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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相互关联但彼此独立的市场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分别是：中国大陆液体食品纸基

复合材料无菌包装设备市场[1]（简称包装

设备市场），中国大陆包装设备备件供应

和维修服务市场（简称技术服务市场），

中国大陆无菌包装用纸基复合材料市场

（简称包材市场）。[2] 

  

工商总局进一步认定，利乐集团实施了三

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分别是：滥

用其在包装设备市场和技术服务市场的支

配地位，无正当理由搭售包材[3]；滥用其

在包材市场的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限制

包材原纸供应商向其他包材生产商供应牛

底纸[4]；滥用其在包材市场的支配地位，

实施排除、限制包材市场竞争的忠诚折扣

[5]。 

  

鉴于利乐集团（1）调整了部分行为，

（2）能够配合案件调查，且（3）在结案

折扣、忠诚折扣与反垄断法 ——从

利乐案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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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6 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

对全球包装业巨头利乐集团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一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利乐集团

处以 6.68 亿元人民币的罚款。本文旨在从

该案出发，探讨忠诚折扣及其他折扣政策

的反垄断风险问题。 

  

一、利乐案基本案情 

  

国家工商总局于 2012 年 1 月立案调查利乐

集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经过近 5

年的调查，工商总局认定，利乐集团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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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政策中规定客户获得折扣的条件是 80%

以上商品须从本企业采购也是忠诚折扣。 

  

对于忠诚折扣，我国《反垄断法》并无明

文规定。实际上，欧盟和美国的反垄断基

本法律也并未将忠诚折扣作为一类垄断行

为予以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欧盟将忠诚

折扣作为潜在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予

以审查。尽管忠诚折扣在执法案例中表现

出兼具排他交易和价格歧视的性质，但欧

盟在其 2008 年发布的一份反垄断执法指南

中将忠诚折扣作为排他交易的一种形式，

而不大关注其价格歧视的一面。美国在执

法实践中也将忠诚折扣与搭售、掠夺性定

价等一同归入单边企业行为，对具有垄断

地位的企业实施的某些类型的忠诚折扣予

以规制。[9] 

  

在利乐案中，工商总局将利乐实施的忠诚

折扣定性为《反垄断法》第 17 条第一款第

（七）项规定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

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表

明，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将忠诚折扣作

为一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予以规

制。换言之，忠诚折扣受到规制的前提是

当事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不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的忠诚折扣通常不会

违反《反垄断法》。[10] 

  

进一步看，工商总局并未将忠诚折扣归入

《反垄断法》第 17 条第一款第（四）项规

前主动提出改正措施，具有主动改正违法

行为的情节，[6]工商总局对利乐集团未“顶

格”处罚，而是处以 2011年度在中国大陆相

关商品市场销售额 7%的罚款，[7]合计 6.68

亿元人民币。 

  

二、什么样的忠诚折扣违反《反垄断

法》？ 

  

对于搭售和限定交易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行为，工商总局及各省工商局以往查

处的案例较多，而忠诚折扣则系工商系统

（以及发改委系统）在本案中首次予以认

定和处罚，堪称本案的一大亮点。同时，

价格折扣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本案对

忠诚折扣的查处可能对广大企业的折扣政

策产生重要影响。鉴此，下文将对本案涉

及的忠诚折扣予以重点分析，尝试回答“什

么样的忠诚折扣将违反《反垄断法》”这一

问题。 

  

（一）并非所有忠诚折扣均违反《反垄断

法》，忠诚折扣受规制的前提是当事人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 

  

忠诚折扣指的是经营者根据交易相对人的

忠诚度表现，例如在一定时期内累计的商

品交易数量、交易金额或交易份额，给予

的折扣。[8]市场上经常出现的“买 1000 返

100”的促销活动就是一种忠诚折扣，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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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成本，如高于成本则一般不认定为违

法。[13] 

  

在利乐案中，工商总局指出：“折扣是常见

的商业行为，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有利于

消费者，但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

实施的忠诚折扣与特定的市场条件相结

合，产生明显反竞争效果时，应当予以规

制。”[14]换言之，是否规制某一忠诚折扣

取决于该折扣是否产生明显的排除、限制

竞争效果，而这需要将忠诚折扣政策与其

所处于的特定市场条件结合起来进行考

察。 

  

