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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而言，过去的二十年是一个非常时期 – 通过“移动奇迹”，

ICT 的益处被带到全世界几乎所有人的身边。国际电联一直处在这一变革势头的 前沿，如今则致

力于继续带动本行业及其它行业产生积极的变革。现在是迈出下一步的时候了 – 无论人们身处何

方，境况如何，宽带的益处应惠及人人。这并非是单单为了连通而连通，甚至也不是为了使人们获

得实实在在的社会交往的利益，它关乎的是利用宽带技术 – 特别是移动技术 – 的力量，使我们的世

界变得更加美好这一宏大目标。 

2010 年，国际电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成立了宽带数字发展委员会，意在鼓励各国政府

落实国家宽带规划，提高对宽带应用和业务的接入能力。该委员会由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和卡

洛斯•斯利姆基金会（Carlos Slim Foundation）总裁卡洛斯•斯利姆共同担任主席。宽带委员会拥有来

自政界、业界、学术界和跨国机构的约 60 名成员，所有成员均为其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在 2011
年 10 月于日内瓦举行的宽带领导者峰会上，宽带委员会认识到宽带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现

代基础设施，制定了旨在促进宽带政策的普及并提高宽带价格可承受性和使用率的四项新目标。当

前，我们需要能够促进竞争、创新和市场增长的不落窠臼的模式，使全世界的所有公民均可以享受

伴随宽带而来的机遇。 

国际电联是 ICT 和电信领域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在国际电联，通过普及宽带进步所产生的益处

并抓住其中的机遇，我们致力于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国际电联的三个部门 – 无线电

通信部门、标准化部门和发展部门 – 正在一起努力应对这些挑战，惟有团结起来，众志成城，才能

确保向全世界提供平等接入。《国际电联宽带系列报告》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做出的一份贡献。 

 

 

 

国际电联秘书长 
哈玛德•图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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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宽带已成为 21 世纪的重中之重。我相信，作为经济和社会增长的助力，宽带的变革性力量将

使其成为增进人民的权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技术和业务创新的环境、促使商业流程和整个社会发生

积极变革的重要手段。在下一个十年和更长的时期内，宽带采用率的提高将不仅取决于向消费者提

供宽带支持的种种业务和应用的范围，而且还取决于向消费者提供此类业务和应用的相关性和经济

可承受性。尽管插上宽带羽翼的未来所产生的利益无需多言，但这场宽带革命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

新问题和新挑战。 

有鉴于此，国际电联推出了新的《国际电联宽带报告》系列。2012 年推出的该系列的首批报

告重点关注宽带的 新政策、监管和经济方面。其它方面和主题（包括市场分析、宽带基础设施和

部署，以及基于宽带的应用）将在后续报告中予以涉及。此外，还将提供一系列案例研究，作为国

际电联向其各类不同的读者 – 尤其是 ICT 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 – 早先提供的资源的补充。  

有若干理由可以说明本新的系列报告的重要性。首先，这些报告侧重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均特别关注的议题。第二，所有报告均建立在国际电联公认的专长领域上，并通过成员国定期提供

的反馈得到充实。 后但并非是 不重要的一点是，本系列报告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对宽带数字

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国际电联宽带报告》将探索按期实现宽带委员会新近制

定的目标的途径并提供具体指导。这些目标虽然雄心勃勃，但却是可以实现的。由于宽带是一个增

长迅猛的领域，我们需要不断地积累知识，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走向兴旺发达，朝着未来不断发展

前进。 

因此，我自豪地宣布《国际电联宽带报告》首批报告问世，并期待着国际电联在生机勃勃、令

人振奋的宽带生态系统领域的工作取得更大成就。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主任 
布哈伊马•萨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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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世界各地，宽带网络及其所接入的各种业务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一个部分。

技术和使用模式千变万化，正在走向融合的 ICT 行业的面貌与二十年前传统的电信环境相比已经有

了天壤之别。 

这些变化向监管政策提出了挑战。 

• 在相关技术迅速演变、宽带网络提供接入的业务在范围上不断扩大而且变化繁多的情况

下，监管机构应如何确定应加以监管的市场？ 

• 它们是如何解决确定哪些运营商拥有市场力量这个问题的？ 

• 政策制定者应针对那类行为制定监管政策？监管机构应如何处理对消费者有效和有利、

同时又具有反竞争效应的商业策略？ 

本报告将融合的宽带世界的若干突出事实作为出发点。在新型创新业务不断涌现的推动下，宽

带需求呈现巨幅增长。推动消费者宽带连接选择的力量是各种业务而不是支撑业务的技术。融合所

带来的规模经济反映在业务捆绑方面。随着移动宽带业务不仅在固定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而且在固

定线路覆盖几乎普及的发达国家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接入技术共存的局面。 

本报告接下来讨论了这些情况对于市场定义的影响。它首先概括了监管和竞争主管部门为确定

相关市场边界而使用的重要原则，随后考察了不同的宽带技术可被称为按照这些原则开展相互竞争

的范围。 

尽管一些零售消费者可能无从选择宽带的连接方式（例如，他们的要求过于特殊，因此只能通

过一种技术加以满足；或者，他们的居住地仅有一个网络），但这并不影响到对市场的定义。确定

市场边界并非是通过那些无法更换服务提供商的消费者，而是通过那些能够更换服务供应商的消费

者。因此，差距甚大的技术可通过一连串替代连接起来。同时，即使不同的技术可以展开技术能力

的竞争，市场还是可以通过网络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排他性协议或业务捆绑而陷入分隔状

态。 

有关移动和固定宽带业务是否处于同一个市场这一问题的简短讨论，提供了如何可将这些考虑

因素应用于实践的实例。毫不奇怪，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动和固定宽带网络能力的差距在现

有的业务范围内影响到终端用户的程度 –  随着新业务的涌现，它也许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业务在市场划分方面的作用表明，市场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 – 因此，

即使目前移动和固定宽带业务具有很大的替代性，但随着宽带密集型业务的日益开发，这种替代性

可能会逐渐丧失。重要的是，市场边界不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技术的能力（即，技术所提

供的容量及所支持的业务）决定的。 

这些不断变化的市场定义对于确定市场力量关系重大。但是，融合的影响还不仅限于对市场边

界的简单再划分。对宽带需求的迅猛增长以及对网络能力投资的需求 – 无论是改善现有网络或建设

新网络 – 都会使竞争性质发生变化。这类投资一般均会创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填补的多余容量。

在此期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能会远远超出对市场结构的粗略考察所能体会到的。无论在任何地

方，促进基础设施方面的竞争均可能有助于培育创新精神、支持业务的差异化，并提升普及率。 

在评估市场力量时，应考虑到业务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以及捆绑策略的效应。极有可能出现的情

况是，提供宽带业务的市场力量会来自于传统上属于监控对象的市场。这也许说明，应扩大监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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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职责范围，使之包括电视节目编排这类业务。事实表明，这类业务在提升宽带业务普及率方面

的作用显著（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 

然而，简单地扩大监管控制的范围可能不是应对这些新型挑战的 佳方式。需要牢记的是，监

管干预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激励创新方面），因此应谨慎地使用这类干预，鼓励发展竞

争，而不是跟在竞争市场的成果后面步步紧逼。考虑到为满足更多的宽带需求所需要的大规模投资

（包括为更多终端用户提供服务以及为单个连接提供更大带宽），监管机构需充分了解其决策对投

资动机的影响。习以为常的方法（例如，制定成本导向的接入费用）在这方面存在着缺点。这些缺

点目前虽然还未被人们充分认识，但今后必须加以克服。 

同时，针对监管范围内的违法行为以及为选择应实施的救济或限制措施制定迅捷有效的硬性规

定也将变得更为困难。由于融合世界中的商业策略更加复杂，个案评估方法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可能意味着更加依赖于一般性竞争政策，或者意味着监管义务性质的变化，使之变得更像是竞争

政策。当然，一般性竞争政策下的程序细则（例如，可根据程序细则强制执行的某项许可附带的一

般性公平交易条件）可能会完全不同于一般性竞争法的条款，但救济措施可能需要增加指导性，减

少指令性。即便是在一般性竞争法日益重要的领域，监管机构的行业专长仍具有极大的价值。 

这种情况导致的一种直接后果是，针对宽带生态系统和经济状况迥异的形形色色的司法管辖区

提出一刀切式的一般性监管政策建议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奢望。为处理融合带来的各种问题，可能

需要根据特定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完全不同的措施。然而，所有这些措施 终都源于对重要政策原

则的共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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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年来，事先监管一直是信息通信技（ICT）行业的显著特征。特别应当指出，在由国有垄断

机构建造和运营的电信网络实行民营化或电信服务提供实现自由化的过程中，监管在促进竞争和保

护 终用户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关监管控制措施旨在确保对不宜复制的网络基础设施的控制不

被用来妨碍价值链上其它部分的竞争或对 终客户进行超额收费，从而损害 终用户的利益。 

在这一过程中，监管机构主要依靠向具有市场主导地位的公司（试图阻碍竞争的发展或剥削客

户）施加事先监管义务来实施监管。当然，上述行为也由竞争法予以规管。例如，诸如新西兰等国

家 初完全依赖竞争法来推进自由化进程。1然而，由于竞争法的核心是在事实发生之后逐案确定

违法乱纪行为，因此，采用竞争法规定的解决方法可能十分缓慢，由此人们普遍认为施加事先义务

更为有效。 

通过批发接入义务2将服务提供与下层网络基础设施相分离，并通过施加互连义务促进部署相

互竞争的基础设施带来了服务和网络基础设施两个领域都出现竞争的局面。诸如本地环路等网络元

素 终可能无法复制（或至少无法以经济可行的方式复制），但随着电信市场逐步发展为更为广泛

的 ICT 行业，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的老牌运营商的市场份额都已急剧缩减。 

在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的初期阶段，确立应对哪些运营商进行监管以及应对其施加怎样的监管义

务是较为一目了然的。 

• 可以非常明确地将服务与下层网络技术相区分（固定和移动话音服务，或本地、国内和

国际呼叫，这些均反应了其提供所涉及的网络部分）。服务与下层技术之间的这种紧密

联系为国家监管机构（NRA）确定 ICT 市场奠定了明确基础 – ICT 市场可酌情划分为零售

和批发服务市场。 

• 将市场与下层技术进行界定之后，亦可较为直接明了地确定应对哪些运营商施加监管义

务。往往通过简单的市场份额衡量指标即可在相关市场上明确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SMP）的运营商（尽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于 1993 年宣布，虽然 AT&T 的市

场份额超过 55%，但其在市场上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表明，标准的竞争分析始终

在发挥着主要作用）。3 

• 通过施加旨在支持新网络运营商的互连义务可以 佳地促进竞争的出现，同时批发接入

义务有助于在缺乏下层网络基础设施竞争的时候开展服务竞争。毫无疑问，此间必须做

出权衡：例如，降低接入收费可能会促进服务竞争，但参与投资新基础设施的相关方面

将面临更多困难；而更高的收费将激励对新基础设施的投资，但在短期内将损害 终用

户的利益。然而，如果以传统垄断网络基础设施为出发点，则不难做出多数选择。 

                                                             
1  新西兰的市场自由化进程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新西兰电信于 1990 年实现了私营化，但十年之后新西兰才引

入了针对行业的监管。欲了解简单概况，请查阅国际电联  – infoDev ICT 监管工具包中的新西兰做法说明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2597.html）。 
2  “接入义务”在此为简称，系指一系列向受监管的公司施加的义务，包括要求相关运营商以基于成本的价格提

供接入且其条款条件应是透明公开和非歧视性的，并由相关成本核算和会计分离义务支持。 
3  欲详细了解 FCC 的分析说明，请见 Jamison 及其他人的论著（2009）。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25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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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方面进行的成功监管使诸多上述确定性不复存在。随着竞争的发展，人

们需要评估消除事先监管控制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现有的保护消费者免

受反竞争行为伤害的工作可交由国家竞争管理机构（NCA）完成，或可由同时拥有竞争管理权的

NRA 实施竞争法，从而消除监管义务。 

此外，近年来技术的根本性变革已逐渐消除了服务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欧洲委员会 2003 年有

关以涵盖电子通信网络和服务所有方面的框架取代推进自由化进程的电信监管框架（1998 年的所

谓“开放网络提供”（ONP）框架）的决定即说明监管机构是如何应对融合的（便于若干不同网络

提供相同服务）。尽管这一方面意味着网络间的竞争可能会更加有效，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任何单个

网络都可以比以往提供更大范围的服务接入，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 

与此相适应，人们对数据服务和宽带的需求与日俱增。在若干国家，还随之出现了提升现有基

础设施（如 xDSL 服务）、部署新的网络（光纤接入网）的投资和/或改善和提高无线网络能力和扩

大其容量的局面。 

宽带融合具有若干影响： 

• 传统的网络技术与通过网络提供的服务之间的联系被削弱甚或不复存在。这意味着未来

不同类型网络更可能实现相互之间的替代。 

• 利用得到改善的网络能力，加大捆绑服务和产品（双网、三网和四网合一）的普及。 

• 需要对网络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 网络转变为将服务提供商与 终用户汇聚一起的平台。 

本报告的论点是，由于这些发展变化，确定市场和明确市场主导地位（以决定需要在哪个环节

进行事先监管）以及应为哪些公司施加监管义务等工作正变得更为复杂： 

• 由于提供服务的具体网络的相关性减少，市场界线可能会在零售层面发生变化，因此捆

绑服务的特性将会更加重要。 

• 在批发层面，随着不同网络变得更具有相互替代性，可能会在传统上不受 ICT 监管的服

务方面形成市场主导地位（如，诸如加价电视节目等“必须拥有”内容（能够推动连接

的腾飞发展）或可专门在一些网络上提供的移动支付平台）。 

• 可能需要更加强调市场的平台性质（或多面性质），即，宽带网络运营商基本上为两个

方面提供服务 – 希望触及到 终用户的服务提供商和寻求获得服务的 终用户。 

• 与促进对现有基础设施的接入相比，可能需要更加注重促进对新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

资。 

• 有必要针对采取监管解决方法和解决方法成为既定方法所需时间考虑市场可能发生变化

的速度——必须避免旨在解决过去问题的监管扼杀创新并使市场发展发生倒退的情况的

发生。 

所有这些均表明，事先确定问题可能产生的环节并出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控制措施会变得日

益困难。因此，更多地依赖事后应用竞争法可能更加适当，无论是通过 NCA 的更大介入还是通过

NRA 同时加强自己的竞争管理权力。监管义务可能需要从简单的接入和成本核算义务转变为更加复

杂的、以影响为基础的对拥有牌照的 SPM 运营商行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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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首先概要介绍宽带的一些明显事实：在富有吸引力的服务推动下，宽带在世界范围内的

迅速腾飞发展，人们对捆绑服务和产品的更多使用以及一系列组合在一起的下层技术（第 2 节）。

之后本报告讨论这些发展对确定市场产生的影响（第 3 节），以及对明确具有 SMP 的运营商的意

义（第 4 节）。报告第 5 节探讨融合宽带世界中监管将产生的结果。 

2 不断变化的宽带世界 

传统上，经电信网络提供的服务非常具体，且与下层网络技术密切相联。与当今电信环境相

比，过去的特点是单业务网络。然而，近年来技术的重大和迅速发展以及整个网络向采用基于 IP
的协议的过渡使上述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了解网络、网络技术能力以及为之提供接入

的服务之间的联系对于确定市场至关重要，因此本节概要介绍这些发展变化。 

2.1 推动带宽需求的服务 

据预测，今后几年，宽带流量将极大增长。思科系统公司（2011 和 2012 年）所做的预测表

明： 

• 全世界互联网用户的平均月流量将由 2012 年的 3.36 g（千兆）字节增加到 2015 年的

24.8 g 字节； 

• 在西欧，每签约用户的月流量将在 2015 年达到 47.4 g 字节，比 2010 年增加 270%，且

每月的总月流量将由 2011 年的 7.2 exa（艾可萨）字节增加到 2016 年的每月 24.3 exa
字节 – 年复合增长率为 27%； 

• 同期，中东和非洲也将实现 IP 流量的 为强劲的增长，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57%； 

