------------P5 

在公眾評論期屆滿後，FTC 核准 Pinnacle Entertainment 股份有限公申請將

其旗下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市之賭場及全部相關資產，包括兩間旅館，出售予

Tropicana Entertainment 股份有限公司所百分百持有之子公司，即 Tropicana 聖

路易有限公司。根據最終裁定，FTC 要求 Pinnacle 公司將前開資產解體分立，

並售予經核准之買家，以解除其因併購 Ameristar Casinos 股份有限公司

（NASDAQ 上市公司，下簡稱 Ameristar 公司），致實質上減少聖路易市賭場

業間之競爭，而違反反托拉斯法之指控。根據 FTC之指控，缺少解體分立補正

措施，Pinnacle 公司併購 Ameristar 公司將導致聖路易及查爾斯湖地區賭場顧客

遭受價格上漲和品質降低之不利益。        

2. FTC就玩具反斗城公司（Toys “R” Us, TRU）請求再審並修正委員會最終

焦點產業：汽車零件業、賭場業、玩具業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3-456_en.ht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3-697_en.ht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3-697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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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乙案，徵詢公眾評論。(2014.01.09) ------------------------------------------------P5 

       FTC 就玩具反斗城股份有限公司就其 1998 年最終裁定提起再審並請求修正

乙案，徵詢公眾評論。緣該案係由委員會決議，並經第七巡迴法院確定。

（Toys ‘R’ Us, Inc. v. FTC, 221 F . 3d 928(7th Cir. 2000)）玩具反斗城公司利

用其重要的市場力量，以限制其供應商對特定相競爭之批發店、大型零售商店

出貨。根據玩具反斗城公司的請求，自委員會裁定命令後，因市場環境的改

變，某些條款已失其必要性。尤其是請求中指出，由於沃爾瑪（Walmart）和

Target（超市）等之成長，以及網路零售商，如：亞馬遜（Amazon）之興起，

已然改變消費者和玩具販售者間之競爭關係。 

 中國大陸 

1.工商總局確定今年競爭執法工作重點(2014.01.22)--------------------------------------------P6 

1月 17日，國家工商總局競爭執法局下發《2014年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

執法工作要點》，在查處損害競爭秩序行為方面，以嚴厲查處嚴重損害市場競

爭秩序、對經濟社會影響大的壟斷案件；繼續推進和支持地方反壟斷執法工

作，對已辦結的案件及時予以公佈等方式進行查處。而調查內容則主要包括加

大對傳統領域和互聯網等領域各類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查處力度。另外以電信服

務、公共交通運輸、水電氣供應等為重點，著力查處公用企業限制競爭行為。 

2. 調整合理價格汽車零部件須打破壟斷(2014.01.23)------------------------------------------P7 

汽車零組件的高價格影響了汽車維修所產生之費用，也影響了汽車消費者

使用汽車之權益，而其原因可能就在於汽車零件的壟斷問題。 

2014 年 1 月 13 日，據媒體報導，零部件供應商博世集團日前宣佈，其正

在配合歐盟反壟斷機構針對零部件行業進行的反壟斷調查，而之前舍弗勒已經

被捲入了這一風波。因懷疑舍弗勒涉嫌壟斷行為，歐洲委員會 2011 年曾對該

公司進行了突擊搜查。且 2013 年到 2014 年間，美國及韓國也曾對汽車零部件

廠商進行過反壟斷調查。 

伴隨著汽車零部件壟斷暴利問題日益突出，中國大陸《汽車品牌銷售管理

實施辦法》也開始修訂。“解決零部件壟斷問題需要政府的法制約束，通過《汽

車品牌銷售管理實施辦法》調整廠家的壟斷地位。 

 名詞解釋-----------------------------------------------------------------------------------------------------------------P7 

 涉及台灣廠商之相關資訊--------------------------------------------------------------------------------------P8 



 
3 

國際焦點  

歐盟執委會—競爭總署 

1. 執委會因聯合行為，處罰生產床墊、沙發及汽車坐墊泡棉材料之製造商，罰款金

額達 1億 1千 4百萬歐元 (2014.01.29)    