工商总局在利乐案中的审查框架分为三个

步骤。第一步，分析忠诚折扣本身的诱导

效应。工商总局指出，不同于增量折扣

（即折扣仅适用于超过特定阈值的那一部

分购买量），利乐实施的追溯累计折扣在

购买量超过特定阈值后，适用于全部购买

量，这将导致客户的总支付在阈值处会出

现陡降（达到阈值后，客户的购买量增

加，但总支付却低于达到阈值之前的总支

付），从而诱使客户为了达到阈值以享受

折扣或更高折扣而尽可能多地购买商品。

[15]工商总局同时指出，利乐对特定客户实

施个性化的采购量目标折扣，根据每个客

户的具体情况（例如产能、包材使用情

况）设定采购比例和目标采购量，并以此

定的“限定交易”行为[11]，也未将其归入该

款第（六）项规定的“价格歧视”行为[12]，

而是认定为“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

为”。这可能有多方面原因，如忠诚折扣具

有不同于常见的限定交易、价格歧视行为

的特点，又如价格垄断行为根据职责分工

应由发改委查处等。从结果上看，值得探

讨的问题是：第一，在未来的某个案件

中，忠诚折扣有无可能被工商系统认定为

限定交易行为，或者被发改委系统认定为

价格歧视行为？第二，如果忠诚折扣仅能

被认定为“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那么利乐案的认定是否“一劳永逸”地满足了

“国务院反垄断机构认定”这一限定条件，今

后省级工商局或发改委即可查处忠诚折

扣，还是在今后的案件中仍只有工商总局

或国家发改委才能查处忠诚折扣？ 

  

（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当事人实施的

忠诚折扣并非当然违法，而应适用“效果原

则”分析其是否排除、限制竞争 

  

从国外执法实践看，欧盟曾一度在霍夫曼

案、米其林案等案件中对忠诚折扣适用“本

身违法”原则，但自 2006年的托姆勒案起已

采取“效果原则”，既分析忠诚折扣对市场竞

争的排除、限制影响，也考虑被调查人提

出的经济抗辩理由；与欧盟相比，美国对

忠诚折扣的态度更为宽容，通常采取掠夺

性价格的分析规则，分析折扣后价格是否

http://www.g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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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乐满足，竞争对手为了从某客户争取“可

竞争部分需求”，不仅需要匹配利乐对于“可

竞争部分需求”的折扣后报价，还需补偿客

户由于减少从利乐的采购而损失的“不可竞

争部分需求”的折扣，即需要在利乐的折扣

率基础上提供更多折扣。此外，由于利乐

叠加使用多种折扣，导致竞争对手不得不

匹配利乐的最终折扣率，从而进一步降低

价格。[19]工商总局也对利乐前 30 大客户

的采购量、价格及折扣等数据进行了统计

分析，印证了模型分析的效果。 

  

第三步，对忠诚折扣的反竞争效果进行总

结。工商总局认为，在本案特定市场条件

导致“可竞争部分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利乐

的忠诚折扣迫使竞争对手不得不提出很低

的报价，提高了竞争对手参与竞争的难

度，甚至可能退出竞争。长期来看，利乐

的忠诚折扣使得竞争对手的销量和利润受

到限制，难以在长时期内与利乐以相似的

成本参与竞争，潜在进入者也会因为市场

预期的下降而止步，这两方面将导致包材

市场竞争的减弱，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 

  

综上，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并非“一刀切”地

禁止所有忠诚折扣。其仅禁止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的具有明显排除、限

制竞争效果的忠诚折扣。相比标准化折扣

为条件给予折扣，其后果是直接锁定了客

户的采购比例和采购数量。[16] 

  

由此可见，工商总局似乎认为增量折扣和

标准化折扣（对所有客户适用统一的折扣

条件和折扣率）不具有反竞争效果，而追

溯累计折扣和个性化目标折扣则可能排

除、限制竞争，应予重点关注。这与欧盟

的执法实践基本一致。 

  

第二步，将忠诚折扣与其所处的特定市场

条件结合分析。工商总局并未认定追溯累

计折扣和目标折扣当然违法，而是认为在

特定市场条件下，利乐的忠诚折扣具有明

显的反竞争效果。其核心是分析忠诚折扣

在多大程度上使得支配地位企业能够利用

客户的“不可竞争部分需求”限制和影响“可

竞争部分需求”，考虑的特定市场条件包括

不可竞争部分需求的大小、折扣幅度、实

施方式等。[17] 

  

工商总局在本案中对目标折扣的分析显得

直截了当，其实际效果似乎是对目标折扣

采取了接近本身违法的执法尺度。[18]对于

追溯累计折扣，工商总局则进行了较为详

细的经济学模型分析。由于部分客户对利

乐产品种类和产能的依赖以及利乐在提供

包装设备和技术服务过程中搭售包材，客

户的总需求中有相当部分系对利乐的“不可

竞争部分需求”；而由于这部分需求只能由

http://www.glo.com.cn/


 
5 

 

 

 

 

 

 