• 亚太地区将处于 IP 流量的领先地位，到 2016 年，每月流量将超过 40 exa 字节； 

• 总体而言，全球 IP 流量将从 2011 年的每月 30.7 exa 字节增长到 2016 年的每月 109.5 
exa 字节。 

流量增长预测十分惊人，且在很大程度上由服务驱动。与过去单业务电信网不同，宽带网络不

仅仅提供方便不同 终用户进行相互通信的手段，而且支持提供广范的“过顶”（OTT）服务（如

点播视频服务、云计算或交互式游戏），并为此类服务供应商与其客户之间提供管道。从经济上而

言，这会带来令人十分感兴趣的重大差别：得到宽带网络连接益处的不仅仅有 终客户，而且包括

OTT 参与方，但只有前者为宽带服务买单，后者往往不会为提供连接（方便其触及到客户）费用做

出任何直接贡献。 

如图 1 所示，互联网视频是互联网消费流量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据预测，2001 至 2016 年期

间，该流量将由全球每月 10.4 exa 字节增加至每月 44.2 exa 字节以上（相当于 34%的年复合增长

率）。宽带网络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通过“即时 LOVEFiLM”和“NetFlix”4等服务提供长视频，而非

互联网短视频（如 YouTube 上的视频剪辑）。5例如： 

                                                             
4  据 Sandvine 报告（2011 年） – 美洲固定接入网络上“Netflix 占高峰时段下行流量的 29.7%”。 

5  2012 年 1 月 9 日（星期一），亚马逊 LOVEFiLM 宣布，其签约用户已达到 2 百万人，“得到 2011 年第四季度创
历史新高的新签用户的推动。亚马逊拥有的服务增加了成千上万新客户，他们目前都可接入即时 LOVEFiLM，后者
 

http://corporate.blog.lovefilm.com/a-press-releases/amazon%E2%80%99s-lovefilm-hits-2-million-members.html#more-1403
http://corporate.blog.lovefilm.com/a-press-releases/amazon%E2%80%99s-lovefilm-hits-2-million-members.html#more-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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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过固定和移动网络提供这些服务的西欧，互联网视频流量将在 2016 年占各种互联

网消费流量的 60.3%，比 2011 年上涨 44.8%（思科系统公司，2012 年）； 

• 预计到 2016 年，中国 79%的互联网消费流量将为视频内容，比 2011 年增长 64%（思科

系统公司，2012 年 b）。 
 

图 1：2011 至 2016 年全球按应用分列的互联网消费流量（每月 exa 字节） 

IP 语音（VoIP） 

在线游戏 

万维网、电子邮件和数据

互联网视频 

文档共享 

 
来源：思科系统公司（2012 年 a） 

 

用户将需要更高的宽带速率来实现各种应用，如点播视频流、在线游戏、云计算或其它服务。

因此，未来宽带市场的显著特点将是发展更新和更快的宽带技术（固定宽带通过 FTTx 业务实现，

移动宽带通过 4G 和 WiMAX 实现）。多数国家都已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国家宽带计划，以便在不远

的将来实现更高速率网络的广泛覆盖（见经合发组织（OECD）报告，2011 年 b）。 
  

                                                                                                                                                                                              
提供独一无二的即时流媒体电影和电视剧，同时结合选用广泛的光盘、Blu-ray（蓝光光碟）和视频游戏租赁。这是
LOVEFiLM 自 2009 年（该年份是首次推出上述服务的年份）以来实现的最快的客户增长率”。见
http://corporate.blog.lovefilm.com/a-press-releases/amazon%E2%80%99s-lovefilm-hits-2-million-members.html#more-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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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和竞争管理机构在研究融合宽带世界问题时，需要了解作为需求增长和网络选择推动

力量的服务和内容的重要性。由于连接需求取决于充分利用网络能力的服务的可用性，因此服务可

用性至关重要；但与此同时，发展此类服务的积极性在根本上取决于这样的期望，即，将存在足够

大的可行市场。如果要充分挖掘受更好网络支持的新服务的潜力，就需要解决可能出现的协调问

题。 

2.2 捆绑 

至少在原则上可单独提供的服务捆绑一直是电信市场的特征所在。传统上而言，接入（线路出

租）和呼叫服务是作为捆绑服务提供的，且随着市场自由化的发展，许多用户对可从一家提供商购

买接入服务、但从另一家提供商得到呼叫服务的事实感到惊诧。诸如呼叫等待或呼叫转移等增值服

务也常常与“基本”电信服务捆绑一起。随着有线网络的铺开，电信服务与电视内容的捆绑（“双

网合一”）已变得司空见惯。 

宽带世界中捆绑服务的提供日益普及，宽带接入本身往往与“传统”电信服务（如线路出租和

固定话音呼叫）捆绑一起，但更为典型的捆绑是固定话音、数据和视频服务的“三网合一”的捆

绑，且有时还提供加入了移动服务的四网合一的捆绑服务（见以下图 2）。 

图 2：英国 2012 年固定宽带用户多服务“捆绑”的腾飞发展 

 
来源：英国电信管理局（Ofcom）（2012 年）。 

传统上而言，服务捆绑可能涉及到多个网络（如，固定线路和 DTH 广播卫星）。之所以出现

捆绑是因为客户需要提供一条龙服务，将成本节约限于统一账单和客户支持方面。融合意味着可通

过单一网络提供捆绑服务，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并带来超越上述领域的成本节约。随着带宽可用

性的增加，捆绑可能成为提供服务的惯常形式（例如，经单一宽带连接提供互联网、VoIP 和 IP 电

视等所有服务），且服务捆绑可能扩大，以纳入更多的 OTT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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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捆绑在多数情况下与自成一体的服务一道提供（所谓“混合捆绑”）6经合发组织

（OECD）调查（2011 年 a，第 3 页）发现，“[b]宽带捆绑通常的销售价格比自成一体的服务价格
有很大折扣，与单独购买服务相比，捆绑服务的平均折扣为每月 15 美元（ppp），或为 26%。全世
界各国和各运营商的三网合一捆绑服务平均价格为每月 65 美元（PPP），中间价格为 59 美元
PPP。三网合一捆绑服务的平均入门级价格为每月 41 美元 PPP。” 

以下图图 3 以 OECD 近做出的调查为基础，具体显示 OECD 各国出现的节约情况。三网合一

捆绑平均带来的节约约为 27%。 

图 3：单独购买视频/话音/数据和将其作为捆绑服务予以购买的 低价格比较，2009 年 10 月

（每月 PPP 美元） 

 
来源：OECD (2011a)。 

 
运营商似乎将服务捆绑视作推动腾飞发展的关键战略。例如： 

• 据报道，2011 年 7 月，津巴布韦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Aptics 购买了部署 WiMax 无

线宽带服务所需的设备，向客户提供互联网和数据以及话音和移动服务的捆绑服务，以

促进腾飞发展；7 

                                                             
6  这不同于仅提供一揽子价格的“纯捆绑”或“绑定”。OECD 2011 年有关 30 个国家 90 家公司提供的 2000 多种

宽带、固定线路电信和电视服务组合和产品的分析表明，四分之三以上的运营商允许客户单独购买宽带。较为普遍

的做法是与固定线路捆绑（17%），而与电视服务捆绑的现象并不多见（4%），同时仅有 2%的运营商要求使用所

有三种服务才能获得宽带。见 Nalebuff（1999）对捆绑和组合及其对竞争的影响做出的一般性讨论。 
7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1/07/29/airspan-equipment-powering-zimbabwe-
wimax-networ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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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1/07/29/airspan-equipment-powering-zimbabwe-wimax-network/index.html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1/07/29/airspan-equipment-powering-zimbabwe-wimax-networ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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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2 月，“摩尔多瓦老牌电信运营商摩尔多瓦电信……宣布，出台 IP 电视服务，
提供 30 个电视频道、点播视频（VoD）和其它交互式服务。……该运营商出台了一系
列资费方案，包括三种双网合一服务套餐价格 –  Duo Start、Duo Optim 和 Duo Plus – 
将电视服务与宽带互联网连接捆绑一起”；8 

• 阿联酋老牌运营商 Etisalat 于 2009 年 12 月推出了阿布扎比（Abu Dhabi）光纤网络，从

2010 年 5 月起提供包含固定电话、宽带和 IP 电视服务的三网合一一揽子服务。Etisalat
宣布，到 2011 年 4 月，该公司已完成了其光纤网络建设，使阿布扎比成为“世界上首
个完全与 FTTx 网络连接的首都。”9 

通过充分利用融合技术，捆绑服务可在未来更加与众不同，并容纳诸如“云存储”等成份或其

它内容丰富的服务（如游戏应用）。例如，2012 年 3 月，毛里求斯电信运营商 Bharat 电信有限公

司宣布推出 FTTH 网络，将提供宽带互联网和 IP 电视，并为“该国从事游戏和网络电视服务的其它
服务提供商提供运营商骨干网。”10  

2.3 固定和移动宽带技术的不同组合 

全世界移动和固定宽带服务以及各种固定宽带技术的作用显著不同。 

全球采用的主要固定宽带技术为 DSL（用户数字线路），在使用这类技术（Point Topic，2011
年）的前十大国家中（以签约用户数量计算），60%以上为此类连接。11在这些国家，有线占宽带

连接的近 20%，美国是世界上拥有 大有线市场的国家，其余国家多数使用 FTTH 连接（目前在韩

国和日本等国这种连接也十分普遍（Point Topic，2011 年），且预计，这种连接未来在其它国家将

发挥更大作用。12到 2011 年底，全球范围内固定宽带连接达到了 5.91 亿，是前五年的两倍，并将

在 2012 年 3 月底达到 6.12 亿（Point Topic，2012 年 b）。 

与移动宽带签约用户相比，上述数字可谓小巫见大巫。到 2011 年底，全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

达到了 10.9 亿13。在固定网络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的诸多发展中国家14 ，移动技术提供了主要的互联

网接入手段。截至 2011 年底，全球 62%的互联网用户来自这些国家（比五年前增长了 44% – 见国

                                                             
8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0/02/24/moldtelecom-unveils-iptv-
offering/index.html。 
9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1/04/27/etisalat-connects-entire-abu-dhabi-to-
fttx/index.html。 
10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2/03/20/bharat-telecom-mauritius-launches-ftth-
service/index.html。 
11  前 10 大固定宽带市场为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韩国、俄罗斯联邦、巴西、意大利和印度。 
12  特别应当指出，有关可用带宽的宏伟目标（如欧洲委员会的数字议程或美国的国家宽带计划（联邦通信委员

会）可能带来与日本内务和通信省（MIC）确立的 U-日本政策（2005 年）（见企业软件联盟，2012 年），或 2004
年韩国宽带融合网络举措（BcN）相似的影响（见 Ovum，2009 年）。 
13  http://www.itu.int/ITU-D/ict/statistics/at_glance/keytelecom.html。 
14  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固定普及率为 4.8%，而发达国家则为 26%；见国际电联相关报告（2012 年 a）
http://www.itu.int/ITU-D/treg/publications/trends12.html。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0/02/24/moldtelecom-unveils-iptv-offering/index.html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0/02/24/moldtelecom-unveils-iptv-offering/index.html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1/04/27/etisalat-connects-entire-abu-dhabi-to-fttx/index.html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1/04/27/etisalat-connects-entire-abu-dhabi-to-fttx/index.html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2/03/20/bharat-telecom-mauritius-launches-ftth-service/index.html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2/03/20/bharat-telecom-mauritius-launches-ftth-service/index.html
http://www.itu.int/ITU-D/ict/statistics/at_glance/keytelecom.html
http://www.itu.int/ITU-D/treg/publications/trends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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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电联（报告），2012 年 a），因此，这些国家的移动普及率往往大大高于固定宽带普及率不足为

奇，且预计这些国家的移动宽带普及率会进一步增长。15 

然而，移动宽带连接的增长并非仅仅是薄弱的固定网络基础设施造成的。由移动数据卡和智能

电话支持的不断变化的使用规律以及移动技术的极大改善（ 为显著的是向 4G 网络的过渡，后者

提供高得多的数据速率）意味着移动宽带也在成为固定网络基础设施发展良好的国家的强劲竞争技

术（见框 1）。 

据爱立信公司（2012 年）预测，全球总移动流量将从 2012 年的每月 1000 千兆兆（peta）字

节增加到 2017 年的 8000 peta 字节以上。 

框 1：固定线路高普及率国家移动宽带普及率的增长，2009-2011 年 

下表所示为固定宽带普及率 高的一些国家在 2009 年发生的固定和移动宽带普及率的变化情

况。该表表明，即使在固定宽带服务非常成熟且发展程度很高的国家，移动宽带也在极速增长：

2010 至 2011 年，移动宽带的平均增长率为 26%，而同期固定宽带普及率的增长速度为 3%。这些

国家的移动宽带连接为每百居民 56.7 条，固定宽带连接则为每百居民 34 条。 

国家 每百居民 
固定宽带连接数 

2010-11 年

增长率 
每百居民 

移动宽带连接数 
2010-11 年

增长率 
2009 2011 2009 2011 

荷兰 37.01 38.74 2% N/A 49.19 29% 
丹麦 36.94 38.21 1% 29.61 80.24 26% 
瑞士 35.94 39.20 3% 25.32 36.07 17% 
挪威 34.52 36.55 4% 11.12 24.37 26% 
韩国 34.08 36.91 3% 88.93 105.05 7% 
法国 31.87 36.12 6% 30.44 43.96 20% 
瑞典 31.59 31.77 0% 69.91 91.55 10% 

卢森堡 31.37 32.90 -1% N/A 66.67 9% 
加拿大 30.51 32.02 7% N/A 32.91 8% 
德国 30.21 32.74 2% 23.06 34.81 35% 
英国 29.56 32.74 6% 36.98 62.27 44% 

比利时 29.40 32.95 5% 5.77 19.35 99% 
中国香港 28.95 31.54 5% 33.89 51.84 33% 

芬兰 28.71 29.50 1% 71.29 87.10 3% 
美国 25.69 28.75 4% 39.81 65.48 24% 

  

来源：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指标数据（www.itu.int/icteye）。 

                                                             
15  即使在其首都城市与“国际光纤”相连接的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其固定宽带连接在主要城市正在得

到发展），将农村社区进行连接依然代价高昂，连接更加远离核心网的社区的成本会不断增加（见 Bernal 的论著，

2011 年，第 26-28 页）。 

http://www.itu.int/ict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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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宽带世界的市场 

作为总体原则，监管干预的范围应局限于竞争无效或没有某种形式的协助即不能保护更小公司

和新入市者（强大老牌公司将其挤出市场）、从而使竞争无法发展的市场，且监管义务应仅仅施加

于能够扭曲竞争、危害对手或对消费者进行剥削的公司。当市场形成竞争时，应取消监管。这种做

法承认，由于通常监管机构不十分了解受监管公司的成本信息、客户的需求以及所拥有的手段无法

满足自身工作要求（以实现能与有效竞争市场相媲美的结果），因此监管干预带有固有局限性。 

这意味着监管机构有必要确定哪些公司可能具有对其客户进行剥削的地位，或其行为方式使得

其竞争对手更难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这种地位通常称为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SMP），且仅在相

关公司在期间展开竞争的特定市场上存在。因此，确定这些市场是一项重要任务。  

确定易于进行事先监管的市场通常需要定期对市场进行重复性分析。入手时可列出（以正式或

不太正式的方式）各相关市场。在进行市场分析过程中，监管机构通常采用的确定相关市场的原则

类似于应用普通竞争法（在此市场确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时采用的原则。 

在进行竞争调查时，确定相关市场往往是第一步，这也是帮助国家竞争管理机构（NCA）了解

竞争制约的性质和力量的极为宝贵的手段。该手段进而成为确定是否存在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公司

