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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企业开出天价罚单
自从反垄断持续开展以来，

各种消息一直不断。反垄断部门

从最先开始调查的豪华车企到

一些日资企业，各家车企从最先

开始的隔岸观火到最后的纷纷

降价以求自保，从停止实施汽车

总经销商和汽车品牌授权经销

商备案工作到《 汽车品牌销售

管理实施办法》修改箭在弦上。

反垄断一直持续发酵，近一个月

以来已经开出了将近1 8亿的天

价罚单。

在8月末，国家发改委对住

友、矢崎、精工、电装、NTN和捷

太格特等1 2家日本汽车零部件

和轴承企业处罚1 2.35亿元，这

是反垄断部门针对汽车行业罚

款的第一枪，也是最具震慑力的

一枪。

此后不久，国家发改委分别

对保险行业协会和三家水泥有

限公司开出了将近1 .2亿的罚

单。在刚刚过去的9月1 1 号，湖

北省物价局对之前一直闹得沸

沸扬扬的湖北省奥迪经销商垄

断案件进行了最终的惩罚，对一

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处

以上一年度相关市场销售额6%

的罚款，共计2.4858亿元，对湖

北鼎杰等8家奥迪经销商罚款共

计2996万元。同日，上海市物价

局对克莱斯勒公司罚款31 68.2

万元，对上海3家经销商罚款

21 4.21 万元。

一个月时间不到，反垄断部

门共开出了 近 1 8 亿 的 天 价 罚

单，其中汽车行业占87%。而反

垄断还远远没有结束，相信随

着中国反垄断进入新常态，随

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不用

太 多 时 日 还 会 有 更 多 罚 单 开

出。未来反垄断执法也会更加

频繁、更大规模。

据公开披露的信息，201 1

年至今，国家发改委已开出1 1

批反垄断罚单，行业涉及医药、

电子、白酒、奶粉、黄金、旅游、眼

镜片、保险、水泥、汽车及零部件

等多个领域，罚金总额已超过人

民币32.5亿元。

反垄断不存在选择性执法
对于最近发改委的频繁出

招，一些外界人士声称反垄断是

选择性执法，只针对外国企业。

但随着反垄断的深入，这类说法

将会不攻自破。

从国家发改委处罚的罚单

上来看，根本不存在任何的选择

性或针对性。截至目前，国家发

展改革委共查处企业及行业协

会组织335家，其中外资企业33

家，约占查处企业总数的1 0%；

内资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302

家，约占90%。工商部门立案查处

涉及外资企业的案件2件，分别

为微软公司涉嫌垄断案和利乐

公司涉嫌垄断案，占案件总数的

5%。在商务部审结的875件经营

者集中案件中，按照注册地统

计，涉及境内企业的占45%，完全

由境外企业参与的占55%。事实

证明，不论中资企业还是外企，

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垄断

行为和事实，都将会接受调查和

受到相应处罚。

在 201 4 夏 季 达 沃 斯 论 坛

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日

在跟外国企业家交流时强调，

中 国 反 垄 断 调 查 所 涉 及 的 企

业，外国企业只占1 0%。中国反

垄断不针对特定企业，也不搞

选择性执法，希望进入中国的

外 企 能 够 遵 守 商 业 道 德 和 法

律，公平买卖。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 反垄断法》的实施，即表

明所有企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最近一段时间加大反垄断力

度，即表明国家助力维护市场秩

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如针对汽车行业的反垄断，对于

豪华车市场销售已经造成实质

影响，一些车企主动在整车、零

部件和维修三大领域主动降价，

而且从目前公布的销量情况来

看，主流豪华车企业增速普遍回

归到20%以下，消费者购车市场

更加公平化和购车需求更加理

性化。

“ 不论企业的规模、形态、

资本构成方式和所有制形式，违

反了《 反垄断法》，都应该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相应的法

律制裁，不存在选择性执法。”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

局局长许昆林在媒体采访时明

确表示。

北京40阿拉善沪上之站打响
青年报 车键

本报讯 9月1 4日，上海的越

野英雄们集结于天马山赛车场，

为BJ 40阿拉善英雄谱上海分区

