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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在竞争法中的现状及课题，以及与刑事法的交叉点 

[日]中里 浩著  丁宇译 ∗ 

 

一、引言 

数字平台（以下简称“DPF”）对经营者的经济活动以及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而

言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为利用平台的经营者提供了超越物理、时间、地理制约的

广泛经营机遇。此外，市场和技术的变化非常迅速，而且现有技术很容易陈旧过

时，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围绕互联网形成的市场或者经济活动处于以下状态：在当

前拥有支配力的企业不断从市场退出的同时，竞争始终保持活跃。 

但是，有的 DPF 经营者在利益或者经济活动方面已经具有了超越国家的规

模。而且，DPF经营者往往运营多种业务，在借助间接网络效应而得以扩张和展

开的生态系统里，其自身也在利用平台的众多经营者所处的市场之中作为竞争者

而存在，并且通过对自身给予优待而获取利益，或者基于自身在生态系统中某一

市场所具有的支配力而对其他市场中利用平台的经营者通过收取高额使用费等

方式榨取不当利益的情况，也逐渐成为问题。 

此外，关于足以应对相当数量的访问请求并进行准确检索的搜索引擎和云数

据存储设施等为代表的尖端计算机技术的需求，以及关于极高数额投资的需求，

则成为了市场进入壁垒，导致了竞争日益困难、平台利用者日益集中的负循环。

在积累个人信息或商业数据从而使市场支配力[的形成、维持、强化或者不正当行使

——译者注]变得更加容易的过程中，不正当地取得个人数据，并且将现在或过去

的数据作为监视利用平台的经营者的手段而加以运用，使自身的销售战略居于先

发优势的行为也成为可能。另外，通过“个性化定价”的形式利用个人的销售记

录排除竞争者的情形也时有出现。这些行为在日本独占禁止法中涉嫌构成“不公

正交易方法”或“私人独占”，不过，在行政处罚（排除措置命令等）之外施加

刑事处罚的可能性则需要进行分析讨论。 

本文首先在第 1部分对独占禁止法中的刑事处罚的框架进行介绍，在第 2部

分对 DPF的特征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上，在第 3部分讨论与施加刑事处罚有关的

问题。 

 

 
∗ 作者单位：东京经济大学；译者单位：京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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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占禁止法中的刑事处罚的框架 

（一）独占禁止法中刑事处罚的补充地位以及告发的方针 

以达成独占禁止法第 1 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公正且自由的竞争）为任务

（同法第 27条第 1项）的公正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公交委”）具有行使职权

的独立性（第 28条），并且拥有对违反独占禁止法的行为作出旨在早日恢复受损

的竞争秩序的行政处分（排除措置命令、课征金纳付命令[前者相当于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并恢复原状，后者相当于行政罚款——译者注]）的权限。刑事处罚以及刑事程序

虽然对于抑制违法行为非常重要，但是只能发挥补充性的作用。 

公交委拥有对总检察长提交刑事告发（即所谓“专属告发”）的权限（第 96

条第 1项、第 74条）。不过，并非所有的违法行为都能成为刑事告发的对象。要

求对违法行为中的特定行为予以刑事告发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关于对违反独占禁

止法的行为进行刑事告发以及对相关刑事案件进行调查的方针》（以下简称《告

发方针》）将刑事告发的对象限定为下列情形，从而在刑事告发的阶段确定了刑

事处罚的补充性地位： 

1.被认为构成“在一定的交易领域中实质性限制竞争”的价格卡特尔、数量

卡特尔、市场分割协议、串通招投标、联合抵制交易[上述行为在日本法中属于“不

当交易限制”，对应我国反垄断法第 13 条所禁止的 4 种横向垄断协议，以及招标投标法第

32 条所禁止的串通招投标行为——译者注]、私人独占[该行为被广泛认为对应我国反垄断

法第 17 条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但内涵和分析方法与我国有很大差异——译者注]