的先决条件，并可用于衡量特定行为或协议对竞争产生的影响。监管环境中与竞争法实施中市场确

定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监管机构需要以预期方式确定市场，而竞争管理机构往往在事后对投诉做出

响应并研究市场界线，且通常涉及具体调查工作。16 

本节概要阐述市场确定中产生的一般性问题，并研究探讨融合带来的挑战。 

3.1 有关市场确定的一些一般性考虑 

需求和供给方的替代 

在监管和竞争政策中，通常通过产品和服务确定市场，这些产品和服务被认为： 

• 从用户角度而言，具有充分替代性，对其需求可随时转换（需求方替代性）； 

• 从供给方角度而言足够相似，因此，供应其中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公司可在短时间内供应

其它产品和服务，且无须做出重大投资（供给方替代性）。17 

相关市场还具有地域层面的考量。相关地域市场包括在期间可轻而易举做出此类调整、以施加

竞争制约的区域。18 

有些情况下，确切确定市场可能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地对市场进行确定，公司

都可能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如果老牌固定线路运营商同时也是唯一的移动电话服务提供

                                                             
16  显而易见，竞争管理机构需要以预期方式确定市场的并购监控不属此例。 
17  供给方替代性与新入市的主要区别在于目前不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公司可开始进行提供所需的时间范围以及它进

行这种供给的难易程度。供给方替代性在短期内出现，且无需增加投资，而新入市则可能需要很长的闲置期并可能

要求新入市者做出重大投资。有关监管环境中的市场确定的简要阐述，见信息通信技术（ICT）监管工具包第 2.2.1
节（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Section.3538.html）。 
18  有关详细讨论，见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报告（1997 年）。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Section.35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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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则监管控制的必要性和应履行义务的公司的确定并非取决于固定和移动电话服务是否被认为存

在于同一市场还是存在于单独的不同市场之中。然而，总体而言，正确确定市场界线是十分重要

的。通常用于了解竞争制约的手段是所谓的“假定垄断测试”（见以下方框）。 

框 2：假定垄断测试 

假定垄断（或小而显著的非暂时性价格上涨（SSNIP））测试是 NCA 和 NRA 在确定相关市场

界线时常用的手段，其目的是通过了解作为特定一套产品或服务的唯一提供商的公司（假定垄断

者）是否能够为了获利而提高价格，从而明确了解需求和供给方的替代性。如果上述情况如实，

则得到考虑的产品和服务构成了相关市场。如果上述情况不实（因为客户可由于价格提高而转向

购买替代性产品和服务，或此类替代性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可开始供应目前由假定垄断者提供的

产品），则相关市场必须至少包含这些替代产品和服务。 

以范围 小的可想到的一系列产品为出发点（例如提供特定范围速率的固定宽带连接），我

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提供这些产品的假定垄断者是否可通过小而显著的非暂时性价格上

涨（SSNIP）而加大获利。如果答案是“否”，则客户将转而采用的或其供应商将提供参照产品的

产品将被纳入其中，之后重复测试，直到找出垄断供应商能够持续这样的价格上涨并从中获利的

一系列产品。19与产品市场确定方法类似，地域市场的确定首先从狭小地理区域入手，之后酌情

在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实施 SSNIP 测试。 

Davies 和 Garcés（2009 年）对若干可用于评估利润或价格上涨的技术进行了描述。 

应用 SSNIP 测试中可能存在的方法陷阱是所谓的“玻璃纸谬误”（根据美国涉及杜邦公司的

反托拉斯案命名（杜邦是美国玻璃塑料包装生产商））：玻璃纸谬误系指这样的观点，即，如果

采用市场价格为出发点进行 SSNIP 测试，则由现有垄断者服务的市场会被错误地认为过于狭小。20

这是因为寻求利益 大化的垄断者将其价格确定为任何进一步的上涨都不会再带来利润的程度

上。由此，幼稚地应用 SSNIP 测试就会得出市场价格的小幅上涨不会带来利润的结果，并从中得

出结论，需要在相关市场中增加更多产品。为避免这一问题，需要考虑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上涨

带来的利润（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不同于市场受到竞争问题影响时的价格。 

为避免玻璃纸谬误的出现就需要了解竞争价格水平，而这会带来显而易见的难题：如果无需

参考市场价格即可确定竞争价格水平，则可利用市场价格与竞争价格之间的差异确定是否存在占

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公司，从而使得整个市场确定工作毫无必要。 

来源：作者。 
 

  

                                                             
19  如果价格上涨不能为假定垄断者带来利润（因为客户转向使用替代产品和服务，或提供产品的公司可轻而易举

地将其一些能力转而用于供应所述产品），则应扩大范围，以包括这些增加的产品或服务。换言之，针对价格上

涨，客户以信任方式转而采用的产品，或供应商可轻而易举用于满足需求的产品将包含在相关产品市场中。在供给

方面，从业者将研究能够供应该特定产品、同时不带来很大沉没（无法回收）成本的替代企业的能力。例如，如果

得到考虑的核心产品是老牌运营商固定基础设施的批发接入，则不可能很快地复制这类技术，因为需要进行大量的

土木工程和网络基础设施部署投资，且所涉的多数成本都将沉没。重复进行这种分析，并假设存在更大系列产品垄

断者，直到假定垄断者能够持续该系列产品的价格上涨并从中获利。见 OFT（2004 年）。 
20  有关玻璃纸谬误的更详细的讨论，见美国司法部网站提供的 Philip Nelson 所做的介绍（http://www.justice.gov/ 
atr/public/hearings/single_firm/docs/222008.pdf）。 

http://www.justice.gov/ atr/public/hearings/single_firm/docs/222008.pdf
http://www.justice.gov/ atr/public/hearings/single_firm/docs/22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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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和批发市场 

可在零售和批发市场之间做出主要区分，前者是向 终用户进行销售，后者的客户则为企业，

他们将源输入销售给其它企业，或 终销售给 终用户。 

由于电信自由化的历史是在得到监管的关键性输入（产品和服务）获取的基础上引入服务竞

争，因此零售和批发市场之间的区分对于监管而言尤为重要。规模经济和范围再加上沉没成本可能

会主要限制到网络基础设施（或至少某些网络部分）的竞争潜力，而价值链的其它部分则在原则上

可面向竞争。 

监管机构通过明确批发市场并利用事先监管方式在批发层面防止市场主导地位的滥用（例如通

过确定适当的接入和互连义务），从而确保“尽可能多的价值链上的正常竞争，为最终用户带来最
好结果”。21 

实现更大比例的价值链的竞争十分有益，因为通常竞争在促进服务差异化和创新方面较监管更

为有效。监管机构应侧重批发而非零售市场的原则在宽带服务方面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服务还远不

够成熟，因此服务创新是竞争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见国际电联相关报告，2012 年 c）。 

3.2 由服务推动的网络选择和零售市场的确定 

如上所述，宽带网络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多服务网络。虽然传统电信网络提供一种（且基本上是

唯一一种）服务，即，与网络连接的各方之间的话音（此后提升至传真）通信，但宽带连接却是一

种管道，有助于客户获得种类繁多的服务，并使服务提供商具有了分销其服务和产品的手段。这就

是融合的核心，且意味着宽带网络可被视为是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之间进行互动的平台。22宽带网络

所具有的平台性质意味着宽带网络能够更加吸引潜在 终用户（如果它提供更好和更大范围服务的

接入的话），同时如果网络有助于服务提供商触及到更多用户，则会更加吸引这些服务提供商。 

从某种程度上，网络的这种具体效应所具有的优势被掩盖，即，目前（且至少在原则上）通过

公共互联网提供的服务是可以普遍获取的，无论客户使用何种网络连接。然而，通过特定类型连接

提供的带宽却存在实实在在的局限性，很可能会限制特定网络客户对特定服务的获取。23 

无论如何，网络技术能力的差异事关重大，主要原因是这将带来客户可获得的服务范围的差

异。例如，是否存在单一的宽带市场，或对基本和超快宽带市场做出区分是否适宜，取决于某些服

务是否只能通过一种技术而非另一种技术获取。同样，根据服务是否要求接近对称的上载和下载速

率的情况，支持这种对称速率的宽带网络可能存在于不同市场之中（与提供高速下载速率、但上载

速率有限的市场不同）。 

                                                             
21  见欧洲委员会报告（2007 年 a），第 15 节。 
22 有关多方市场或平台产生的经济问题的详细讨论，见 Evans 和 Schmalensee 的论著（2008 年），或 Evans 及其他

人的论著（2011 年）。 
23  初由美国在线（AOL）采用的“封闭花园”（walled garden）方式极好地说明如何对提供连接的公司的签约用

户获取服务形成限制。诸多移动运营商也采用内容丰富的门户网站，目的是不仅为其客户提供连接，而且提供专有

的服务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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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确定宽带连接的相关市场受到宽带客户可能获取的服务性质的极大影响，且该市场界

线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例如，目前被认为是可替代的宽带服务在未来可能不再如此

（如果需要高带宽、低时延连接的服务出现并形成主流的话）。 

NRA 可能需要确定若干以网络能力为特点的分市场，以便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的体验。例

如，如果未来宽带网络是接入视频内容的主要方法，则对市场确定而言，支持多种高清晰视频流的

特定类型网络是否能提供所需带宽和时延可能会是重要问题，尽管目前这一问题并不重要。这可能

要求做出前所未有的有关替代性的更为复杂的评估。 

“边际”客户的作用 

现在我们一方面考虑支持 100 兆比/秒（Mbit/s）接近对称速率的超快光纤到户（FTTH）网络

的极端情况，另一方面考虑有效下载速率为 2Mbit/s、上载速率为 256Kbit/s 的基本 ADSL 网络情

况。一些客户需要获得的服务的带宽需求极高，只有 FTTH 网络可以提供，因此，从客户角度而

言，这些网络过于与众不同，无法替代，在此这类客户的选择无效。 

然而，这对市场确定而言不一定十分重要。如果有足够多客户认为获得带宽消耗大服务不是至

关重要、因此如果 FTTH 服务的假定垄断者将价格提升至高出竞争水平，他们则随时可以转用速度

更慢的网络，此时价格上涨将不会带来利润。正是这类“边际”客户决定了一类宽带网络对另一类

网络形成的竞争制约力量。进行市场确定时有必要侧重于这些客户而非不考虑转用其它产品和服务

的客户（所谓的“俘虏”客户）。 

侧重于小幅价格上涨所带来利润的 SSNIP 测试应在这方面有所帮助。然而，有的时候这也忽略

了供应商向俘虏和非俘虏客户收取不同价格的能力（即，进行所谓的“价格歧视”）。如果供应商

利用某些客户不愿转用替代产品、因而对其收取更高价格的话，则确定单独市场或更狭隘地确定市

场似乎是适当的。24这类价格歧视可以多种方式进行，且不要求相关运营商能够在俘虏和非俘虏客

户之间做出区分。例如，提供资费套餐并方便客户选择其中 适合其需求的一种做法可被用来将客

户细分为不同类别的客户。25根据这些战略的有效程度，为不同类型资费套餐确定单独的市场可能

是适当的做法。 

应当指出，随着下层服务走向成熟，俘虏和非俘虏边际客户的相对比例可能发生变化：在带宽

需求大的服务发展的初期阶段，只有很少部分的早期服务采用者可被视为是俘虏客户，随着服务获

得大众市场的青睐，俘虏客户的比例可能加大。监管机构在进行定期市场分析过程中应将这些变化

考虑在内。 

替代链 

在研究替代链过程中，边际客户的作用十分重要。即使上述两种网络从任何特定用户角度讲都

不能直接相互替代，但如果它们由替代链联系一起则可能是同一市场的相关组成部分。例如，可能

有一种 VDSL 网络提供介于 FTTH 网络和 ADSL 网络提供的上载和下载速率。即使无人认为 ADSL 连

接可替代 FTTH 连接，但也可能会有一些用户由于 FTTH 连接价格涨幅超出竞争水平而转向使用

                                                             
24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委员会、芬兰、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并购导则中，有关市场确定中价格歧视的作

用得到了考虑（见 Leddy 及其他人的论著，2005 年）。价格歧视可能意味着不见得可以获利的价格上涨却带来了利

润，从而导致确定更小的市场（见 Strand 的论著，2008 年）。 
25  这是所谓的“三级价格歧视”。有关不同形式价格歧视的简单和易于了解的讨论，见下列网站提供的指导文

件：http://tutor2u.net/economics/revision-notes/a2-micro-price-discrimination.html。 

http://tutor2u.net/economics/revision-notes/a2-micro-price-discrimin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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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L，同样也会有客户考虑以 ADSL 取代 VDSL，并针对价格上涨从一种转向使用另一种（见图

4）。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三类网络可能都是同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图 4：替代链 – 程式化示例 

边际 (FTTH)
客户 

俘虏客户 

 
来源：作者。 

 

应当指出，在以替代链为基础确定的市场情况下，可能包含特性极其不同、且销售价格大有差

别的产品。这完全由于这样的事实造成，即，对确定市场十分重要的是不同产品和服务在何种程度

上相互制约价格（无论是直接还是通过替代链的间接制约），而非其价格和产品特点如何相似。 

在此同样重要的是要充分了解，根据对下层服务的采用情况，替代链可能形成，亦可能断裂。 

地域足迹 

在网络具有不同地域足迹的地理市场方面，有能力并愿意在网络之间进行转换的客户比例以及

这种转换对市场界线的影响也非常具有意义。具体而言，覆盖不同地理区域的网络如果其足迹具有

足够程度的重叠、且在不同地域采用统一定价战略，则这些可能是属于同一市场的网络。 

特别在固定宽带连接方面，客户对不同供应商的选择取决于宽带提供商为具体地点提供服务的

能力。由此，在不同网络之间的转换能力将取决于替代网络的覆盖范围，且对于市场确定而言，还

将取决于替代运营商可在无需增加诸多成本的前提下快速加大客户基数的程度，这一点十分重要。 

尽管诸多 NRA 在继续根据老牌运营商拥有全国覆盖的事实在国家层面确定宽带市场，但一些

国家已根据存在单独地域市场的事实，对特定地方的市场放松了监管。例如，2009 年，葡萄牙监

管机构 Anacom 得到欧洲委员会的批准，针对相关地域，放松了对宽带接入批发市场的监管。

Anacom 提议主要在至少存在三家运营商且有诸多家庭可接入有线网络的人口密集地区放松监管，

这些地区的宽带线路占葡萄牙全部宽带线路的 61%（OECD 报告，2010 年，第 37 页）。 

而在其它情况下，监管机构则可决定在统一的国家市场内实施差异化的解决方法。例如，2008
年，奥地利监管机构在对市场进行审查过程中，提议确定统一的国家宽带批发市场。在该市场中，

老牌运营商奥地利电信（TA）被确定为拥有 SMP。然而，尽管 TA 被认为在国家层面拥有 SMP，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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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些特定区域，来自其它基础设施运营商的竞争甚少。例如，在人烟稀少的农村

地区，TA 是唯一的运营商。该国监管机构提议，通过在不同区域采用差异化解决方法来解决这些

各不相同的竞争压力问题。26 

在向新的超快速网络过渡过程中，从地域角度确定宽带接入市场的必要性会日益重要。例如，

由于不同地理区域千差万别，因此，超快速网络可能首先会在易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的 高“获

利”区域（如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得到部署，然后再扩大至其它区域。不同区域存在的供需特性

的差别可能要求按照区域以不同方式确定市场（至少在中短期内），如果新的竞争网络的部署速度

十分缓慢的话。 

如上所述，即使在首都城市已与“国际光缆”连接且固定宽带连接在主要城市变得日益重要的

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连接农村社区的成本依然十分高昂，离核心网越远的社区，其连接