的名额展开了激烈的比拼。越野

精英们经过了四驱挑战、沙地换

胎、轮胎障碍和沙地换胎等项目

角逐，BJ 40阿拉善挑战赛英雄谱

的倒数第二个名额也火热出炉。

BJ 40大漠召集的号令已响，

北京、成都、长沙三地完成集结，

越野高手的比拼让阿拉善的烽

烟提前燃起。京城挑战有知名车

手杜太广亲授“ 武林秘笈”，蓉

城比拼时“ 江湖大佬”BJ 2023更

是不甘寂寞，直接“ 穿越”到现

场观战。湘江畔的比武更是激

烈，热血泥地对决展现了惊人的

实力，宣告“ 无湘不成军”。

上海挑战赛吸引了数百名

湖南专业骨灰级越野迷以及爱

好者。继北京、成都、长沙、上海

站陆续结束后，BJ 40阿拉善英雄

会全国挑战赛将会在下周抵达

最后一个分赛场西安。

广汽丰田助力路跑嘉年华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人生是一场穿越四

季的奔跑。不论什么季节，何种

境遇，只有勇往直前，不断进取

地奔跑，才不枉此生。9月1 3-1 4

日，广汽丰田冠名201 4四季跑

（ 上海站）暨上海路跑嘉年华在

上海徐汇区滨江龙腾大道西岸

音乐公园举行。据了解，虽然近

年来COLOR RUN、高跟鞋跑等路

跑活动众多，但在一条“ 四季赛

道”上感受到视觉、听觉、嗅觉和

触觉在内的多感官4D体验却是

首次。作为国内首个自主开发的

趣味路跑项目，四季跑一经推出

就受到广大“ 跑友”的追捧。本

次四季跑以“ 爱·跑四季”为主

题，没有过长的距离，不追求飞

快的速度，更像是一场跑步的游

戏。选手们穿过春、夏、秋、冬四

季的4D场景，体验风吹雨打，狂

风暴雪，最终抵达终点。而环绕

现场的“ 不妥协”口号，更是给

了参与者莫大的感召力。诸多参

与这一活动的年轻人都说，四季

跑新鲜好玩，充满了年轻人特有

的活力与力量。

BMW 5系Li开启音乐私享会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9月5日，BMW在上海

新天地举办了BMW5系Li 联袂王

潮歌创新力作《 印象国乐》私享

会活动，为《 印象国乐》上海站

音乐会上演了前奏。在私享会活

动现场，BMW专业讲师许欣先生诠

释了BMW5系Li的创新理念。阮演

奏家冯满天先生和古琴演奏家陆

宁女士两位音乐大师，为现场嘉

宾带来灵魂碰撞与交融的音乐盛

会，让人过耳不忘的美妙演出，艺

术家以创新手法弹奏，赋予乐曲

以新的活力，碰撞出全新的灵感

火花，与BMW5系Li 携手《 印象国

乐》 所提倡的“ 创新，思变，共

鸣”的主题不谋而合。

BMW5系Li 携王潮歌创新力

作《 印象国乐》，与坚持梦想者

同行。不同于以往，《 印象国乐》

是一次对于音乐形态极具深度

的创新表达，是一场高度承载演

奏家灵魂的演出，是演奏家直面

观众，讲述自己音乐人生，探寻

精神领域的深刻表达。

创新背后的原动力是以人

为本的理念，需要尊重并满足人

们的内心情感。BMW的精神在于

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于对客

户最基本需要的每一处设计以

及对于将二者融合奉献给客户

的完美体验。作为BMW家族中最

为成功的车型之一，BMW5系Li

从上市伊始就承载着对梦想的

坚持和对最完美车辆的执着。

资讯

反垄断不存在“ 选择性执法”
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是根本目的

自8月份以来，反垄断部门持续发力，在一个月时间内开出了将近18亿
元天价罚单，其中约15.47亿元的罚单与汽车行业有关，占总罚单的87%。而
对于最近一些坊间流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3家反垄
断执法机构有关负责人均明确表示，反垄断不存在选择性执法。 青年报 左俊

●8月20日，发改委对住

友、矢崎、精工、电装、NTN和捷

太格特等12家日本汽车零部件

和轴承企业处罚12.35亿元。
●9月2日，发改委对浙江

保险行业协会和23家省级保险

企业处罚1.1亿元。

●9月9日，国家发改委对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

司、北方水泥有限公司、冀东水泥

吉林有限责任公司三家水泥企业

开出1.14亿元的反垄断罚单。
●9月11日，湖北省物价局

日前对一汽! 大众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罚款2.4858亿元；对湖北

鼎杰等8家奥迪经销商罚款共计

2996万元。
●9月11日，上海市物价局

对克莱斯勒公司罚款3168.2万

元，对上海3家经销商罚款共计

214.21万元。

[近一个月反垄断处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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