(1) 案件說明 

歐盟執委會發現 4 家彈性聚氨酯泡棉之主要製造商－Vita、Carpenter、 

Recticel 和 Eurofoam，參與聯合行為而加以罰款，總金額達 114,077,000 歐元。

彈性聚氨酯泡棉主要用於床墊或沙發等家具，另外也有近 4 分之 1 應用於汽車

業，特別是汽車坐墊。 

此 4 家公司在 5 年（2005 年 10 月至 2010 年 7 月）內聯合調整各種泡棉在

10 個歐盟會員國內（奧地利、比利時、愛沙尼亞、法國、德國、匈牙利、荷

蘭、波蘭、羅馬尼亞、英國）之售價。Vita 因向執委會揭露聯合行為，適用

2006 年執委會之寬恕告知（Leniency Notice）而豁免罰款。Eurofoam（Recticel 

與 Greiner Holding AG之合資企業）、Recticel和 Greiner則因配合調查，適用執

委會之寬恕政策，可減免罰款。另外，因為此 4 家公司都同意與執委會進行調

解，其罰款可再減百分之 10。 

負責競爭政策的執委會副主委 Joaquín Almunia 表示：「聯合行為傷害整體

經濟而不可容忍。於本案聯合行為中之產品為民眾所購買之家具中之關鍵成

分，以及如汽車業之重要進口產品，更顯示持續打擊與制裁此種違法行為之必

要。」 

此次聯合行為之目的在轉嫁化學原料之成本給消費者，並避免此四家製造

商間之價格競爭。為達成此一目標，各聯合行為參與者在歐洲的各管理層召開

價格協調會議，並有大量的電話及其他接觸，此次聯合行為將近 5 年，從 2005

年 10月開始至 2010年 7月結束。 

(2) 罰款狀況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3-456_en.ht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3-697_en.ht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3-697_en.htm


 
4 

具體罰款金額如下： 

涉案公司 經寬恕告知所減

免之罰款比例 

經和解告知所減免

之罰款比例 

罰款金額（單

位:歐元） 

Vita 100% 10% 0 

Carpente 0% 10% 75,009,000 

Recticel（其單獨參與成

立部分） 

50% 10% 7,442,000 

Eurofoam（依合資企業

之關係，可分為以下三

部分） 

- Eurofoam, Recticel and 

Greiner 

- Greiner and Recticel 

- Recticel 

50% 10%  

 

14,819,000 

9,364,000 

7,443,000 

總額   114,077,000 

關於 Eurofoam罰款之部分，Eurofoam全體應負擔 14,819,000 歐元之罰款，

而 Greiner則應負擔至 24,183,000歐元之罰款，Recticel包括其單獨參與成立之部

分則應負擔至 39,068,000歐元之罰款 

此次罰款金額依據 2006 年執委會之罰款指引為訂定基準，執委會參考涉案

公司在歐盟境內之銷售量、違法之嚴重程度、違法所涉及之地區範圍與期間，

決定罰款標準。 

Vita 因揭露聯合行為，因此豁免罰款，其本應受到 617 萬歐元之罰款。

Eurofoam、Recticel 和 Greiner 則因配合調查，適用執委會之寬恕政策，可減免

百分之 50 的罰款。減免的額度則對應其開始配合之時間點與配合提供之證據可

證明聯合行為之程度。 

另外，依據 2008執委會之調解通告（Settlement Notice），當涉案公司願意

承認其參與聯合行為及其應負責任，執委會可再減輕其罰款百分之 10。 

資料來源：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4-88_en.htm (last visted 

201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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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聯邦貿易委員會(FTC) 

1. FTC 批准 Pinnacle Entertainment 股份有限公司（NYSE 掛牌上市公司）申請就

其在密蘇里州聖路易市內其中一個賭場分立（解體），並售予 Tropicana 聖路易

有限公司乙案。(2014.01.07) 

在公眾評論期屆滿後，FTC 核准 Pinnacle Entertainment 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

Pinnacle 公司）申請將其旗下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市之 Lumiere Place 賭場及全部相