成本越高（Bernal，2011 年）。因此，在这些国家，可能有必要考虑根据地域情况确定不同市场，

因为农村地区的客户不会选择与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客户相同的服务和网络。如上所述，3G 网络

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未来 4G 移动网络的推出都可弥补替代链上的缺失环节，但有必要在逐案基

础上评估这将带来的制约力量。 

单向替代 

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客户随时准备从能力较弱的网络转向采用能力更强的网络（如，针对

ADSL 服务价格的上涨，放弃 ADSL，转而使用 VDSL），但不会反向行事。这意味着 VDSL 的价格大

大制约着 ADSL 服务的定价，但反向的制约效应可能较小。 

尽管目前尚未对宽带服务进行过全面分析，但相关方面已从固定和移动话音服务的竞争相互作

用角度广泛讨论了单向替代性问题。例如，如 BEREC（2011 年）报告，芬兰监管机构 FICORA 通过

研究发现，“零售话音服务的固定接入可完全由移动接入服务替代，但并非反之亦然。这就是说，
这些服务之间不存在双向替代性。如果零售固定接入服务存在 SSNIP，则固定签约用户会转向签约
使用移动电话。然而，如果零售移动接入服务存在 SSNIP，则移动签约用户不会转向签约使用固定
电话。”因此，单向替代性对于确定市场具有重要影响。芬兰 FICORA 的结论是，“非对称的替代
性导致确定了两个单独市场：零售移动接入是明显的相邻产品市场，对固定接入市场运营商形成竞
争制约。” 

在“高速”和“普通速率”宽带服务替代性方面，也会出现类似的考虑。例如，美国联邦通信

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司法部（DOJ）都独立做出裁定，与窄带服务相比，住宅高速宽

带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提供本身即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市场，因为由窄带向宽带进行“升级”（trading 
up）会带来显著益处。27 

根据确定相关市场时对“单向”替代性的定义，可能需要在此过程中确定运营商是否拥有市场

主导地位：尽管窄带服务可被认为属于自身单独市场，但在该市场中地位强大的运营商可能并不占

                                                             
26  该国监管机构提议，按照下列标准将该国分为两个区域：“(i) 在 TA 运营的 1 480 个主配线架（MDF）中每一个
覆盖范围内目前存在的大型运营商数量；(ii) MDF 区域的客户密度；(iii) TA 在每一个 MDF 区域拥有的市场份额。”

然而，尽管欧洲委员会的结论是，奥地利监管机构对国家地域市场的研究结果和实施差异化的解决方法是以充分清

晰明了和令人信服的证据为基础的，但相关方面对其决定提出了上诉， 终该决定被奥地利国家法院推翻。见

OECD 报告（2010 年），第 39-40 页。 
27  见联邦通信委员会（2001 年）、联邦贸易委员会（2000 年）、司法部（2000 年）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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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场主导地位，因为他们面临宽带服务提供商带来的竞争威胁（即便在反向不能形成有力制

约）。 

纵向关系 

宽带服务客户可获得的服务范围不一定仅仅受到网络技术参数的影响，很可能还取决于网络运

营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纵向关系。目前，多数服务都可通过公共互联网获得，因此，可通过支持

所需带宽和延时要求的任何网络连接获得。然而，情况并非必须如此。例如，不久前，英国 BSkyB
提供的“Sky Anytime+”点播视频服务仅通过天空（Sky）的宽带连接提供。 

移动宽带方面也存在一些专有服务。28例如，肯尼亚的移动 M-PESA 支付服务和阿富汗及坦桑

尼亚的一些类似服务仅通过特定国家的单一运营商网络提供。29例如，在肯尼亚（据预计，该国高

达 25%的人口使用 M-PESA 支付系统）30，该服务仅通过“Safaricom”网络提供。31其他运营商可能

提供其自身的专有移动支付服务，预计对该服务的获取将极大地影响移动网络的选择。 

由于网络选择受到服务驱动，因此，如果客户感兴趣的内容不通过替代平台提供，则客户将无

法在宽带服务和产品之间进行转换。在此，得到考虑的服务的成熟情况（如，该服务主要吸引早期

采用者还是受到大众市场的欢迎）十分重要，且随着服务从专有的小众市场转向普遍大众市场，市

场界线可能发生变化。在多数客户有兴趣使用仅通过某些网络提供的特定服务（如移动支付服务）

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将相关网络视为单独市场。 

在此重要的是“边际”客户的比例，即，针对超出竞争水平的价格上涨随时准备放弃对此类服

务的获取的用户。 

捆绑 

即使不存在独家安排，捆绑也会影响到通过不同网络或由不同提供商提供的宽带服务的可替代

性。在存在捆绑产品和服务的情况下，相关市场是应包含捆绑产品和服务，还是单个产品，亦或二

者？ 

尽管将网络连接与服务进行捆绑可能是解决由服务驱动的带宽需求造成的协调问题的 有效方

法，但也可能限制客户转向采用替代产品和服务，因此对市场确定造成影响。 

如存在多种不同套餐，则客户可能难以在捆绑产品和服务之间做出比较，例如，提供渠道、宽

带速率以及某些呼叫包含的待遇（如国内呼叫统一费率）。这会增加研究成本，且客户由于价格上

涨而寻找替代供应商并转而使用其服务的可能性较小。 

                                                             
28  在服务提供商同意专门通过特定网络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有多少客户与该网络连接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从服

务提供商角度而言，触及到的客户越多，宽带网络越具有吸引力，这就使双向市场的市场确定变得十分复杂。在这

种双向市场中，相关 SSNIP 测试的基础必须考虑到，一个方向的需求的减少亦会导致另一个方向的需求的降低，这

将放大价格上涨效应（见 Evans 和 Schmalensee 的论著，2007 年，第 173f 页）。 
29  “M-PESA 是一种创新的移动转账解决方案，有助于客户进行转账。该解决方案的目标人群是没有银行账户的移
动客户（他们或主动选择如此行事，或因为他们无法获得银行服务，亦或他们没有足够收入、没有理由在银行开设
账户。”见 http://www.safaricom.co.ke/personal/m-pesa/how-to-register/faqs 

30  见沃达丰公司网站：http://enterprise.vodafone.com/products_solutions/finance_solutions/m-pesa.jsp 
31  “M-PESA 仅通过 Safaricom 手机卡提供，因此，只有 Safaricom 的签约用户可以进行存款或汇款（转账）。”见

Safaricom 网站：http://www.safaricom.co.ke/personal/m-pesa/how-to-register/faqs 

http://www.safaricom.co.ke/personal/m-pesa/how-to-register/faqs
http://www.safaricom.co.ke/personal/m-pesa/how-to-register/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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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不通过任何其它手段提供捆绑产品和服务的任何单独部分或合同条款限

制客户无法挣脱捆绑的时候，客户可能发现自己完全被捆绑束缚（locked-in）。32毫无疑问，相对

于“传统”电信服务捆绑（接入、话音呼叫和潜在的增值服务），运营商提供单独组成成份的能力

受到限制。这是南非在实现市场自由化第一阶段得到的教训之一，在该国，只能提供增值服务的老

牌运营商的竞争对手认为前者提供的捆绑式话音、数据和增值服务套餐是其遇到的主要障碍（见

Sibanda 的论著，2006 年）。 

由于交易成本增加，因此，客户也反对在运营商竞争对手提供的单独产品和服务价格变化时，

拆散其目前使用的捆绑产品。在此的关键问题依然是，与愿意拆散捆绑并转而购买单独产品和服务

的客户比例相比，无法或不愿意考虑使用单独产品和服务（俘虏客户）的客户比例有多大。 

欧洲委员会倡导的解决是否应将捆绑服务视为一个单独市场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研究客户针对价

格上涨，是否做好准备拆散捆绑，并转而购买单独产品和服务。33与此相联系的问题（尽管稍有不

同）是，捆绑中单个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是否有能力使客户放弃捆绑，并转而购买单独产品和服

务。 

然而，在评估捆绑价格上涨产生的影响时，人们需要十分谨慎，以便正确入手。这是因为预计

捆绑服务假定垄断者将这样设定价格，即，捆绑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任何上涨都不会带来利润，同时

考虑到客户转而采用单独服务（由假定垄断捆绑服务提供商和潜在竞争对手独立提供的服务）的倾

向性。这意味着，在从一开始以 佳方式确定了捆绑的折扣，捆绑现行价格的任何上涨显然都不会

带来利润，无论捆绑服务供应商是否面临提供单独服务的对手的竞争与否，也无论其在确定捆绑价

格方面面临的竞争是否有限（如，由于并非所有的捆绑产品和服务的构成成份都能由其他供应商提

供）。34这表明，根据市场确定的一般性原则，人们在了解用户针对价格上涨是否愿意拆散捆绑

时，应将竞争捆绑价格作为出发点，同时注意到这可能不同于普遍的捆绑价格。35 

毫无疑问，确定竞争捆绑价格远非直接明了，可能需要考虑由规模经济和范围所证明的成本节

约。此外，NRA 还可能应考虑目前客户在捆绑与单独产品之间的转换情况，或对捆绑以及单独产品

的总体采用情况。 

                                                             
32  例如，“OECD 通过 30 个 OECD 国家内 90 个公司收集到的有关 2000 多种自成一体和捆绑服务的数据表明，
OECD 范围内的宽带服务绝大多数通过混合捆绑方式销售，方便用户在单独产品和服务与捆绑服务之间做出选择。
得到调查的 90 个运营商中的 77%允许用户购买自成一体的宽带服务，17%将宽带服务与固定线路话音服务相联系，
4%要求客户在获得宽带接入时使用包含电视的一揽子套餐，仅有 2%的得到调查的产品和服务要求签约用户在获得
宽带方面使用三网合一服务。”见 OECD 报告（2011 年 a），第 3 页。 

33  例如，欧洲委员会在有关信息通信技术市场建议书的解释说明中指出，“如果出现小幅但显著的非暂时性价格
上涨，则相关证据表明，足够数量的客户会“拆散”捆绑并单独获得捆绑中的个别服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单独
服务本身而非捆绑构成了相关市场”（欧洲委员会建议书，2007 年 b，第 15 页）。 

34  这类似于上述讨论的市场确定过程中遇到的著名“玻璃纸谬误”情况。 
35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不需要进行市场确定工作（见上一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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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服务捆绑研究 – 示例 

匈牙利进行的一项捆绑服务研究对某些捆绑服务的假定竞争价格上涨所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评

估（采用临界损失测试法36）。 

该研究的基础是对匈牙利 1000 人的调查结果。匈牙利设计出了专门的、适应具体情况的问卷

调查表，以获得针对任何特定绑定服务的假定竞争价格 10%的上涨，人们做出的明确倾向性反应

（该起点价格的计算方法是对现实市场上的服务资费予以折扣，即，假定竞争服务和产品是一种

代理产品）。 

之后，该研究采用临界损失（critical loss）测试考虑是否存在三网合一捆绑的单独市场。通过

该测试确定，“当各种成本节约和更高价格不能平衡不断下降的数量带来的影响时，销售损失是
否高于临界水平。” 

通过研究发现，仅有 5%至 10%的客户在捆绑“价格”上涨 10%时会做出反应，将捆绑服务予

以拆散（或完全停止购买捆绑服务）。在捆绑的稳定性方面，该研究发现，互联网与电视的捆绑

为稳定，其次为包括互联网、电视和电话的三网合一捆绑服务。电话 – 电视套餐 不稳定。这

表明，完全可以将匈牙利的捆绑服务视为单独市场。 

来源：Papai 及其他人的论著（2011 年） 

适用于任何具体情况的、站得住脚的一般性结论凤毛麟角，且根据所考虑的服务的性质以及服

务捆绑情况，人们可能会发现： 

• 除单独产品和服务市场外（如，宽带接入市场、电视服务市场、宽带和电视服务双网合

一市场），存在捆绑产品单独市场； 

• 存在构成捆绑的单独产品和服务的单独市场，但不存在捆绑的单独市场； 

• 仅存在捆绑及构成捆绑的产品和服务的统一市场。 37 

3.3 批发市场的确定 

为实现 大限度地减少零售层面的监管干预（通过在批发层面施加接入义务），有必要确定有

助于竞争对手为零售客户提供服务的批发服务，这一点十分重要。 

如果网络层面竞争激烈，则此类批发服务可以商业方式提供，因为网络运营商可充分利用下游

竞争者的强有力品牌或其他具体技能的优势来扩大零售市场。然而，如果缺乏网络竞争，则此类批

发服务只能通过监管干预而存在，这就使监管机构在要求受监管公司所提供接入产品范围方面具有

了广泛操作空间。因此，政策目标在确定批发市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6  有关临界损失测试，见 Davies 及 Garcés 的论著（2009 年）。 
37  见 BEREC（2010 年 b）。如果至少有一些客户单独购买和销售构成捆绑的单独服务和产品，则不会出现只存在

捆绑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但不存在单独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情况。然而，人们认为，在补充服务（服务捆绑中司空见

惯）情况下，如果市场确定程序从单独产品和服务入手，之后再包含作为捆绑组成部分提供的进一步服务的话，则

该程序将带来十分不合理的结果（见 Gual 的论著，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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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批发服务 

在理想情况下，批发接入义务应通过限制老牌运营商对难以复制（至少在短期内）的基础设施

的掌控能力，促进形成整个价值链的竞争。由于监管义务应 终限于价值链的这些环节，因此，此

类接入义务也应促进在经济可行时积极为替代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接入义务应适当激励“建设或购

买”。 

NRA 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可在价值链的不同层面明确广泛的批发服务，这显然将为未在其自

身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的第三方带来触及到零售客户的极大机遇，因此将推进零售竞争的发展。

显而易见，这对 终用户十分有益，且在替代网络的部署成本令人望而却步的情况下，不失为 佳

选择。 

NRA 起初可能会预期，提供批发产品的广泛选择将有助于第三方在零售层面进入市场、吸引客

户，之后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取代接入购买，从而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此种

理念的基础是，寻求接入的相关方面将攀爬“投资阶梯”：第三方首先通过批发的、不过是得到全

面管理的连接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之后将进行自身基础设施投资并在价值链的更上层购买接入服

务。38为第三方提供这种机遇的目的首先在于减少进入市场所需的投资数量，其次是使其更能轻而

易举的开始打造自身的客户群。 

“投资阶梯”的观点特别确定了欧洲宽带接入和宽带市场确定的方向（欧洲将批发市场确定为

比特流接入和非捆绑本地环路市场）。然而，其它地方也采用分层的批发接入市场确定方式。以下

框 4 提供若干示例。 

框 4：批发服务的分层监管方式 

欧洲 – 正如欧洲委员会于 2007 年 12 月所建议，相关宽带市场包括“第 5 市场”或“宽带批

发接入”，其中包括“涵盖固定地点“比特流”接入的非物理或虚拟网络接入。该市场位于物理
接入的下游……，因为使用该输入成分以及其它成分可建造宽带批发接入”。“在固定地点”与

（物理）网络基础设施批发接入（包括共享或完全非捆绑接入）”有关的“第 4 市场”，对于评

估物理基础设施具有意义。（由此，新入市者无需安装自己的物理网络即可发展和部署由其自己

设计的新服务。） 

日本 – 日本固定宽带接入（与技术无关）的监管对物理接入、服务、平台和内容进行不同

“层次”的区分。该框架意味着，“竞争、速率、可用性和歧视问题在每一层次都得到审查”。

然而，“政府通常以分层模式看待竞争，且往往更积极主动通过工作，维护物理层的竞争。”随

着更多的基于 IP 的服务的出现，人们认识到，电信服务提供商需要增强其业务，以包括诸如内容

和应用等更高层次，同时监管机构还需要转向采用纵向一体化结构，确保各层次之间的“开放

性”，这一点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 

                                                             
38  见 Cave 及 Vogelsang 的论著（2003 年）或 Cave 的论著（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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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 马来西亚的监管方式也包含网络各层。马来西亚的《通信和多媒体法》（CMA）
涉及四个类别：“网络设施提供商”（设施拥有者，包括电信线路和交换机、无线电通信传输设