等违法行为，而且对国民的生活造成广泛影响的重大恶性案件； 

2.涉及反复实施违法行为的经营者或行业，或者涉及拒不执行排除措置的经

营者等所实施的违法行为的案件中，被认为通过公交委下达的行政处罚无法实现

独占禁止法的立法目的的案件。 

关于 DPF经营者的行为，公交委到目前为止仅仅办理过与行政处罚有关的手

续，并未下达过刑事处罚，也没有实施过刑事案件调查手续。 

（二）独占禁止法中刑事处罚的特征——个人责任原则 

不当交易限制、私人独占、不公正交易方法均以“经营者”为实施主体（第

3条、第 19条），对经营者下达排除措置命令和课征金纳付命令，通常将法人实

施的违法行为作为前提。与此相对，在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则首先将实施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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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限制和私人独占的行为人个人满足构成要件作为前提。对刑事处罚作出规定

的第 89条[实施私人独占、不当交易限制、经营者团体垄断行为而导致实质性限制竞争之

罪。除该条外，第 90-94 条还规定了与垄断行为或者执法程序有关的其他罪名——译者注] 

中的经营者仅指自然人企业主，但是根据第 95 条第 1 项的规定，还可以对与实

行行为具有关联的个人以及作为业务主体的经营者加以刑事处罚（两罚规定）[关

于日本独占禁止法中个人责任和两罚规定的详细论述，参见根岸哲『注釈独占禁止法』（有

斐閣、2009）835 頁——译者注]。第 95 条第 1 项“除处罚行为人之外” 这一表述

的含义被认为是：未必要求对个人进行起诉，但是要求对个人而言违法行为成立。

以单方行为规制为中心的不公正交易方法则不属于刑事处罚的对象[不公正交易

方法的违法性标准为 “具有公正竞争阻害性”，低于前述行为的“实质性限制竞争”——译

者注]。此外，过去的刑事案件均为串通招投标卡特尔案件。 

 

二、DPF 行业的特征 

（一）双边市场 

在探讨 DPF 时很多情况下会谈到其具有双边市场的特征。1DPF 的一大特征

是双边市场具有超越了地理、时间、场所方面的因素（或者说制约）而将上下游

甚至完全不同的多个市场进行重叠式匹配的作用或功能。由于这种性质，就能够

以自身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市场（例如搜索引擎）为杠杆，在其他市场（例如音乐

播放市场）中行使市场支配力。 

与通常在单一交易领域（即合意的范围）中引发问题的卡特尔或串通招投标

相比，DPF 的违法行为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多个市场进行界定与选择。反过来说，

违法行为的对象市场的重叠性和广泛性为告发方针所规定的“对国民的生活造成

广泛影响”这一事实提供了根据。 

（二）DPF的双重作用 

DPF经营者以其核心业务（例如搜索业务、在线销售业务等）为基础，通过

进入与之相邻或者相关的多个互补型市场，可以将业务的整体发展成为某种数字

生态系统。在很多情形下，不仅是 DPF经营者自身，其他企业也会提供互补性的

 
1 白石忠志「プラットフォーム等の問題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ジュリスト 1508 号（2017 年）14 頁。

该文献在介绍了由同一经营者同时与多个交易相对人群体接触而成立的商业模式后，列举了物流平台中的

出品方与购买方、共享平台中的提供者与使用者、网站服务中的广告主与用户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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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务（例如地图、音乐、电子书籍等）。也就是说，DPF经营者一方面提供

