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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及資深行政人員協會 

就 

競爭法詳細建議公眾諮詢文件 

意見書 
2008 年 8 月 

 
 
 
引言  
 

特區政府於今年五月公布「競爭法詳細建議公眾諮詢文

件」，就政府未來制定的跨行業競爭法基礎條文諮詢公眾。

政府強調，引入競爭法的目的，是要保障香港社會有自由公

平的營商環境，但在過往的諮詢過程中，有不少意見反映，

由於新法例是要規管企業的營商行為，企業需要一段時間適

應，並可能會增加營運成本。鑑於新法例影響深遠，香港專

業及資深行政人員協會轄下經濟發展委員會經研究該文件

後，提出如下意見： 

 

 
一．調查與審裁職能應分管 
 
就競爭事務委員會兼具調查與審裁職能，我們對此表示有保

留。雖然文件建議委員會內部要把調查與裁決的職能分開，

又提出調查小組成員的委員會成員，將不得參與審理個案，

但政府明言，委員會兼具調查與審裁職能，可確保委員會有

效率而又連貫一致地作出裁決，這就令人擔心，委員會權力

過大，缺乏制衡；此外在處理個案時，也可能出現偏頗的情

況。因此，我們建議調查與審裁的職能應分別由兩個機構負

責，審裁職能可交由競爭事務審裁處或法庭負責。  
 
此外，由於競爭法在香港乃是新的法例，我們擔心競爭事務

委員會和審裁處在裁決個案時，欠缺清晰的準則作為依據，

加上沒有先例可供參考，因此相信，委員會和審裁處作裁決

時，相較訂有專業或行業守則的專業團體將更為困難。（建

議 5 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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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會規模有欠交代 
 
競爭事務委員會設有一名全職行政總監，作為委員會行政機

構的主管，但除此之外，文件沒有提及委員會的組織架構及

其營運預算，由於競爭法規管範圍廣闊，實令人擔心委員會

的行政架構規模過大。有人便指出，美國、歐盟、英國和澳

洲的競爭規管機構，動輒也有數以十億港元作為財政預算；

而英國規管當局為了符合財政預算，把每年處理案件的數

目，定為平均十宗。就此，我們建議政府參考海外地區的規

管機構安排，訂出符合香港情況的行政機構組織架構，以及

其每年的營運預算，並在草擬法例之前諮詢公眾。(第二章第

6 段）  
 
三．罰則過重 
 
政府建議，競爭事務審裁處可對違反「行為規則」的行為，

判處超過一千萬元以上的罰款，以及裁定某人在五年內不可

出任公司董事或高層管理人員。我們認為，取消出任董事資

格的罰則過重，不利個別人士日後從事企業管理工作，建議

降低年期，或改由其他罰則代替。 (建議 29) 
 
四．限制委員會的調查權力 
 
競爭事務委員會擁有調查權力，調查可能違反競爭法的行

為；當委員會行使調查權力時，不但可要求有關一方出席會

面陳詞，或提供文件或資料，還可在裁判司簽發搜查令後入

屋搜查，並搜集相關資料。而委員會在裁定企業行為違反競

爭條文之前，可讓受查一方作出申述。我們認為，由於委員

會的調查權力頗大，難免對受查的中小企業構成一定的壓

力；如果有關指控乃無中生有，對企業無疑是一種滋擾。因

此建議委員會應在「較有可能」(而非諮詢文件第 7 段中訂明

的「合理理由」)相信違法行為已經發生，方可行使調查權力。

（建議 7,8 及 11) 
 
五．對規管合併行為作出平衡 
 
就應否規管企業合併，政府在獲悉公眾對此意見分歧後，認

為可讓公眾進一步討論，並建議法例生效後一段時間，在檢

討法例時才考慮是否加入規管合併條文，此舉反映政府就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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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合併行為採取迴避的態度。事實上，社會普遍意見認為，

制定競爭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規管大企業濫用其於市場上

的強大力量而作出的商業行為（例如石油公司和超級市場

等），包括企業透過合併與收購意圖操控商品格價。因此，

若競爭法不處理企業的合併與收購行為，但反而為中小企帶

來多一層的困擾，似乎並不符合社會對該法例的期望。  
 
但我們知悉在自由經濟體系裏，企業的合併與收購活動，是

很普遍的策略性商業行為，若競爭法對此等活動作出過份的

規管，將不利香港營商環境，也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因此本會認為，在平衡社會期望和維持香港競爭力，以及考

慮到中小企業容易誤墮法網的情況下，政府不宜對企業的合

併與收購活動作出過份的規管，但應制訂措施，支援中小企

業以符合法例或指引的要求。（第三章 19 至 25 段 ) 
 