备等）；“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支持多种应用的基本连接和带宽。网络服务有助于实现不同

网络之间的连接或传送）；“应用服务提供商”（提供特定功能，如话音服务、数据服务、基于

内容的服务、电子商务和其他传输服务。这是向 终用户提供的功能或能力）；“内容服务提供

商”（应用服务提供商特别群体，包括传统广播服务和更新的诸如网络出版和信息服务等服

务）。1998 年《通信和多媒体法》第 149 节（设施和服务的标准接入义务）（第六部分第 3 章第

149 节）规定，“[…]网络设施提供商和网络服务提供商须向任何其它(a)网络设施提供商；(b)网络
服务提供商；(c)应用服务提供商；或(d)内容应用服务提供商提供列入接入清单的其网络设施或网
络服务的接入。上述四类提供商向此类网络设施提供商或网络服务提供商提出书面申请，且其条
款和条件应十分合理。” 

来源：欧洲委员会（2007 年 a）；Berkman 互联网与社会中心（2010 年）；Taniwaki（2004 年），马来西亚通信
和多媒体委员会。 

然而，尽管为第三方提供可广泛选择的潜在批发服务是有效促进零售竞争的手段，但没有明显

证据表明“投资阶梯”理念所表明的观点，即，分层方式有助于促进对竞争性基础设施的投资。 

Bouckaert 和其他人（2010 年）对 OECD 二十个成员 2003 至 2008 年的宽带普及发展变化进行

了为期五年的一项国际研究，并做出了详细的宽带服务演进案例研究，其结果表明，尽管“‘投资
阶梯’理论的论点是，促进平台内竞争十分有益，可成为吸引新入市者做出投资的基石……，但该
理论可能并未得到经验的支持，甚或与此相反，平台内竞争可能会带来负面的投资刺激。为提高宽
带普及率，促进平台间竞争可能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政策。” 

Bouckaert 及其他人（2011 年）进行的欧洲 15 个宽带市场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投资阶梯似乎

对非绑定环路的比特流接入十分有效，但对于更进一步的下一代接入基础设施却不能奏效，因此可

能需要采用替代模式。其中能说明问题的一个示例是澳大利亚。该国政府通过具体公司（NBN 有限

公司）促进国家宽带网络的部署，所采用技术为光纤、卫星和固定无线技术的组合，同时对公司施

加提供开放接入的义务，以换取公共部门的支持。39 

单独确定比特流接入和非捆绑环路的批发市场似乎不符合标准的市场确定原则（如果这些服务

可以相互替代的话）。然而，如果不同批发服务处于同一经济市场，则对于确定得到监管的接入收

费影响巨大，因为这种收费决定着哪种受监管的批发服务 为吸引接入客户。例如，较低的比特流

接入收费会影响人们对非捆绑环路的需求，反之亦然。在提供适当的建造或购买激励措施方面这尤

其存在问题，因为将特定接入收费设得过低会阻碍接入寻求方对自身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换一种说

法即是，加大普及接入产品将难以造就正确的建造和购买激励机制，因为将接入收费设得过低不仅

会使该特定接入产品的吸引力超过任何其它接入产品，而且会使购买接入基础设施的吸引力大大超

过投资自身基础设施的吸引力。 

可能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人们才没有普遍采用确定批发市场的分层方式。例如，美国曾

经采用开放接入方式，然而从 2002 年开始，美国将重点转向了国内两大主要网络基础设施 – 铜线

和光纤网络之间的平台间竞争，尽管国家宽带规划中没有对开放接入做出规定的做法受到了一些批

评。 

  

                                                             
39  有关澳大利亚 NBN 的更多详细信息见下列网站：http://www.nbn.gov.au/。 

http://www.nbn.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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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5：替代模式内竞争的平台间竞争 

美国通过实施 1996 年《电信法》出台了非捆绑、互连、共置和批发接入等开放接入理念。

初实施这种理念的目的是在固定电话市场展开竞争，但随着 DSL 对于提供互联网服务的重要性日

益提高，该国开始考虑采用类似的开放接入方式。此外，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主要有

线网络的出现提出了开放接入监管是否适用于有线网络的问题。在网络运营商提出一系列上诉之

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于 2002 年改变了互联网接入市场的监管方式，开始接纳老牌电

话公司与老牌有线网络公司之间的“模式间”竞争理论。FCC 认为，两种网络之间的竞争将足以

规范宽带市场内的运营商的行为。从根本上而言，FCC 将宽带确定为一个统一市场，无论提供服

务采用的技术如何。虽然 高法院对该方式表示质疑，但 终还是批准了该方式，并由模式间竞

争取代了 初提出的开放接入体制。 

同样，尽管智利的监管框架也以自由接入为基础，但“电信网络的非捆绑并未被视作现有政
策议程的组成部分”，因此，目前智利宽带的侧重点是高层面的平台间竞争。该国宣称，基于平

台的竞争是促进智利宽带行业发展和降低宽带价格的一种主要推动力量。智利目前在宽带方面是

拉丁美洲地区 为先进的国家之一。 

来源：Berkman 互联网与社会中心（2010 年），Katz 和 Avila 的论著（2010 年） 

 

界定批发市场 

终而言，批发需求源自零售需求，因此，为确立监管政策而考虑对市场进行适当界定时，有

必要考虑到零售层面的替代性。 

批发和零售市场之间的这种互动的一个很好示例是奥地利 NRA 的决定，即，根据该国通信管

理局的调查结果，发现“在零售层面存在包含 DSL、有线电视和移动宽带的住宅宽带市场”，而零

售业务市场却仅为 DSL 市场，因此取消了有关为旨在向住宅客户提供固定宽带服务的服务提供商提

供比特流接入的监管义务。这意味着，“在住宅零售市场层面，存在有效的可持续竞争，因此不再
需要进行比特流监管。”由此，相关批发市场被确定为“仅包含由内部和外部提供 DSL 线路的市
场，这些线路被用以在零售层面向非住宅用户提供接入。”（BEREC，2010 年 a） 

美国 FCC 认为，该国存在包含传统固定线路和有线网络的单一宽带市场，同时承认移动服务的

影响，并将零售层面的竞争互动力量作为减少监管义务的论据。如 Baake（2006 年）所述：“国家
监管机构 FCC 在经过一段甚为严格的对接入和批发市场的监管干预后，目前将重点放在了有关监管
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方面。FCC 目前的侧重点是基于基础设施的竞争，将固定线路网络和有线网络
视为可相互替代的网络并顾及到移动网络，因此该管理机构目前几乎完全废止了对宽带接入和批发
市场的监管。此外，还大大减少了窄带网元接入方面的义务。” 

在替代基础设施并不存在或其建造成本过于高昂、从而使人望而却步的国家，这一方式显然并

不适用。上述情况可能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均存在，尽管发展中国家对移动网络的更大依赖可能会带

来更大范围的基于基础设施的竞争，至少在网络部署由容量需求而非仅仅由覆盖推动的地方如此。 

捆绑批发市场 

虽然零售市场的确定由捆绑或特定网络专门提供的服务所决定，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在批

发市场确定中将此予以反映。遗憾的是，在此方面不存在明确和快速的答案，因此，如框 6 中的程

式化示例所示，具体情况涉及到的各种细节都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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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6：网络选择受服务推动的零售和批发市场 

现在考虑一下拥有相似技术能力的多网络情况，但其中一种网络（假设 A 网络）专门提供由

与众不同的一部分客户认为是“必须拥有”的内容接入服务（例如，高清晰度三维视频服务），

原因或是由于网络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签订了专门提供协议，或是由于网络运营商采取了捆

绑战略。在此进一步假设可对需要这种内容和不需要这种内容的客户收取不同价格。这将意味着

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零售市场，即，一个市场是为仅通过一个网络提供的该服务极有兴趣的客户

提供连接，另一个市场则为所有客户（涵盖所有网络）提供连接。 

然而，在相应批发市场中是否反映了这种零售市场的区分取决于接入寻求方的具体需求。 

对于仅希望在提供连接方面进行竞争的接入寻求方，所有网络都可以替代，因为从 终用户

角度而言，所有网络都是可替代的。毫无疑问，这将不方便也希望通过竞争获得要求使用加价服

务的客户的接入寻求方。为满足上述目标，第三方还需获得视频服务的批发接入（可能不属于任

何监管职责范围），或有能力获得 A 网络提供的零售服务的批发权，以便进行转售。 

对于所寻求的接入目标是提供其自身捆绑服务 – 涉及若干其他类型内容（如，具有类似带宽

要求的具有身临其境感觉的互动游戏服务） – 的第三方而言，所有网络都能够提供此类批发服务

（假设 终用户对两种服务的倾向性的重合很小）。这意味着，批发市场的范围可能大于零售市

场，因为基于专门服务接入的市场区分对于批发供给意义不大。 

如果与此相反，对新服务的需求主要源自也对高清晰度三维视频内容感兴趣的客户，则接入

寻求方需依赖于对 A 网络批发接入的获取。 
 

 

例如，阿联酋电信监管机构似乎采用了将单个服务和捆绑服务都予以考虑的批发市场方式，将

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相匹配，前者被确定为包含自我供给和在批发服务基础上为第三方提供服务以

及为 终客户提供服务捆绑的市场（见电信监管机构报告，2011 年，第 13 f 页）。 

3.4 具体说明：固定和移动宽带是否属于同一市场？ 

由于互联网移动接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一个关键的问题

是，固定和移动宽带是否是同一市场的组成部分。由于移动行业存在更加激烈的基于基础设施的竞

争（通常多家移动网络运营商相互竞争，以获得客户），因此，将移动和固定宽带纳入同一市场就

意味着可取消对固定宽带提供商施加的监管义务（如下述奥地利案例所示）。 

从某种程度而言，有关固定和移动宽带是否应被视为是同一市场的相关组成部分的讨论反映了

上述有关移动和固定话音服务是否可以相互替代的讨论。该讨论十年前发端于发达经济体，并在持

续进行。40 

固定和移动宽带服务在何种程度上可相互替代在很大方面取决于产品特性和客户的使用目的。

这可能涉及有关服务速率、服务质量和数据额度限制等考虑。例如，欧洲委员会报告（2009 年，

第 8 页）指出，“为正确评估两种不同产品的可替代性，特别是固定与宽带之间的可替代性，应最
终考虑到最终用户所使用的不同产品的功能性以及诸如下载吞吐量、上载吞吐量、时延、网络超订
购、数据包丢失、服务连续性等其它一些主要因素。” 

                                                             
40  有关早期文献和一些早期经验证据的讨论，见 Maldoom 和 Horvath 的论著（2002 年）。有关更新的评论，见

Briglauer 及其他人的论著（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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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固定和移动宽带技术在何种程度上不同，关键在于其所提供的服务接入。尽管固定

宽带连接能够提供高带宽和低时延（至少目前如此），而 3G 网络甚至在一些国家尚未得到部署，

且 4G 技术才刚刚开始部署 – 但如果移动网络提供的带宽和时延足以支持客户通常接入的多数服务

的话，则宽带的上述能力变得毫无意义（同时考虑到接入相关服务的模式，如，通过智能电话，结

合使用移动数据卡与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或通过由互联网实现功能的电视机等）。 

同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客户在处于“非移动”状态时愿意在带宽局限性与使用宽带服务的能

力之间做出的权衡（至少以不被束缚的方式做出）。 后同样重要的是，还应当考虑到公共 Wi-Fi
服务能在何种程度上弥补高带宽、低时延固定宽带服务与移动服务（低带宽、高时延，但具有无需

依赖有线连接的优势）之间替代链上现有的缺失环节。虽然目前后者只占据小众专业市场，但随着

更多频谱的提供，Wi-Fi 服务可能会更加重要，因为相关频谱将适用于提供 WiMax 服务并发展可利

用不太吸引“正常”移动服务频率的相应设备。 

在实际工作中，移动宽带技术在何种程度上形成其他宽带接入技术的补充或替代会因市场不同

而不同。从广泛角度而言，后面可以进行下列类别区分： 

• 下一宽带领导者：一些 为先进的宽带经济体，固定宽带主要通过 FTTx 提供，其中示

例包括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的移动宽带也几乎遍布全国。41 

• 发达的 DSL 或有线宽带经济体：固定宽带网络实现广泛覆盖且宽带服务以竞争方式提

供的国家，主要由于铜线网络的批发接入（如德国或英国，其宽带通常通过铜线 DSL 提

供，尽管也存在一些有线网络接入），或由于铜线网络与有线网络之间的激烈竞争而产

生上述局面（如美国，该国由于铜线和有线网络之间的“双头垄断”而出现了宽带的高

普及和大范围覆盖）。目前这些经济体的光纤宽带部署限于小规模部署，且往往与地方

政府或公用设施公司合作进行，但其发展势头特别会由于公共政策中制定的宏伟目标而

加大。这些经济体的移动普及率很高。 

• 移动宽带经济体：固定宽带普及率较低的国家（往往由于覆盖有限或固定网络质量不佳

造成），其中移动网路是提供传统话音服务和互联网接入的使用 多的通信基础设施。

例如，尽管非洲的移动宽带普及率依然处于每百居民 3.3 人的低水平，但 2011 年，移

动宽带签约用户数量高出固定宽带的一个数量级（固定宽带签约用户为每百居民 0.2
人，见国际电联相关报告（2011 年，图 1.2）。 

框 7：不同宽带经济体示例 

日本：下一代宽带领导者 – 作为光纤部署领先国家，日本很好地说明了如何通过支出、税负

减免和长期贷款做出大规模和长期的公共资本投资，从而从 2001 年开始，帮助实现了宽带的战略

规划与部署。日本（2011 年）的固定宽带普及率为每百居民 26.4 人（到 2010 年，其中 58.1%在

使用下一代 FTTx 服务），其宽带速率在若干指标方面都居世界第一，且在一些用宽带实现的技术

方面超出了发展水平（欧洲和美国仅将其作为目标）。日本通过其 2005 年 u-日本政策，强调实现

无所不在和无缝连接，同时致力于到 2010 年，实现日本 90%的超高速宽带，同时，该国的重点是

在设备、人员和联网对象方面实现无缝连接。强调无缝体验的随时 – 随地 – 服务任何人的理念是

一项十分宏伟的具体目标，似乎代表了满足未来需求的政策确定，而非侧重于现有的技术覆盖范

围。 

                                                             
41  见国际电联相关出版物（2012 年 b）。应当指出，韩国和日本的移动宽带普及率分别为每百居民 91.0 和 8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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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下一代宽带领导者 – 韩国在实施五年期“信息通信技术总规划”（首次于 1995 年推

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帮助推进了向先进信息社会的过渡。上述规划涵盖范围甚广，包括推进