關資產，包括兩間旅館，出售予 Tropicana Entertainment股份有限公司所百分百持有

之子公司，即 Tropicana聖路易有限公司。 

根據最終裁定，FTC 要求 Pinnacle 公司將前開資產解體分立，並售予經核准之

買家，以解除其因併購 Ameristar Casinos 股份有限公司（NASDAQ 上市公司，下簡

稱 Ameristar 公司），致實質上減少聖路易市賭場業間之競爭，而違反反托拉斯法之

指控。本裁定同時命 Pinnacle 公司將其位於路易斯安那州查爾斯湖市之賭場資產解

體分立，並業已同意其售予 GNLC控股公司。 

根據 FTC之指控，缺少解體分立補正措施，Pinnacle公司併購 Ameristar公司將

導致聖路易及查爾斯湖地區賭場顧客遭受價格上漲和品質降低之不利益。Pinnacle與

Ameristar 兩公司在聖路易乃「直接競爭」，並均擁有賭場；至於在查爾斯湖地區，

在 2014年 Ameristar公司的新賭場開幕後，兩公司亦將開始相互競爭關係。 

        FTC 以投票方式表決 Pinnacle 公司本解體分立申請案，後以 4 比 0 之票數通

過。 

資料來源： 

http://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4/01/ftc-approves-pinnacle-

entertainment-incs-application-divest-one 

 

2. FTC就玩具反斗城公司（Toys “R” Us, TRU）請求再審並修正委員會最終裁定乙

案，徵詢公眾評論。(2014.01.09) 

FTC就玩具反斗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玩具反斗城公司）就其 1998 年最終裁

定提起再審並請求修正乙案，徵詢公眾評論。 

緣該案係由委員會決議，並經第七巡迴法院確定。（Toys ‘R’ Us, Inc. v. FTC, 

221 F . 3d 928(7
th

 Cir. 2000)）玩具反斗城公司利用其重要的市場力量，在其供應商中

精心策劃中樞對點的策略，以限制其對特定相競爭之批發店、大型零售商店出貨。 

根據玩具反斗城公司的請求，自委員會裁定命令後，因市場環境的改變，某些

http://www.ftc.gov/opa/2013/07/solera.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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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已失其必要性。尤其是請求中指出，由於沃爾瑪（Walmart）和 Target（超市）

等之成長，以及網路零售商，如：亞馬遜（Amazon）之興起，已然改變消費者和玩

具販售者間之競爭關係。該請求中亦陳述，其僅係請求 FTC 同意撤銷第二節中之三

項規定，而並非尋求就該最終命令之核心禁止規定進行廢棄。在撤銷前述各節規定

後，前開請求之爭論點將著重於公共利益，因為其妨礙玩具反斗城公司某些可使競

爭更具效益性之具市場競爭性（或中立性）的垂直整合經營。 

FTC將於公眾評論徵求期屆滿後，決定是否核准玩具反斗城公司之請求。 

資料來源： 

http://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4/01/ftc-seeks-public-comment-

toys-r-us-petition-reopen-modify-final 

 
中國大陸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局  

1. 工商總局確定今年競爭執法工作重點(2014.01.22) 

1 月 17 日，國家工商總局競爭執法局下發《2014 年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

執法工作要點》（以下簡稱《要點》），要求各級工商部門更新執法理念，認

真履行監管執法職責，全面強化競爭執法工作，加大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工

作力度，努力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要點》要求，在查處損害競爭秩序行為方面，一是嚴厲查處嚴重損害市

場競爭秩序、對經濟社會影響大的壟斷案件；繼續推進和支持地方反壟斷執法

工作，對已辦結的案件及時予以公佈；不斷完善反壟斷執法辦案機制，在現有

壟斷案件授權機制的基礎上，探索異地授權管轄機制；積極拓寬反壟斷案件來

源，有針對性地開展涉嫌壟斷案件線索核查工作；認真做好消除地區封鎖、打

破行業壟斷工作，依法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 

二是圍繞當前市場競爭中的熱點問題，加大對傳統領域和互聯網等領域各

類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查處力度。各地工商部門要加強對案件線索的分析研判，

提高執法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以電信服務、公共交通運輸、水電氣供應等為重

點，著力查處公用企業限制競爭行為；以醫藥、工程建設、教育等領域為重

點，著力整治商業賄賂行為；以農資、建材、汽配、傢俱等商品為重點，著力

打擊仿冒行為；以鼓勵創新為重點，著力加強商業秘密保護工作。工商總局和

各省級工商機關要進一步加強對反不正當競爭工作中全域性、基礎性問題及難

點重點問題的研究和指導；對重點領域、大要案件加強統一指揮、協調和執法

聯動，加強案件督查督辦，進一步提高執法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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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繼續配合有關部門深入持久開展“掃