 
六．市場界定具爭議性 
 
政府在文件中，提出在競爭法草案中若干詞彙的定義，例如

「企業」和「橫向協議」等，但卻沒有就「市場」提出清晰

的定義。制定競爭法的目的，是要禁止企業藉著其在市場上

所擁有的支配地位或強大市場力量，削弱對手的競爭能力。

但政府的討論焦點，卻只在企業的市場佔有率，忽略了對「市

場」的界定。雖然香港市場小，但市場體系錯綜複雜，一項

產品和服務的市場範圍有時出現含糊和具爭議性，因此，當

競爭事務委員會要判斷某企業在市場中的佔有率之先，便很

可能要和受查企業就「市場」定義作一番激辯，由此可見，

市場的界定絕不是容易的事。若處理不當，亦可能扼殺市場

上一些有創意的新產品或服務的健康成長。或者，亦可考慮

以市場的經濟規模大小作界限，使著眼點集中在大市場、大

公司。（建議 27) 
 
七．豁免機構有待澄清 
 
豁免方面，政府建議競爭法不適用於政府或法定機構，但我

們認為「政府或法定機構」的界定有含糊的地方，例如政府

所持有股份的公司，是否也應包括在不適用機構名單之內

（香港鐵路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等）。雖然政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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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公營部門的活動差不多一定符合豁免和豁除的準則，但

事實上，有些公營機構提供的服務，在市場上也有由私營機

構提供，例如郵件快遞和會議展覽服務；由此可見，即使某

公營機構的主要職責，並不是從事經濟活動，但其某些行為

卻涉及經濟活動。因此這些機構應否獲得豁免，實值得公眾

討論。（建議 50) 
 
同樣，政府建議營運「符合普遍利益的經濟服務」的企業，

可獲豁免受「行為規則」所監管，但如何界定「普遍利益」

實有頗大爭議性。一般理解，涉及普遍或公眾利益的企業，

尤指公共運輸、供水、供電和石油企業。有些人認為，這些

企業實際上在市場上處於壟斷的地位，因此有哪些企業可因

「普遍利益」而獲豁免，將引起社會激烈討論，我們建議政

府應就該項豁免廣泛諮詢公眾。（建議 48) 
 
此外，法定專業團體和行業商會在市場上提供特定專業服

務，並賦予部份會員提供特定服務的資格。例如，委任國際

公證人，中國委任公證人等資格，並由該相關公證人協會訂

定公證收費 低標準，這些規定及任命實際上有助提升專業

水平和服務質素，故此該些機構或團體應免受「行為規則」

所監管。（建議 50) 
 
八．支援中小企業 
 
本會注意到中小企業普遍擔心，競爭法會引致企業內部因遵

從新法例，而需要為人力及法律服務投入資源，從而增加營

運成本；此外，大企業為求削弱中小企業競爭對手的能力，

利用競爭法向中小企作出無理投訴，甚至提出訴訟，意圖打

擊他們的營運。縱然政府建議競爭事務委員會至少一名成

員，具備處理中小企事務的經驗，又要求就「行為規則」和

調查投訴發出指引，設立「低額」模式，審裁處可不審理無

理取鬧的申索等，但我們認為有關安排仍不足以釋除中小企

業的疑慮。  
 
為此，我們要求政府向中小企提供合適的顧問服務，協助中

小企解決因遵從競爭法要求所遇到的困難，及減少不必要的

額外成本。為消除中小企業的疑慮，應修訂建議第 37 項，

直截了當列明「審裁處如認為任何訴訟欠缺理據或無理取

鬧，將不會審理有關訴訟。」（第四章第 37 項建議及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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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為著香港的長遠發展及有更公平的營商環境，制定競爭法是

有需要的。競爭法乃嶄新的法例，涉及監管各行各業的營商

行為，對香港作為自由經濟體系的商業社會有著深遠的影

響。因此為維持香港優越的營商環境，本會建議特區政府必

須小心處理有關法例，而規管機構的模規和權力也不宜過

大。從諮詢文件所顯示出的法例框架，存有很多灰色地帶，

包括競爭事務委員會和競爭事務審裁處在缺乏案例參考的

情況下，如何界定「市場」和作出裁決，有哪些公營機構因

為業務涉及「普遍利益」而可獲豁免等，這些均有待政府在

吸納了公眾人士意見後，盡早作出澄清。此外，我們也擔心

競爭法對中小企業造成一定的壓力。因此，政府應在草擬競

爭法期間，積極就草案各項細節諮詢各大小商會，吸納了各

界意見之後，才向立法會提交正式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