“市场”这一对商品供应方而言不可或缺的基础，2另一方面，如果自身也在同一

市场内提供同类商品，还会与其他互补企业处于竞争关系。 

因此，DPF经营者作为需要平等对待各个竞争者的市场提供者的作用，和作

为利用平台的经营者的竞争对手的作用，二者并存，从而必然产生利益矛盾。在

运营市场以及提供商品服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优先于公平性

（即自我优待）的情况。进一步说，通过在 DPF开展业务来直接掌握各个商家的

商品购买记录等销售信息的方式，可以使得诸如挤压其他企业畅销商品并打开自

身商品销路等行为变得更加容易。 

为了防止上述情况，非常有必要在 DPF经营者的平台运营业务和同类商品服

务供应业务之间，建立起人际交流层面、组织层面、运营层面的防火墙。 

（三）间接网络效应 

间接网络效应是指，以 DPF 经营者作为中介而进行交易的两个用户群体之

间，一方的用户数量越多，对于另一方用户而言以该 DPF经营者为中介进行交易

就更加便捷高效的情形。间接网络效应与双边市场这两大特征相互配合，必然会

容易促进规模经济以及促进双边市场中的寡头垄断趋势的急速发展。这一事实为

告发方针所规定的“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基础，但是与此同时，在迅速恢复竞

争秩序的必要性方面，也产生了是否与通过刑事处罚纠正违法行为的做法相适应

的疑问。 

（四）数据聚集及其引发的担忧 

能够收集和利用大量数据的 DPF 经营者凭借通过高额投资获得的人工智能

而实现商品的高性能化，以至于数据聚集在特定的 DPF经营者的时候，就可能出

现数据集中在市场的一部分经营者手中，数据自身成为市场进入壁垒的情况。 

此外，在以取得个人信息作为交换而免费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情形下，DPF经

营者取得并且利用个人信息本身也会引发担忧。
3公交委的“对消费者优越地位

指南”表达了其对于不当地取得个人信息可能构成滥用优越地位的一些观点[滥

 
2 2018 年 12 月 18 日・経産省＝公取委＝総務省「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型ビジネスの台頭に対応したルー

ル整備の基本原則」2(1)①。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30/dec/kyokusou/181218betten1.pdf 
3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取委『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事業者と個人情報等を提供する消費者との

取引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以下简称“对消费者优越地位指南”）

中的引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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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优越地位是日本独占禁止法规制的一种不公正交易方法。根据第 2 条第 9 项第 5 号的规

定，是指利用自身在涉案交易中的地位方面较之交易相对人所具有的优越性，依照正常的商

业习惯来看不正当地，强迫交易相对人购买无关商品、为自身提供各种经济利益、无故退货、

迟延支付对价、少付对价、或者实施其他损害交易相对人利益行为的情形。我国现行法律对

上述部分行为有所规制，但没有明确采用“滥用优越地位”这一概念。学界在反不正当竞争

法修订过程中曾经对是否引入该制度有过激烈争论，但立法者最终没有引入该制度——译者

注]。 

接下来，“个性化定价”，也就是基于通过住址、年龄、职业、定位信息、操

作系统信息，以及借助 Cookie 中的其他网站浏览记录或者过去购买记录而获得

的信息，对各个消费者设定彼此不同的价格的做法也被视为问题。公交委指出，

这种做法虽然具有促进竞争的方面，但是如果有力经营者为了排除竞争者而仅在

与该竞争者处于竞争关系的范围内实施倾销，对公正竞争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可

能会被作为歧视性定价而引发独占禁止法上的问题。
4 

在构成要件的充足性方面，除了有必要探讨是否应当关注具体的信息取得行

为之外，关于如何在刑事审判中再现对象数据或者价格设定，还存在举证方面的

困难。 

 

三、与施加刑事处罚有关的问题（以实施层面为中心） 

（一）意思决定过程与实行行为的复杂性 

从制定经营计划到实施的过程不仅涉及国内法人，有时外国法人的意思决定

机构也可能成为该过程的主体，此外在国内也有可能涉及多个相关法人。仅在国

内具有法人格的 DPF经营者也可能基于双边市场特性而横跨多个业务部门，这样

一来，如果将单方行为作为刑事案件，那么有可能存在导致很难确定具体的实行

行为人（个人）的事由。 

（二）公交委实施的承诺手续或者审查终止决定的依据 

近来，在公交委实施的单方行为案件调查中，2020 年 7 月以后，5没有基于

对违法行为的认定而下达排除措置命令的情况。回顾对 DPF经营者的审查案件方

 
4 2021年 3月・公取委『デジタル市場における競争政策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書』50頁。 
5 マイナミ空港サービス株式会社に対する排除措置命令・2020 年 7 月 7 日 LEX/DB 30003474。该案以排