黃打非”、流通領域打擊走私等工作。 

資料來源：http://www.saic.gov.cn/zwgk../jhgh/xxzx/201401/t20140122_141399.html (last 

visted 20140216 ) 

 其他 

1.調整合理價格汽車零部件須打破壟斷(2014.01.23) 

汽車零組件的高價格影響了汽車維修所產生之費用，也影響了汽車消費者

使用汽車之權益，而其原因可能就在於汽車零件的壟斷問題。 

2014年 1月 13日，據媒體報導，零部件供應商博世集團日前宣佈，其正在

配合歐盟反壟斷機構針對零部件行業進行的反壟斷調查，而之前舍弗勒已經被

捲入了這一風波。因懷疑舍弗勒涉嫌壟斷行為，歐洲委員會 2011 年曾對該公司

進行了突擊搜查。 

2013 年美國就曾對汽車零部件廠商進行過反壟斷調查，就在剛踏入 2014 年

不久韓國也曾對零部件廠商進行過反壟斷處罰。在這一系列的針對零部件反壟 

斷調查中，通用汽車公司的 Eric Holder 說道：“這些國際價格壟斷陰謀帶來的影

響是——超過 50 億美元的汽車零部件銷往美國汽車製造商，美國消費者購買的

超過 2500萬輛汽車受此不法行為的影響”。 

目前中國大陸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除博世（BOSCH）、德爾福等大型外

資零部件企業有實力與汽車廠家抗衡外，大多數中小型零部件企業在與汽車廠

家簽訂供貨協定後，基本已經不能對外再銷售相應零配件。汽車廠家如果發現

零部件供應商私自對外供貨，不僅會處罰，還會隨時取消配套資格，供應商不

敢冒險。 

業內人士表示，中國大陸《汽車品牌銷售管理實施辦法》的“獨家授權並經

銷”是壟斷的原因，總經銷商可以通過對新車價格及零配件的定價和限價來獲得

暴利。規定的汽車廠家在產品銷售和管道上擁有的壟斷權利，讓千萬車主被動

承受著價格昂貴的配件。 

伴隨著汽車零部件壟斷暴利問題日益突出，中國大陸《汽車品牌銷售管理

實施辦法》也開始修訂。“解決零部件壟斷問題需要政府的法制約束，通過《汽

車品牌銷售管理實施辦法》調整廠家的壟斷地位。 

資 料 來 源 ： http://www.cien.com.cn/html/Home/report/14012621-1.htm (last visted 

20140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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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歐盟 

 寬恕告知（Leniency Notice） 

此一告知之內容，即執委會說明在何種情況下，涉案公司配合執委會的調查時，可降低罰款金

額。而第一個自首並提出關鍵性證據者可證明違反反托拉斯之行為時，甚至可獲 100%罰款減免。

而其他涉案者視配合調查或對於相關證據承認而不抗辯之程度，而給予不同的罰款減免比率。 

 

國際重要執法機關 
 歐盟 

歐盟競爭法執法權限由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中競爭政策總署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ompetition）負責。其透過歐盟競爭網絡（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ECN)與歐盟成員國之國家競爭主管機關相互配合及合作。而歐

盟競爭網絡之成員包括競爭政策總署與各歐盟成員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 

 美國 

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權限，由下述兩機關執行： 

1.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行政機關，負責以行政手段

制止反托斯或限制競爭行為、不正競爭行為，並審查結合案件。 

2.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司法單位，刑事處罰手段以及民事損害賠償

為其專屬權限，但也處理結合案件審理。 

註:美國各州有州法層級的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為檢察總長(Attorney’s General)，州

層級的反托拉斯法，規定與聯邦法差異不大，但是在結合管制可能更嚴格，例如

市場界定範圍更小。 

 中國大陸反壟斷（反托拉斯）執法機關，分屬 

1.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負責價格監督，功能包括穩

定物價等 

2.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局：負責查處不正當競爭、

商業賄賂、走私販私及其他經濟違法案件 

3.商務部--反壟斷局：負責審查市場中的結合（併購）案件 

涉及台灣廠商之相關資訊 

本期無。 

 

本動態資訊為經濟部工業局為輔導產業認識國際反托拉斯法規範之計畫成

果，委託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蒐集資料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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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我們聯絡 stli@iii.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