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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元等

6

家乳粉企业因违反《反垄断法》、限制竞争行为共被罚约

6.7

亿元，

成为我国反垄断史上开出的最大罚单。 但是消费者的担忧就能放下了吗？

2008

年

以来， 购买平价的放心奶粉似乎越来越成为国内消费者的奢望———高高在上的

“洋奶粉”不但价格越来越贵，而且近年来也频频曝出“质量门”；跌落低谷的国产

奶粉崛起之路还很漫长，价格也渐渐不便宜。

消费者信任的放心奶，何时才回到平价？

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不应该是一次性行动，而要有常态化监管，不能任由企

业耍“新配方、新包装”的小聪明。质监部门更该肩负起职责，不让问题奶粉流入孩

子的奶瓶。

罚单落地，产品价格或将“低头”，但消费者的担忧却仍然高悬。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经日

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订报电话：

028-86740011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

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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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

合生元发布公告称，正在接

受国家发改委的价格反垄断调查

7

月

1

日

媒体证实， 发改委对多家洋

奶粉进行价格反垄断调查

7

月

2

日

国内奶粉公司贝因美公告，

将婴幼儿配方奶粉下调出厂价（后宣布降

幅为5% ~20%）

7

月

3

日

被调查洋奶粉中， 惠氏率先

宣布降价，降幅平均11% ，最高达到20%

����7

月

4

日

雀巢证实下调奶粉价格

7

月

6

日

美素佳儿宣布将从8日起降

价，下调幅度为5%

� � � � 7

月

8

日

多美滋称， 将从7月9日开始

调整主力产品价格，降价幅度在5%以内

7

月

9

日

合生元公告称， 以赠送积分

方式变相降价

7

月

10

日

美赞臣宣布自7月16日降

价，降幅7% ~15%

律师：遏制不合理高价

针对此次涉及面广、 处罚金额巨大的

奶粉行业反垄断旋风，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嘉博士昨日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此次发改委对6家乳企罚款额是 《反垄断

法》实施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对于奶粉行

业不合理的高价现象将起到遏制作用，同

时对于其他行业也将起到警示作用。

另外，袁嘉表示，此次发改委的处罚决

定有两个亮点值得注意： 一是对违法行为

严重、 不能积极主动整改的或者不配合调

查的企业进行更高比例的罚款， 例如合生

元被处上一年度销售额6% 的罚款， 而雅

培、恒天然等只被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3%

的罚款； 二是对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

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提供重要证据，

并积极主动整改的惠氏、贝因美、明治公司

免除处罚，这是《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

二款的“污点证人”原则的适用。

业内：建议长期监管

在乳业专家宋亮看来，“仅是一次反

垄断调查是不够的， 应加强对市场不正当

竞争行为的长期监管， 以保证市场能够持

续保持健康、竞争有序的发展格局。”

而对于消费者较为关心的“洋奶粉涨

价的日子会否终结”“国产奶粉会否迎来

机会”等问题，宋亮认为，“就短期而言，国

内奶粉市场的格局不会变化。 国产奶粉的

根本问题是要把自己产品的品质做好，重

新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实习记者 关玉

昨日，在国家发改委对合生元、美赞成等6

家乳粉生产企业开出反垄断罚单后，被处罚企

业纷纷发布声明：认罚。

作为此次反垄断调查中首家被查的企业，

合生元由于违法行为严重、未积极主动配合发

改委的整改而被处上一年度销售额6%的罚款，

计1.629亿元。 该公司昨天发布公告称，“广州

合生元决定放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出行政诉

讼，将及时通过支付上述罚款以履行行政处罚

决定书的处罚决定。”

美赞臣方面表示，“美赞臣被处以二亿零三

百七十六万元的罚款，为此我们将不准备辩驳。”