制定促进需求的政策和供给方基础设施发展，这不同于多数让需求进行自我发展的发达国家。

2011 年，韩国实现了世界 高的宽带家庭普及率（每百居民的固定宽带签约用户为 36.9 人），且

其移动宽带签约用户为每百居民 105 个人，居移动宽带经济体之首（根据国际电联发布的数

字）。 

英国：发达的 DSL 宽带经济体 – 不同于宽带领导者，且由于认识到公共投资可能会挤掉市场

投资，同时在欧洲委员会导则的引导下，英国和其它欧洲经济体几乎在发展宽带基础设施方面未

进行任何公共投资，相反这些国家更依赖于通过竞争环境促进的私营部门投资。上述导则规定可

进行两种类别的国家投资，首先是以刺激资金方式实现第一代宽带技术的普遍接入，其次是扩大

下一代宽带技术的部署，以收到这种部署的预期社会和经济效益。在此的理念是，投资应提供被

动中立基础设施，然而，如果不致力于监管下一代宽带服务，则超快速宽带网络的发展会十分缓

慢。截至 2012 年，英国固定宽带签约用户为每百居民 33.9 人，光纤宽带服务普及率低于 1%。英

国移动宽带普及率为每百居民 62.3 在用连接，且在本报告编写之际，尚未划分下一代移动宽带所

需的频谱。 

美国：发达的有线宽带经济体 – 尽管由于宽带覆盖范围广，其普及率很高（2011 年，固定线

路和在用移动宽带连接的普及率分为每百居民 28.8 和 65.5），但与欧洲和其他国家相反，美国的

宽带接入主要通过有线服务而非铜线 DSL 提供。虽然美国 1996 年电信法推出了非捆绑和作为开放

接入要素的批发接入，其主要侧重点已从铜线和有线内部线路的受监管竞争转向两种服务之间的

竞争。因此，模式间竞争（使用不同技术提供服务的公司之间的竞争）形式是美国宽带监管的主

流。 

加纳：发展中移动宽带经济体 – 虽然加纳是非洲首先采用 ADSL 宽带的国家之一，但其固定线

路宽带普及率依然很低，其固定宽带签约用户仅为每四百居民 1 人，主要原因是其固定线路网络

基础设施状况不佳。然而，与此相反，2011 年，加纳的在用移动宽带连接为每百居民 23 条，且

在持续迅速发展。相关数据表明，从 2010 年至 2011 年，该国在用移动宽带连接百分比增长了三

倍。加纳共有 140 多个获得牌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因此其宽带市场的竞争较为激烈，

尽管该市场高度集中。 

来源：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指标数据库，www.itu.int/icteye；
http://www.lightreading.com/document.asp?doc_id=217571；http://www.budde.com.au/Research/Ghana-Internet-
and-Broadband-Market-Overview-and-Statistics.html；Berkman 互联网与社会中心（2010 年） 

 

发达的 DSL 亦或有线宽带经济体和宽带领导者 

目前，在固定宽带覆盖范围广的国家，移动宽带被视为是固定服务的补充，而非替代（国际电

联，2012 年 a）。这似乎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即，移动仅在人们处于运动过程中方便进行简单的网

络服务使用，但与固定相比，它提供的速率和数据量都十分有限。42爱尔兰（其很大一部分居民生

                                                             
42  欧洲委员会认为，“移动宽带接入的速率和质量通常更加难以预测，可靠性更低，且主要取决于离最近的网络
基站或大气条件等可变因素。因此，客户往往会遇到由于基站信号弱、干扰、网络过载等造成的连接断开的情
况。”（见欧洲委员会报告，2009 年，第 8 页）。 

http://www.itu.int/icteye
http://www.lightreading.com/document.asp?doc_id=217571
http://www.budde.com.au/Research/Ghana-Internet-and-Broadband-Market-Overview-and-Statistics.html
http://www.budde.com.au/Research/Ghana-Internet-and-Broadband-Market-Overview-and-Statist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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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43 近所做的一次市场调查即未将移动宽带视作是固定宽带服务的合适

替代手段。根据 BEREC 的调查（2010 年 a），因更希望使用移动连接而放弃固定宽带连接44的客户

少之又少，且“…在固定和移动宽带网络的客户下载特性方面，固定网络下载量高出若干个数量
级。这种使用的差别表明，客户在将固定宽带网络用于带宽需求更大的应用方面存在潜在的不同倾
向性，特别是由于网络技术能力而出现的倾向性。” 

与此相反，奥地利 NRA 有关放松住宅客户比特流接入监管的决定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奥地

利移动数据卡占宽带签约服务的比例很大，45目前提供的移动数据（价格）套餐在价格和带宽方面

不同于固定提供商的套餐。奥地利监管机构 RTR 对固定（DSL/有线电视）和移动宽带之间的产品特

性进行了比较。标准固定宽带产品能够实现的下载速率 高为 8 Mbps，移动宽带可实现的下载速

率 高达 7.2 Mbps，二者之间十分相当。46 

目前阶段，所需下载速率远远高于移动宽带可提供速率的服务凤毛麟角（尤其与 DSL 连接通常

提供的有效速率相比，该速率远远低于其所宣传的“ 高”速率），因此，数据和使用限制都高于

固定宽带连接的移动宽带会对替代性形成限制。然而，随着运营商更多地探讨将流量自动卸载于

Wi-Fi 网络的方案，这种严格的数据局限可能会越来越不重要。47此外，由于服务质量没有重大差

别，因此，不断变化的使用规律也可能影响到技术的替代性。随着客户继续脱离受束缚的固定线路

服务而转向采用诸如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等便携式装置，移动宽带可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

有关固定和移动宽带属于同一市场的调查结果会更加司空见惯。 

随着 HSPA+、LTE、WiMAX 等更新移动宽带技术的部署，移动宽带会从整体上构成固定宽带的

合适替代而非补充技术。预计这些新的移动宽带技术将能够实现 150 Mbps 的下载速率 
（LTE），48，该技术与 DSL、有线和光纤的 15 Mbps、42 Mbps 和 102 MBps 的平均固定宽带速率完

全旗鼓相当（如 OCED 报告（2011 年 c）。然而，固定和移动网络在对称的上载和下载速率以及容

量方面可能依然存在重大差别：特别应当指出，FTTH 网络能够提供更加对称的上载和下载速率，

并提供专门而非共有的容量。但是，只有在充分利用这些功能特性的服务全面得到提供时，这一点

才具有意义。 

  

                                                             
43  爱尔兰 62%的人口生活在仅占该国陆地面积 2.4%的城区（爱尔兰中央统计局，2012 年 4 月 – 2011 年人口调查，

第 1 篇相关新闻发布稿 – 城镇与乡村）。 
44  应当指出，侧重于固定宽带连接的实际取消数似乎过于具有限制性。与确定市场密切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如果价格上涨，客户将在何种程度上转向采用替代服务或提供商。在连接数量快速发展方面，主要的考虑不一定是

客户取消现有连接的速度问题，而是新的连接份额将如何与价格差别相对应，这一点尤为重要。 
45  住宅移动宽带用户占所有住宅宽带连接的 27%（且其比例在加大），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这类用户也拥有固定

宽带连接（见 BEREC 的论著，2010 年 a，第 11 页）。 
46  奥地利监管机构通过比较固定（DSL/有线电视）和移动宽带之间的产品特性发现，标准固定宽带产品能够实现

高为 8 Mbps 的下载速率，而移动宽带可实现的 高下载速率为 7.2 Mbps（见 BEREC 的论著，2010 年 a，第 11
页）。 
47 见 http://www.marketwire.com/press-release/new-igr-study-forecasts-3g-4g-mobile-data-traffic-offloaded-wifi-net-
works-grow-16-times-1681113.htm 
48  见 http://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2/04/19/o2-uk-registers-150mbps-downlink-
speeds-as-lte-trials-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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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类服务被分类为下一代宽带领导者的经济体中，适当的做法可能是考虑固定和移动宽带处

于单独市场之中（尽管更为意义的区分是将通过非光纤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提供的“基本”宽带服

务与经 FTTH 网络提供的“加价”宽带服务予以区分）。然而，这些国家的趋势是将固定和移动服

务进行综合。日本和韩国在成为固定和移动宽带世界领导者的发展过程中，都努力实现了无所不在

的宽带覆盖。这种提供无缝连接的目标已使移动和固定宽带提供商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捆绑。这种

综合性产品和服务不再被视为可相互替代，但这些服务和产品结合一起即构成了新的“固定 – 移动

融合”服务内容，从而促使相关方面对竞争和市场确定做出新的考虑。日本过去对固定和无线服务

进行单独监管，但其内务及通信产业省（MIC）目前正在转向采用统一的监管体制，以适应朝着日

益紧密联系一起的固定和移动市场发展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虽然日本和韩国都允许主宰参与方将

固定 – 移动连接相综合，但两国都已开始扩大移动数据网络的开放接入。虽然综合的固定和移动服

务提供商可能减少基于设施的竞争，但要求提供这些综合网络的开放接入被视为有助于增加竞争，

因为这方便新入市者为 终用户提供无缝服务（见 Berkman 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论著，2010
年）。 

移动宽带经济体 

在固定宽带普及率通常由于固定网络质量差及覆盖范围有限而很低的经济体，固定宽带可能不

会发挥主要作用，因此，是否将其像移动宽带那样纳入同一市场中很可能毫无意义。然而，将固定

和移动宽带服务进行组合却具有充分理由，至少对非企业用户如此。 

由于移动宽带是主要技术，因此，向 终用户提供的多数服务将根据移动技术的能力进行量身

定作（如，根据所需带宽、适用于小型屏幕的用户界面的设计等）。有鉴于此，即使固定网络提供

更高的技术能力，但固定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假定垄断者也难以将价格提高至高于竞争水平，因为移

动宽带连接得到广泛提供，且多数服务都能 佳使用移动接入技术。另一方面而言，拥有完整移动

网络基础设施（如，频谱使用权和基站等）的假定垄断者可能可以通过将零售和批发价格都提高至

高于竞争水平而获得利润。固定网络不会带来任何有效制约，因为固定宽带连接不会得到广泛提

供，至少短期内不会在所有国家得到广泛提供。 

4 市场主导地位（SMP）的确定 

为确立监管义务而确定相关市场后，需要考虑的下一个问题是特定运营商或服务提供商是否在

相关市场占据主导地位（SMP）。 

4.1 有关确定 SMP 的一些一般性考虑 

原则上讲，SMP 应反映公司这样的能力，即，行为方式有损于 终用户利益（如制定超高价

格、提供低质服务、不进行创新），或妨碍市场开展更为有效的竞争。这意味着应将 SMP 的概念

与主宰理念高度统一，因为这将在竞争诉讼中得到使用。 

但上述情况并非普遍情况。例如，非洲、阿拉伯地区、亚太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完全依赖市

场份额数字确定 SMP，尽管其临界值千差万别。例如，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监管调查

发现，马里将拥有 25% 或更多市场份额的运营商视为拥有 SMP，而在玻利维亚，这一数字为 40% 
以上，阿尔及利亚则将临界值定为市场份额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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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按照欧洲过去的有关自由化进程的 ONP 框架，可被驳回的有关 SMP 的推定涉及超过

25% 的市场份额49，大大低于任何有关主宰市场份额的临界值。在市场刚刚实现自由化的若干年

中，将临界值定为 25%、40% 或更高都并不十分重要，因为那时前国有垄断运营商在许多情况下控

制了整个市场。然而，随着竞争的发展，人们更欢迎将 SMP 概念与竞争法中的主宰理念相统一，

当涉及到对竞争束缚做出更广泛的评估时尤其如此。毫无疑问，SMP 与主宰之间的差别将依然存

在：SMP 需要事先确定，方法是探究一家公司是否可能处于从事反竞争行为的地位，但主宰通常只

在收到有关公司滥用其地位的投诉后才做出评估，即事后进行。然而，可在确定 SMP 过程中采用

评估主宰地位时使用的分析步骤。 

主宰（尽管在世界范围内以不同方法得到定义）一般来说被视为是“……某一企业拥有的经济
优势地位，使其有能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在无需顾及其竞争对手、其客户并最终在无需顾及消费者的
情况下行事，从而阻碍相关市场开展有效竞争。” 50从经济上讲，这意味着具有 SMP 的运营商能够

在无需畏惧将业务输给竞争对手的前提下剥削客户或限制竞争（不存在现实的准入威胁）（国际电

联，2011 年）。 

尽管主宰或 SMP 等与市场份额没有密切联系51，但市场份额信息可成为一项有益的指标。只为

一小部分市场提供服务的运营商通常无法剥削客户或限制竞争，因此，小的市场份额表明不可能出

现公司主宰情况（前提条件始终是市场已得到适当确定）。具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公司可能拥有市场

主导地位，也可能不拥有这种地位，通常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查。 

除个别公司独自拥有的市场份额外，在确定市场中运营商地位的过程中，已经并将继续采用诸

如简单的集中比或 Hirschman-Herfindahl 指数（HHI）等衡量指标。52 

尽管市场份额数据或其他结构数据（如集中比或指数）相对容易获得，并能够提供极其有益的

信息，但这些数据并非始终能够说明特定市场竞争的具体性质，或参与方发挥市场力量的能力。在

市场准入壁垒很低的情况下，市场份额显然不等同于市场主导地位。 

其它一些方面的考虑可能也十分有益。例如，客户中可能存在势均力敌的购买力量，从而对即

便是 大的供应商也形成了限制。此外，市场容量可能超大，有利于竞争对手快速以极小的额外成

本扩大其产出（扩大门槛低），这意味着高度集中市场中的竞争可非常激烈。 

                                                             
49  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在竞争评估中未被视作主宰的公司可能在监管方面被确定为拥有 SMP，然而，由于市场在

ONP 指令中而非上述个案基础上得到确定，因此相反情况也是可能的。有关详细阐述，见 Freun 的论著（2011
年)。 
50  见 Hoffmann-La Roche & Co. AG 与欧共体委员会，案例 85/76，1979 年 2 月。 
51  上世纪中十分受欢迎的市场、公司行为与市场结果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所谓的“结构 – 行为 – 表现格局的核

心（见 Scherer 及 Ross 的论著，1990 年）。然而，随后，将较大市场份额与市场主导地位联系一起的做法受到了质

疑。有关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s）的理论表明，在特定条件下（虽然十分严格），即使垄断市场也会产生与

具有完美竞争的市场相同的结果（见 Baumol 及其他人的论述，1982 年）。 
52  集中比通常是 大的 X 家公司的市场份额总和。例如，CR4=由 4 家 大公司拥有的总市场份额。HHI 是行业集中

情况的一种衡量手段，通过市场上所有公司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得出。通常而言，HHI 高于 2000 时表明市场高度集

中。HHI 不同于简单集中比，它采用的是市场中每一个参与方所拥有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该衡量指标通过采用这

一平方和考虑到了市场份额的不对称水平。在该情况下，HHI 重点强调以下市场存在的潜在区别：四家市场份额相

等的参与方相互竞争，与市场上一家参与方的市场份额为 70%、另 3 家拥有剩余的市场份额的市场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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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单向替代产生的竞争（其有限替代性在确定市场时未得到考虑）也需得到考虑。

例如，如果高带宽低时延服务的定价未受到更多基本服务存在的约束、但对后者的定价造成制约，

则在研究基本宽带服务单独市场中的市场主导地位现象时应将此考虑在内。 

根据这些考虑，一些国家已放弃预先确定市场份额临界值的做法，转而将重点放在了对个案情

况的评估之上，以确定 SMP 情况。国际电联世界电信监管调查的结果表明，包括韩国、英国和美

国的许多国家在确定主宰或 SMP 时都结合采用若干种不同衡量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对基本设施的

控制、势均力敌的客户的力量、入市壁垒以及潜在竞争。以下框 8 概要说明世界不同地区确定 SMP
时采用的标准，同时表明对 SMP 地位做出审查的频次。 

框 8：确定“主宰情况”或 SMP 采用的标准，2011 年 

非洲 – 只有诸如刚果和马里等少数国家仅用市场份额确定主宰情况，其它很多国家在确定主

宰地位时考虑市场份额以及对基本设施的控制等因素，这些国家包括尼日尔、布隆迪、赤道几内

亚和津巴布韦。加纳除考虑市场份额和对基本设施的控制外，还考虑入市壁垒和潜在竞争（被视

为具有主宰地位的市场份额范围为 25%至 65%）。对调查做出答复的非洲多数 NRA 均表明，他们

每年对主宰情况做出审查，其他 NRA 则每两到三年做出此类审查。 

阿拉伯国家 – 阿尔及利亚仅考虑市场份额，且如果市场参与者的份额高于 50% 即被确认为主

宰参与者。然而，除市场份额外，诸如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也在评估主宰地位时使用更