环球法律专递 | 2016 年 11 月 25 日 www.glo.com.cn 

 

 

 

 

 

 

 

 

 

 

 

 

 

 

 

 

 

 

 

 

本。此处的正当理由包括：降价处理鲜活

商品、季节性商品、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

商品和积压商品，因清偿债务、转产、歇

业降价销售商品，为推广新产品进行促销

等。 

  

根据《反垄断法》第 17 条第一款第（六）

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在没

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

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

遇。据此，除非有正当理由，经营者不得

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给予不同的折扣

水平或者规定不同的折扣条件。 

  

四、合规建议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例如单个企业

占有相关市场 50%份额）应当谨慎使用忠

诚折扣尤其是追溯累计折扣和目标折扣。

支配地位企业有必要以利乐案为契机，全

面审查包括但不限于忠诚折扣在内的折扣

政策，确保反垄断合规。 

 

尾注 

 

[1]具体来说，中国大陆是相关地域市场，

液体食品纸基复合材料无菌包装设备是相

关产品市场。其中，液体食品、纸基复合

材料、无菌包装分别从应用领域、使用材

料、灭菌技术等三个维度，共同将本案相

和增量折扣，目标折扣和追溯累计折扣受

到执法机构的重点关注。同时，不可竞争

部分需求的大小、折扣幅度、实施方式等

将影响对忠诚折扣是否具有反竞争效果的

评估。 

  

另外可予注意的是，工商总局在利乐案中

并未像欧美竞争执法机构一样进行“价格-成

本测试”（指测试竞争对手的最终报价是否

低于成本基准），也未考虑经济效率角度

的抗辩理由[20]。 

  

三、除忠诚折扣外，还有哪些折扣政策可

能违反《反垄断法》？ 

  

（一）对所有经营者而言 

  

根据《反垄断法》第 14 条，经营者不得固

定商品的转售价格，也不得限定商品的最

低转售价格。据此，经营者不得通过限定

商品转售时的最大折扣水平来限定转售价

格。 

  

（二）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而言 

  

根据《反垄断法》第 17 条第一款第（二）

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在没

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

售商品。据此，除非有正当理由，经营者

给予的折扣水平不得导致最终价格低于成

http://www.g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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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排除、限制竞争，被认定为“其他纵向

垄断协议”的可能性很低。 

[11]忠诚折扣的目的是实现客户的忠诚，例

如 80%的商品均从本方采购，某种程度上

具有限定相对人只能与本方进行交易的性

质。 

[12]忠诚折扣的手段是价格折扣，对达到特

定忠诚要求的相对人给予折扣，对其他相

对人不给予折扣，某种程度上具有价格歧

视的性质。 

[13]叶高芬：《欧美忠实折扣比较研究及其

对中国的启示》，《比较法研究》2010 年

05 期。 

[14]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37

页。 

[15]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38

页。 

[16]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38-39

页，第 44 页。 

[17]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40

页。 

[18]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44

页。 

[19]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40-44

页。 

[20]是否因为利乐未提出这方面的抗辩理

由，尚不得而知。 

 

 

 

关产品市场界定为包装设备市场中的特定

部分。笔者将相关市场的冗长全称抄录于

此，意在体现相关市场界定的复杂与精

微。 

[2]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14、

16、20 页。 

[3]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28 页。 

[4]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34 页。 

[5]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46 页。 

[6]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46 页。 

[7]依照《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工商总局可以“没收违法所得”，而且可以处

以销售额 10%以下的罚款。另值得注意的

是，工商总局并未说明作为罚款基数的“相

关商品市场销售额”指的是本案中竞争收到

排除、限制的包材市场的销售额，还是包

材市场、包装设备市场和技术服务市场的

合计营业额。 

[8]工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34 页。 

[9]叶高芬：《欧美忠实折扣比较研究及其

对中国的启示》，《比较法研究》2010 年

05 期。 

[10]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不具有市场支配地

位的经营者实施的忠诚折扣被认定为《反

垄断法》第 14 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国务

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纵向）垄

断协议”的可能性，但工商总局或国家发改

委迄今均未启用过这一兜底条款，而且如

下文所述，忠诚折扣仅在符合特定条件时

http://www.g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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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 本文及其内容并不代表环球律师事务

所对有关问题的法律意见，同时我们并不

保证将会在载明日期之后继续对有关内容

进行更新，我们不建议读者仅仅依赖于本

文中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进行任何决策，

因此造成的后果将由行为人自行负责。如

果您需要法律意见或其他专家意见，我们

建议您向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士寻求专

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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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静怡为环球北京办公室的律师助理，主

要执业领域为争议解决、反垄断与监管合

规、跨境投资并购。 

邮箱：panjingyi@g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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