雅培方面则表示，“雅培被处以7700万元

人民币的罚款。我们已经同意缴纳罚款。”多美

滋接受媒体采访并发声明表示，公司尊重发改

委做出的反垄断处罚决定，并将积极做好整改

工作。富仕兰同样表示，接受发改委的处罚决

定，并实施相关的整改措施。

恒天然被罚0.0447亿元后， 恒天然大中华

及印度区总裁K elvin�W ickham 表示，将接受中

国发改委的调查结果。

8月6日收到发改委 《免除行政处罚决定

书》的贝因美随即也公告表示，公司的违法事实

构成了价格垄断。 但鉴于公司主动向发改委报

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

发改委决定对公司免除行政处罚。与贝因美、明

治同样被免除行政处罚的还有惠氏。

合生元、美赞臣、多美滋、雅培、富仕

兰（美素佳儿）、恒天然等乳粉生产企业

究竟是如何操纵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

的？它们“知法犯法”向消费者攫取高额

利润的“底气”何在？记者就此进行了深

入采访。

说一套， 做一套———合同中声明建

议零售价只具有参考意义， 绝不会强制

下游经营者执行， 但实际管理中对低于

建议零售价销售的经销商给予警告、威

胁终止合作、 限制或停止供货等一系列

惩罚手段。

随意扣减返利———凡经销商不“完全

遵照”公司价格政策，便拿不到销售返利。

动辄停止供货———“贵司二三段奶

粉低价海报行为已扰乱我公司市场行为

……”当发现经销商擅自打折促销时，一

家涉案企业发出了停止供货警告。“除了

上述操控价格手段，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

现涉案企业采用合同约定、直接罚款、变

相罚款等其他手段控制经销商涨价，这

些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是导致目前

大牌奶粉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国

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

许昆林说。

由于乳粉企业对经营者的严格控

制， 使得很多经销商向涉案企业要求高

利润保障，致使销售渠道费用高涨，也是

推高奶粉价格的一个重要原因。

统计显示， 我国配方乳粉的渠道费

用占比高达20% ~40% ， 远高于其他国家

的4% ~14% 。 中国社科院教授王晓晔说，

涉案企业敢于知法犯法， 底气来自被垄

断的市场。 巨大的市场需求让很多外资

奶企自我感觉良好， 而消费者对洋奶粉

品牌信任度也高， 消费者的追捧也使得

涉案企业屡屡提价更有底气。

新华社

（相关报道紧转

30

版）

昨日上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开出了中国

反垄断史上最大的一笔罚单，美赞成、合生元

等6家乳粉生产企业因违反《反垄断法》限制

竞争行为，共被罚款6.6873亿元（约6.7亿元）。

在9家前期接受反垄断调查的企业中，惠氏、贝

因美、明治等3家企业因积极配合调查、提供重

要证据，并积极主动整改被免除处罚。

发改委罚单开出， 被罚企业纷纷声明认

罚。至此，从今年3月开始对乳粉生产企业进行

的反价格垄断调查有了阶段性结果。但发改委

表示，涉案企业的整改措施仍在逐步落实中。

9家奶企 4类处罚

据国家发改委称，在调查过程中，涉案企

业均承认自身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涉嫌违法，

并且无法证明其控制价格的行为符合《反垄断

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豁免条件。因此，依据《反

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发改委决定对其

中6家乳粉生产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进行处

罚，共处罚款6.6873亿元。

其中，对于违法行为严重、不能积极主动

整改的广州市合生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处上

一年度销售额6%的罚款，计1.629亿元。

对不主动配合调查但能积极整改的美赞

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4%的罚款，计2.0376亿元。

对能够配合调查，并主动整改的多美滋婴

幼儿食品有限公司处上一年度销售额3%的罚

款，计1.7199亿元；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被处上一年度销售额3% 的罚款， 计0.7734亿

元；富仕兰食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被处上

一年度销售额3% 的罚款，计0.4827亿元；恒天

然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被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3%的罚款，计0.0447亿元。

惠氏（中国）公司、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

份有限公司、明治乳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

关情况、提供重要证据，并积极主动整改，因而

免除处罚。

删除资料 知法犯法

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负责人介绍，今年3月，他们接到了对乳粉企业

的举报，有证据表明，这些企业的产品在中国

市场价格偏高， 从2008年以来涨价幅度达30%

左右，已涉嫌价格纵向垄断。

在接到举报后，发改委着手开始调查。从5

月份开始，发改委共派出26个调查小组，300多

人次陆续到相关企业正式调查。被调查的企业

包括合生元、美赞臣、多美滋、雅培、富仕兰、恒

天然、惠氏、贝因美、明治等。

据该负责人介绍，这些被调查企业的配合

程度不一，有的企业第一时间就把有关情况报

告了，有些企业则拒绝调查。据该负责人透露，

在调查组对上海一家涉案企业的调查过程中，

调查组早上9点进入公司，直到晚上8点多才提

取到少部分资料，业务人员始终拒绝调查。

另外， 一些被调查企业故意隐匿资料，提

供虚假材料，也给调查执法增加了很大困难。

上述负责人士介绍说， 有一家企业，2011

年时已把合同改得很“干净”了，所以调查人

员去的时候，称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

们通过经销商了解到的，这家企业同样存在着

控制经销商转售价格的问题，所以在第二次去

的时候，我们就搜查了该公司的电脑，从删除

的邮件里恢复了相关的资料。”

调查组发现，在恢复的邮件里有这样的内

容，明确提示员工控制经销商转售的价格，“跟

零售商沟通价格时，不建议用书面沟通，给对

方留下文字证据。根据《反垄断法》，供应商

不得控制市场价格， 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操

作。”———这是一封被截获的涉案奶企邮件，

表明一些涉案奶企对操控价格系明知故犯，

知法犯法。

“这明显的是知法犯法，当我们把这个展

示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也表示无话可说，

承认违法也认罚。”对于企业这样的行为，上述

负责人称，“有的企业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没有

拿到它的证据都不承认。”

被罚奶企迅速表态：接受处罚 放弃复议

被罚乳企操纵价格内幕：

“建议零售价”不只是建议

各方说法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7日就近期经贸

热点问题接受了采访。

针对有报道称，继葛兰素史克行贿丑闻爆

发以来，赛诺菲、礼来这两家大型外资药企日

前也遭到中国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人认为这些

调查重点针对外资企业，沈丹阳表示，所谓调

查重点针对外资企业的说法毫无依据。依法查

处此类案件，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

于完善、优化投资环境，努力为各国投资者创

造公平、平等的竞争机会。相信依法查处违法

企业将有利于增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信心，而

不是相反。

针对有报道称，中国在新西兰乳制品企业

发现其产品可能含有肉毒杆菌后已全面停止

进口所有产自新西兰的奶粉， 沈丹阳表示，经

中新双方核查， 初步确定有4家中国境内进口

商进口了可能受到肉毒杆菌污染的新西兰恒

天然集团生产的乳制品。商务部、国家质检总

局等部门对新西兰乳制品受污染事件高度重

视，已要求新方及时向中方通报情况，采取切

实措施防止问题产品影响中国消费者健康，进

一步加强其对出口到中国的乳制品的检验检

疫监管。同时，要求进口商召回可能受污染的

产品。

新华社

商务部：反商业贿赂调查并非针对外企

制图 帅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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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富仕兰即美素佳儿）

波音欲在华建组装线

抗衡空客

详见《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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