广泛的一套标准，包括：对基本设施的控制、获得财政资源的方便程度、规模经济和范围、入市

壁垒、潜在竞争、技术优势。该地区国家对主宰地位的定期审查包括科威特和苏丹的每年一次以

及沙特阿拉伯的每五年一次。 

亚太地区 – 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越南仅承认市场份额，其构成主宰地位的市场份

额临界值在 25%至 30%之间。除市场份额外，日本仅考虑对基本设施的控制，斐济仅考虑潜在竞

争。与此相反，新加坡和萨摩亚考虑更大范围的主宰因素，韩国在此间还包含诸如创新水平、投

资和消费者满意程度等非价格竞争因素。 

独联体国家（CIS） – CIS 国家通常不仅仅考虑市场份额，但其全面程度不如欧洲等地区。阿

塞拜疆的明确标准是运营商或服务提供商影响市场状况的能力。 

欧洲 – 欧洲国家市场受到欧洲联盟《电信框架》的规管，尽管每一国家 NRA 可自行确定评估

SMP 的因素，但相关调查结果表明，所有国家都在市场份额之外考虑其它一些广泛的因素。考虑

诸如潜在竞争、入市壁垒、对基本设施的控制等有助于 NRA 确定运营商在市场上发挥其力量的能

力。通常这些国家每两到三年进行一次相关审查。 

美洲 – 美国未对该调查做出答复，但加拿大确认该国考虑地域、市场份额、对基本设施的控

制、规模经济和范围以及入市壁垒等因素。在评估市场主导地位和主宰情况时，拉丁美洲的玻利

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和巴拉圭仅考虑市场份额，其明确的临界值为 25%至 40%。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对主宰参与方施加义务时，如果国家监管机构认为更新分析可消除其主宰地位，则会

对该参与方的主宰地位进行审查。该地区多数国家 NRA 都每两年进行一次审查。 

来源：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监管数据库，2011 年，www.itu.int/icteye。 

 

后，还可针对市场参与方的组合情况评估主宰形势。集体（或联合）主宰概念是一些辖区竞

争规则的组成部分，方便对两个或更多公司形成的主宰情况做出评估（如果这些公司之间没有有效

http://www.itu.int/ict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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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且每一家公司在其客户和其竞争对手方面都拥有相同地位）。53然而，集体主宰情况的意义

仅限于在进行监管时找出 SMP，并主要在竞争法中得到考虑。 

4.2 融合、需求增长与 SMP 

融合有助于利用不同类型网络提供相同系列服务，因此，预计融合将促进更多技术之间的竞

争，这一点亦体现在了日益变化的、由于市场范围不断扩大的市场确定之中。有关移动和固定宽带

合并为统一宽带市场的讨论即是一个佐证。 

这种统一本身将缩小任何特定公司可能拥有的 SMP 的范围。虽然新的移动运营商的入市壁垒

很高（如果不是不可逾越，除非提供合适的频谱（现有牌照到期导致空出频谱或提供新的频

谱）），但移动行业的网络竞争总体上更为激励，并涵盖包括 终接入层在内的所有网络层面。将

市场扩大至包括固定和移动宽带服务将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提供商在零售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这

将消除通过施加接入义务促进零售竞争的必要性，同时还将提高批发服务在无需这类义务到位的情

况下以商业条款予以提供的可能性。这正是推动奥地利住宅客户比特流接入提供方面放松管制的根

本所在（见框 9）。 

 

框 9：奥地利住宅用户比特流接入的放松监管 

2009 年，奥地利固定宽带普及率达到每百居民 22 条连接，移动宽带普及率为每百居民 15.4
条连接。一年后移动宽带连接几乎增长一倍（每百居民 29.3 条连接），而固定宽带固定普及率仅

增长了约 12%。54  

奥地利电信监管机构 RTR 通过考虑价格和产品特性、开展消费者调查、了解过去人们对价格

的反应以及价格/数量的发展变化情况，得出结论，该国存在零售方面的、包含 DSL、有线和移动

宽带的住宅宽带市场，且该市场竞争十分有效和具有可持续性，因此该监管机构认为不再需要对

比特流进行监管。 

RTR 在市场调查工作中确定了两种不同的宽带接入零售市场，一种是住宅用户市场，另一种

是企业用户市场，原因在于为住宅和企业用户提供的“产品价格和产品特性以及服务水平极不相
同”，特别是，企业用户更关注广泛的覆盖、维护和快速响应。因此，RTR 的结论是，企业市场

与住宅宽带市场相互分离，仅包含 DSL 连接，而住宅市场还包括有线和移动宽带连接。由于在零

售层面存在的竞争程度，RTR 认为不需要继续考虑对批发宽带接入（用以向住宅用户提供服务）

进行事先监管。 

因此，该国将批发市场重新确定为“为非住宅用户提供接入的批发宽带接入市场”，且仅包

含内外部提供的、在零售层面为非住宅用户（企业）提供接入的 DSL 线路。 

                                                             
53  见国际电联报告（2002）。例如，欧洲法院表明，“原则上而言，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两家或更多独立的经
济实体（处于具体市场之中）由于经济联系而联合在一起，通过这种联合，他们在同一市场上针对其它运营商占据
了主宰地位”（见初审法院（一院）判决，Società Italiano Vetro SpA 与委员会，1992 年 3 月）。在日本 2010 年促

进竞争规划中，针对老牌运营商（日本电报和电话公司 – NTT）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在东部和西部的集体业务的

运营情况，确认了联合或集体主宰地位概念（见内务和通信省相关报告，2006 年）。 
54  数据源自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指标数据库（www.itu.int/icteye）；在下一年实现了绝对的类似增

长，移动宽带普及率达到每百居民 43.3 条连接，而固定宽带则为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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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欧洲委员会对将移动宽带纳入住宅用户零售宽带市场及随后的对批发市场的重新确定

表示“严重怀疑”。然而，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并对其措施草案做出小的修正之后，欧洲委员会消

除了这些疑虑。欧洲委员会对 RTR 将移动宽带纳入住宅零售市场的理由予以确认（该电信监管机

构通过调查发现移动可替代固定线路连接）。然而，欧洲委员会亦指出，由于通过宽带连接提供

的服务不断演进、下一代网络（NGN）持续发展，且随着签约用户和数据使用的增加，移动连接

会遇到潜在制约，因此对形势继续予以监督十分重要。 

来源：BEREC （2010 年 a），欧洲委员会（2010 年） 

 

除市场界线调整外，可能在评估市场主导地位时还需考虑到竞争性质发生的变化。 

在许多市场，可能已经或将需要做出重大投资，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宽带的需求。这种投资

往往数额巨大，从而带来只能缓慢消费的超额容量，在部署新的光纤基础设施过程中尤其如此。55  

此种超大容量的存在可能会挫伤人们对竞争性基础设施进行进一步投资的积极性，因为此类投

资在很大程度上会沉没，且预计新的投资者会遇到已建造其网络的竞争对手的强力竞争。然而由于

同样的原因，在竞争性基础设施已到位的情况下，即使市场高度集中预计竞争也会异常激烈。已对

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相关方面具有极大动力吸引用户并充分利用已有容量，因为他们可以以极低的

成本或无需增加任何成本的前提下满足更多业务的需求。 

这意味着 NRA 可能需要特别关注投资时机以及有关将新容量投入使用的计划问题，同时要特

别警惕可能挫伤竞争性基础设施提供商投资积极性的容量扩大问题。此外，NRA 有必要确认，当存

在基于设施的竞争时，应大大减少人们对市场主导地位的担忧。国家监管机构还应防止不断增长的

需求与某些转换成本的存在相结合而带来的风险（后者会使相关方面有极大动力相互争夺新客户，

从而实现更大的客户基数）。 

平台间竞争与宽带普及之间具有积极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竞争性平台之间的竞争积极性

大大高于由监管支持的平台内竞争。 

 

框 10：平台间竞争与宽带普及 

事实表明，平台间竞争可带来诸多益处，如，增加客户的真正选择、加大服务创新积极性并

带来降低成本和价格的压力。此外，相关证据还表明，替代平台之间的竞争是宽带普及持续提高

的驱动因素。 

例如，有关经合发组织（OECD）各国的一项早期分析表明，在 DSL 和非 DSL 平台具有相似市

场份额的情况下，宽带普及率往往更高，而在只有一种特定平台为主宰平台的情况下，宽带普及

率则更低（见以下抄录的 DotEcon 与标准经济学（2003 年）的图 13。与此相反，入市者接入服务

的腾飞发展与更大的宽带普及之间却不存在这一关系。 
  

                                                             
55  在需要对全新技术进行投资时，可能会为新入市带来机遇（尽管新入市者可能需要在物理基础设施，如现有杆

塔和管道接入方面与老牌运营商处于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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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德国 

法国 

西班牙 

芬兰 瑞士 
奥地利 

英国 

爱尔兰 

葡萄牙 

美国 

荷兰 

加拿大 

瑞典 

比利时 
丹麦

挪威 

非 DSL（有线、FTTH 等）市场份额 
 

Bouckaert 及其他人 近所做的一项调查（2010 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平台间竞争

是宽带腾飞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该研究考虑了受监管的不同形式的竞争对 OECD 若干国家宽带普

及率发展产生的影响，其中共考虑了三种体系：平台间竞争（多网络之间的竞争）；基于设施的

平台内竞争（基础是非捆绑本地环路的强制性接入）；基于服务的平台内竞争（以受监管的比特

流接入为基础）。 

现将总体宽带普及率作为应变量（dependent variable），然后使用 OECD 20 个国家 2003 年

12 月至 2008 年 3 月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估算出线性回归模型，其中每季度的宽带连接细分

为平台类型、老牌运营商的批发连接（老牌运营商的零售和比特流/转售）以及非捆绑连接。合并

为三类（竞争变数、宽带服务变数和市场人口分布）的解释变量（Explanatory variables）提供了

一套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结果。 

该分析表明，平台间竞争是宽带普及的主要推动力量：有线与 DSL 运营商之间市场份额越均

等越能够提高宽带普及率。分析表明基于设施的、平台内竞争所具有的影响有限，基于服务的平

台内竞争则对宽带普及具有负面影响。 

这些结果不能普遍适用于发展中经济体 – 固定网络基础设施的复制方面更是如此。然而不容

忽视的是，促进对现有基础设施的接入可提高竞争，从而带来极大益处。这表明，在价值链的更

大范围展开竞争可带来通过监管干预无法轻易实现的巨大有益影响。当然，网络复制往往不是一

种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开放接入是向更广泛人群提供通信服务的唯一选择。 

来源：DotEcon 与标准经济学（2003）；Bouckaert 及其他人的论著（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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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纵向安排与捆绑 

OTT 服务不断加大的重要性可提高或降低某些宽带供应商的 SMP，因此，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

转移注意力，以便将有能力提供此类内容的相关方面也纳入其中。 

通过不同网络提供的更多服务意味着网络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纵向关系对于评估市场主

导地位情况具有重要影响，特别应极为认真评估通过特定网络专门提供“必须拥有”内容方面的安

排。 

无论如何，如果宽带提供商的市场主导地位与 OTT 的专门接入相联系，则此类市场主导地位的

根本不是控制网络基础设施，而是控制服务。如果网络运营商与内容提供商签署专门协议，则网络

运营商通过提供特定类型内容专门接入所带来的益处会由于竞争而消去。例如，有能力提供加价电

影专门点播视频接入的宽带提供商可能面临其他宽带提供商的更小竞争，从而可持续收取更高价

格，然而由此获得的很多利润 终将流向内容提供商。56  

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任何监管接入义务都必须与内容接入相联系，此外还需与网络基础设施的

接入相联系。例如，对拥有市场主导地位的宽带运营商施加提供比特流接入的义务（因为该运营商

提供加价点播视频服务的专门接入）将对解决这一问题几乎没有作用，因为有效竞争对手将要求接

入此类（或类似）内容。 

在存在捆绑战略的情况下，对 SMP 的评估需要考虑到提供商是否可以足够方便地复制具体捆

绑套餐以及如何如此行事。在捆绑套餐难以复制的情况下，人们在竞争方面的担忧可能加大。应在

个案基础上评估复制性问题，且结论不应轻而易举地普遍化。例如，复制性取决于“拥有 SMP 运
营商的网络架构、有关批发方面的义务及其履行情况、替代运营商拥有的网络基础设施，且在电视
服务方面还特别取决于对内容的接入。”57 

在发达经济体，被确定为捆绑内容之一的电视服务预计将在复制性方面带来 大的担忧，且目

前相关国家 NRA 对此进行干预的能力十分有限。58换言之，在捆绑构成单独市场的情况下人们会有

特别的担忧，且捆绑包括电视内容，而电视内容的获取通常不属于负责 ICT 的 NRA 的职责范围。 

例如，如以下图 5 所示，尽管若干国家的 ICT 监管机构已对广播传输进行监管，但负责广播内

容监管的情况很少。由此，如果第三方要在零售层面进行竞争，除接入网络外，他们还需要接入广

播内容，但问题即会在此出现。 
  

                                                             
56  正如 Armstrong 和  Wright 的论著（2005 年第 22 页）所述，“当市场一方面的代理在寻找多家供应商
（multihome）时，相关平台拥有方可能向其提出专门合同，防止其寻找多家供应商，从而从市场另一方面代理的
加大需求中获益。这种专门合同可“廉价”提供，因为将市场一方面（如卖方）进行捆绑，平台拥有方即吸引了市
场的另一方面（买方），这就强化了卖方签署专门合同方面的决定。”由双方面市场，或更准确的说法为，多方面

平台，带来的复杂性问题的全面评估不属于本报告的范围，但可见 Evans 和 Schmalensee 的论著（2007）。 
57  见 ERG（2009a）第 6 页。 
58  ERG 研究进一步指出，“电视服务以及这些服务的内容接入已被 NRA[欧洲成员国]视为最可能在捆绑复制性方面
带来疑问的服务。在此方面，NRA 报告的很少干预中的多数集中于电视服务，且一些 NRA 显示出对相关市场 5 – 宽
带批发接入 – 施加组播的可能性。尽管内容接入被认为是可能在复制性方面产生疑问的问题，但多数 NRA 表明，因
为他们不具备内容方面的职权，因此他们无法在此方面采取行动”（见 ERG，2009 年 a，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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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既负责广播传输又负责内容的机构，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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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32/44 基于 14/21 基于 25/38 基于 6/12 基于 37/43 基于 29/35 基于 14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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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部委 
其它部委或政府机构 
监管机构 

运营商
未监管 
如果一个以上实体或另一家机构参
与这一职能，则请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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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百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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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1

年
 

广播内容 

来源：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监管数据库，www.itu.int/icteye。 

 

毫无疑问，在其它服务方面也会产生类似的担忧。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移动支付应用及其它促

成业务开展的服务可能属于“必须拥有”内容，因此，NRA 应对此进行不断审议。 

此外，如上所述，捆绑一起的产品和服务非常复杂，使客户难以对服务价格和特性做出比较，

这将造成转换限制，从而使运营商即使在捆绑产品和服务表面上应可复制的情况下也能充分利用其

市场主导地位。 

从监管角度而言，处理捆绑和专门纵向安排的 大挑战在于这些做法既能带来极大的效率优

势，也损害了竞争。例如，捆绑可能有助于供应商与其客户分享由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节约，它可

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对客户更希望获得的统一账单做出响应。这还可能避免出现双重边际化，从而

使公司能够进行产出增加的价格歧视，扩大服务接入（见框 11）。与此同时，它还限制了其它公

司带来的竞争压力，从而使竞争弱化、扭曲或受到限制。 
  

http://www.itu.int/ict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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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1：作为价格歧视的捆绑 – 程式化示例 