除了八尾机场内燃料供应业者（竞争者）的交易为理由而认定了私人独占。東京地判 2022年 2 月 10 日（公

取委審決等データベース）驳回了取消排除措置命令的诉讼请求（该案中诉讼是行为人一方提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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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排除措置命令需要追溯到 2011 年的 DeNA 案 6，此后通常是以公交委和经营

者之间达成合意完成承诺手续或终止审查的方式来处理 7。也就是说，与 DPF 经

营者有关的案例大多数处于仅仅被认为具有违法嫌疑的状态。公交委也积极表示，

对单方行为的处置不必局限于排除措置命令 8。 

其中，“审查终止”最终并不伴随具有实效性的措施，它不仅会降低 DPF 经

营者遵守独占禁止法的意识本身，还会大幅降低 DPF经营者对作为终止决定前提

的调查活动的协助内容的质量。对于经营者一方而言，“因为不会承受严厉的措

施所以没有必要协助调查”这样的意识会得到蔓延，而且，在经营者和公交委之

间也很容易出现构成要件与事实认定发生背离、纯粹将措置的内容与期间作为交

涉焦点的情况。要适用刑事处罚，首先有必要将公交委的审查方针重新设置为以

认定违法行为的成立为前提。 

（三）刑事处罚的补充性地位 

既然独占禁止法是将行政处罚作为主要的抑制手段，将恢复竞争秩序和防止

此后的违法行为作为目的，就不能忽视刑事处罚的补充性、谦抑性的观点。此外，

由于 DPF经营者是纯粹作为民营业务而实现发展壮大，即使自我优待或者榨取行

为构成对独占禁止法的违反，似乎也很难仅以行为的存在作为理由来要求施加刑

事处罚。在 DPF 经营者自身的规模
9和用户数量等要素之外，如果再考虑到诸如

涉案业务属于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预约业务这样的公共服务的对象业务，或者提

供对众多消费者而言日常不可或缺的服务等要素，那么，认定涉案行为符合告发

方针中“被认为是对国民的生活造成广泛影响的重大恶性案件”所需要的事实，

并且施加刑事处罚，就会变得相对容易。 

 

四、结语 

中国与欧美各国在积极对平台经营者采取严厉措施的同时，还致力于对竞争

 
6  对向与自身处于竞争关系的手机游戏平台提供社交游戏的开发者实施妨害行为的做法构成妨害交易而引

发排除措置命令的案件。株式会社ディー・エヌ・エーに対する排除措置命令・2011年 6 月 9日公取委審

決集 58巻第１分冊 189頁。 
7 2017 年以后的数字领域案件处理情况参见以下网页。算上已公布及未公布的最新案件，承诺获批案件有

3 起，审查终止案件有 9 起。https://www.jftc.go.jp/dk/digital/investigation.html（閲覧日：2022年 3 月 30日） 
8 2021年 12 月 15日付事務総長定例会見記録。https://www.jftc.go.jp/houdou/teirei/2021/oct_dec/211215.html
（閲覧日 2022 年 1月 10日） 
9 《设定<特定数字平台透明性及公正性促进法>第 4 条第 1 项中业务的区分以及规模的政令》（政令 2021
年第 17 号）中，将作为该法规制对象的“在线销售型平台”的年度国内营业额标准设定为 3000 亿日元，

“在线应用程序型平台”的年度国内营业额标准设定为 2000 亿日元。 



 54 

法进行强化和修订。美国司法部还对垄断化行为（谢尔曼法第 2条）的刑事处罚

化发表了见解。10今后在日本，也期待有关于更积极的平台规制与对私人独占等

行为的刑事处罚之间关系的讨论。

 
10  Ben Remaly, “DOJ looking for criminal monopolisation cases”, GCR, 03 March 2022, 
https://globalcompetitionreview.com/gcr-usa/department-of-justice/doj-looking-criminal-monopolisation-ca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