现考虑规模相等的三类用户（A、B 和 C）的示例，其不同表现在为宽带和电视服务付费的意

愿方面。下表所示为每客户为宽带和电视服务付费的 大意愿，为捆绑套餐付费的意愿不过是各

单独数值之和。 

  A B C 
宽带 4 5 2 

电视 4 8 12 

套餐 8 13 14  

假设边际成本为零，宽带服务利润 大化的价格为 4，那么只有 A 和 B 类客户将得到服务。

利润 大化的电视服务价格为 8，此时只有 B 和 C 类客户将得到接入。利润 大化的捆绑价格也

为 8，此时各类客户都将获得宽带和电视服务的接入。利润和消费盈余都将由此而提高。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捆绑是一种有效的价格歧视。A 类客户需要在价格方面增加 4 才

能获得电视服务，这与其支付意愿相匹配。B 类和 C 类客户实际上将“免费”获得宽带服务（与

其在任何情况下为单独电视服务支付的价格相比较）。捆绑价格事实上方便运营商在无须降低其

他客户价格的情况下降低为 A 类客户提供电视服务的价格，并为 C 类客户降低宽带服务价格。由

此，获得服务的客户人数增加，所产生的消费盈利亦随之提高。 

来源：作者。 
 

 

只有根据具体情况才能确定特定捆绑战略具有积极还是消极影响，在此方面不存在任何有助于

相关方面将“好”“与”“坏”做法进行区分的硬性和方便的规则。因此，在此方面难以制定清晰

明了的、以监管义务形式实施规则（其方法可与对具有 SMP 运营商施加接入义务的方法相同）。 

本报告下一节将讨论传统上对具有 SMP 运营商采取的监管解决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将如何在

融合宽带世界发生变化的问题。 

5 融合宽带世界的监管 

如上述讨论所示，融合意味着市场界线发生变化，且需要在评估市场主导地位时做出更为复杂

的考虑。这些复杂性以及有关为提升现有网络基础设施或建造新网络进行适当投资的必要性为监管

机构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由于可在传统上不受 ICT 监管的服务方面形成市场主导地位，且引人关切的行为可能更难以准

确得到确认，因此，事先确定问题所在会变得日益困难。为此，适当的做法不应是扩大监管范围、

以涵盖可以想见的制约竞争或伤害消费者的各种行为形式，而应是更多地依赖事后对竞争法的应

用。 

本节讨论 NRA 及 NCA 在具有 SMP 运营商的监管方面应发挥的新作用，以便为相关从业者提供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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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对具有 SMP 运营商的传统监管 

国家监管机构（NRA）的职责 

信息通信技术（ICT）监管机构的职责至今总体上限于确保监管政策涵盖未以竞争方式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 

国家监管机构（NRA）必须进行的工作包括： 

• 在竞争薄弱或刚刚出现的领域，对零售资费进行收费控制监管； 

• 强制具有 SMP 的提供商提供基础设施接入； 

• 监管批发收费，必要时监管必须提供接入的相关条款和条件（例如，以参考互连要约

（RIO）的形式，其中包括有关完成订单时间、故障处理等的具体义务），且应要求向

具有 SMP 的提供商施加协助完成该任务的义务（如会计分离和成本核算义务）； 

• 应新入市者或竞争对手要求，执行有关确保互操作性的规定。59 

以下框 12 总结 ICT 监管机构的现有职责，并说明世界各地采用的 常见的义务。 

框 12：信息通信技术（ICT）监管机构的职责，2011 年 

 
 

  

                                                             
59  笼统而言，监管机构的职责还包括频谱分配，执行相关规定，以确保在以符合基础性政策目标前提下确定的条

款向所有客户提供得到适当定义的普遍服务，并保护弱势群体消费者（以及普通消费者）。 

非洲25%
阿拉伯

国家10%
亚太18%

独联体

国家3%

欧洲24%

美洲20%

监管机构总数为158

13.3%15.8%17.7% 39.2%53.8% 79.1%82.3%82.9%83.5%88.6%88.6%

气候变化

互联网内容

广播内容

网络安全

广播（传输）

普遍服务/接入

互连费率

频谱监测和执行

许可

频谱划分和分配

价格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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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调查结果表明，在监管机构承认存在 SMP 或主宰情况时，会事先施加繁复多样的义务，

其中包括：透明度、非歧视性、互连和接入义务、监管会计、会计分离和价格控制。总体而言，

多数监管机构会对主宰或具有 SMP 的运营商施加若干此类义务（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虽然各区

域在专门施加义务方面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或更倾向于哪种组合，但有些国家仅选择施加一种或

两种义务，或事先具体规定“其他”义务。以下重点说明这些不同寻常的情况。 

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 为常见的义务包括透明度、非歧视性、互连和接入义务以及会计分

离。 

亚太 – 虽然多数国家报告表明施加多种义务，但斐济仅表明透明度是 为常见的事先监管内

容，蒙古仅承认施加非歧视性义务，而马来西亚则强调透明度和互连及接入义务是 为常见的义

务。 

独联体国家和欧洲 – 多数国家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但法国在答复中仅承认施加透明度义

务。拉脱维亚指出，除透明度、非歧视性、互连和接入义务以及监管会计和会计分离义务外，还

可强制具有 SMP 的运营商提供 低数量的租用线路。 

美洲 – 萨尔瓦多仅施加透明度义务，牙买加仅承认施加非歧视性和互连及接入义务。巴拉圭

承认采取其他一些种类措施，如具体互连规则（包括有关共置和本地转接的规则，并对 高和

低资费做出规定）。 

来源：国际电联世界电信监管数据库，www.itu.int/icteye。 

 

通常人们期待国家监管机构定期审议其监管范围，并撤销对竞争十分充分且预计竞争法可保护

客户和接入寻求者的产品或服务的监管。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十分侧重于传统的电信服务（话音和

数据服务）。传统上，NRA 对具有 SMP 的运营商事先施加若干监管义务，60这些义务常常侧重于批

发市场：“只有当国家监管机构认为相关批发措施或涉及运营商选择或预选的措施不能实现确保有
效竞争并满足公众利益的目标时，才应对零售服务进行监管”（欧洲委员会，2007 年 a）。 

批发监管可实现更大范围的服务竞争，根据客户不断变化的倾向性和需求，在产品差异化和创

新方面带来更大益处。这些是无法轻易通过监管干预复制的竞争性供给带来的自然结果（监管干预

的性质决定了它往往非常具体且具有规范性）。得到监管的接入通过多种不同途径（如，通过客户

服务的创新或通过替代及新颖的定价模式）带来零售层面的竞争，从而为 终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实惠（与任何僵化的零售控制相比）。这对于宽带市场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宽带市场比“大众

型”（plain vanilla）话音电话有更大的服务差异化空间（见国际电联报告，2012 年 c）。 

同样，互连义务与受监管的互连收费相结合为在规模经济和范围可能更小的地方部署替代基础

设施（如，由于现有容量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如长途传输情况））带来了机遇。 

                                                             
60  例如，欧洲委员会根据三项必须得到满足的标准确定了若干易于实行事先监管的市场：“(a)很高的非暂时性入
市壁垒的存在，这种壁垒可以是结构、法律或监管性质的壁垒；(b)市场结构在相关时间范围内不会朝着有效竞争发
展。本标准的应用涉及对造成入市壁垒的竞争现状作出审查；(c)竞争法本身不足以充分解决相关市场失效问题。”
（见欧洲委员会，2007 年 a）。此后该方法在欧洲以外的诸多其他国家也得到了采用，其中包括摩尔多瓦、阿曼、

沙特阿拉伯和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见国际电联报告，2012 年 c）。 

http://www.itu.int/ict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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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和竞争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事先监管涉及的多数行为（如歧视性价格、拒绝供给、超高价格）也在竞争法中做出了规定 – 
多数出现在旨在防止滥用主宰地位的条款之中。61 

的确，在处理接入收费的诸多问题时，竞争法的相关条款得到了应用。例如，2011 年 11 月，

中国负责评估与价格相关的反竞争行为管理机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确认，

正在根据相关方面对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两家公司共占中国宽带接入市场的三分之二以上）有关

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的指控，按照反垄断法（AML）对这两家公司进行调查。NDRC 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两家公司向与其竞争的宽带接入运营商收取了更高的宽带接入费，而向非竞争公司收取的
价格却更低。NDRC 的官员确定，这种行为构成了滥用价格的歧视行为……。两家公司故意为竞争
对手提供了互连服务所需的不足数量带宽……，导致其互连速度更慢，进而使中国许多地方最终用
户的互联网上网速率大为减缓。”62 

这些问题毫无疑问是监管政策的核心，且通过以得到监管的价格和一视同仁的方式提供接入的

义务加以解决。然而，歧视性做法有时十分微妙，且其重点为二级服务而非总体价格。例如，订单

交货期或处理所报告故障的时间原则上会在综合运营商的自身下游运作与第三方接入寻求者之间大

为不同。列入详尽的受监管公司需满足的各项条件清单是不可行的，因此，可能有必要对声称的歧

视性行为做出事后调查。 

同样，即使在事先监管措施到位、公司须以监管机构确定的条款和条件履行提供接入义务的地

方，也可能进行“价格挤压”，从而导致下游市场竞争有限或毫无竞争。价格挤压系指公司为在零

售层面与其竞争的第三方提供的批发产品的零售价格在给定批发产品价格上使得竞争对手无法获得

足够利润（而批发产品要求获得足够的利润才能够在下游进行竞争）。 63价格挤压不涉及歧视，因

为理论上而言，可向纵向集成的公司本身的下游业务收取相同批发价格，从而造成下游的名义损失

（notional losses）。接入收费是第三方竞争者的直接成本，但却仅仅是纵向集成的老牌运营商的名

义资金转移，因此，接入寻求方受到的是实际损失而非名义损失。这可能说明受监管费率确定的不

合理，亦或是零售市场掠夺性行为的结果。显而易见，市场的具体情况、采用的成本标准以及反映

入市决定和业务模式的产品集成程度都非常重要。64 

                                                             
61  然而，与具体针对行业的监管不同，竞争法的实施是在特定案例得到调查之后（根据投诉做出调查，或 NCA 自

行提出进行的一项调查的推动）。虽然 NCA 有关进行罚款的威胁会有威慑作用，但 NCA 可能采取的任何行为方面

的解决方法都是事后而非事先的方法。 

62  http://competition.practicallaw.com/6-517-0485?q=broadband+price+discrimination 
63  见 OECD 报告（2009 年，第 1 页）：“价格挤压系指综合提供商向竞争对手销售基本输入产品的价格与其下游
价格之间的利润空间极小，使得竞争对手无法生存或进行有效竞争。”国际电联 新的有关宽带的系列文件对价格

挤压和成熟的相关测试做出了详尽阐述（见国际电联相关文件，2012 年 c，框 10）。 
64  各国和区域之间采取的价格挤压方式不尽相同。在有些国家，价格挤压行为被视为是滥用主宰地位，而在其他

地方，这种行为只有在满足其他标准时才被视为是滥用地位的情况。例如，在欧洲和新西兰，价格挤压通常被视为

与滥用主宰地位直接或间接有关。与此相反，美国将价格挤压视为是正常市场活动，除非进行价格挤压的公司必须

向替代运营商提供批发服务，或价格挤压被认为是一种掠夺性定价。ICT 监管工具包附件 2 提供更多示例 – 价格挤

压以及主宰地位滥用的方法比较（以下网站提供：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s.html 
#3096）。 

http://competition.practicallaw.com/6-517-0485?q=broadband+price+discrimination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s.html#3096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s.html#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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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融合对监管的影响 

监管政策在若干方面受到融合的影响： 

• 本行业充满活力的性质以及满足对带宽快速增长的需求的必要性意味着，确立正确的投

资激励机制至关重要。 

• 由于在融合宽带世界中服务是驱动需求和可替代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人们不仅会

关注对传统通信网络的接入，而且也关注传统上属于 ICT 监管范围之外的业务的发展。 

• 宽带网络具有的平台性质意味着需要研究探讨一系列更加丰富的商业战略，且个案评估

也会更加重要。 

以下更为详尽的阐述上述各点。 

监管有必要提醒人们关注促进投资的重要性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对带宽的需求，可能需要对网络基础设施做出大量投资。为目前连接接入有

限或毫无连接接入的人们提供宽带服务并支持新业务的发展十分重要，尤其因为人们似乎有这样的

共识，即，更好的宽带接入可以带来极大的正面溢出效益。目前已通过若干经验性研究确立宽带普

及率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宽带普及率与就业之间的联系，且研究重点已转向了更高速率服

务所产生的影响。65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更高的宽带速率和超快速网络的部署十分有益。例如，由

Ericsson、Arthur D. Little 和 Chalmers 理工大学 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国家宽带速率提高一倍可

使 GDP 增长率提高 0.3%。66Katz 及其他人（2009 年）估计，实现《德国国家宽带战略》制定的目

标将创建五十多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仅仅由于建设网络而产生），而在网络建设完成之后实现的更

多发展和服务创新将会造就几乎等同数量的就业机会。总体而言，超快速宽带网络的大量投资对

GDP 的效应很可能为 2010 至 2020 年十年间的每年平均 0.6%的增长率。 

国际电联相关报告（2012 年）亦表明了世界其它地方出现的类似效应。据估计，在拉丁美

洲，宽带普及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即会使 GDP 增加 0.016%，表明在 2007 至 2009 年之间，其贡献

为 67 至 143 亿美元之间。同样，在阿拉伯国家，宽带普及率提高 10%即会使人均 GDP 增长 0.18% 
至 0.21%之间，这相当于在到 2010 年前的六年间，阿联酋宽带每年为人均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0.7%，约旦为 0.92%。在印度，宽带普及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即会使就业率增加 0.028 个百分点，

宽带普及率提高 10%，会使该国地区性 GDP 提高 0.313 个百分点。 

当然，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始终关注为网络投资确立正确的激励机制。然而，由于需要在

提升现有网络或建造新网络方面做出大量投资，因此，确立正确的投资激励措施已变得更加重要。

                                                             
65  例如，Czernich 及其他人（2011 年）研究了宽带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Koutroumpis（2009 年）认为

对于欧盟 15 国（EU-15）而言，宽带在 2002-2007 年对 GDP 的影响为 0.63%，期间为总体增长做出的贡献为

16.9%。有关宽带对经济产生影响的研究概况，见国际电联的相关报告（2012 年 d）。 
66  研究结果以 2008-2012 年 33 个 OECD 国家的经济分析为基础（采用公开提供的数据）。宽带速率提高对经济带

来的积极效应被细分为三个主要类别，直接和间接效应能带来中短期刺激，“诱发”效应则具有长期影响。直接效

应包括通过建设新基础设施所需的土木工程、建设和设备创建的就业机会；间接效应则为高速宽带的提供带来的效

率增长而产生的溢出；诱发效应表现为速率增长产生的新业务形式，包括创建更多的在线服务。见“对速率的需求 
– 一项新的研究确认宽带速率的提高对 GDP 具有积极效应”， 2011 年 9 月，以下网站提供：
http://www.ericsson.com/networkedsociety/media/hosting/Need_for_speed.pdf 

http://www.ericsson.com/networkedsociety/media/hosting/Need_for_spe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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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运营商提供正确的投资激励机制并非轻而易举，在新的接入网络可能受到基于成本的监管的情况

下尤其如此。 

通常，国家监管机构在确定受监管资费时依赖成本模型，具体为合并采用图 6 所示的相关方

式。 

图 6：确立受监管资费过程中的成本模型的使用，2011 年 

 非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 独联体国家 欧洲 美洲 全球 

基于 33/44 基于 12/21 基于 18/38 基于 6/12 基于 25/43 基于 27/35 基于 121/193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是 否（如果答案为否，请回答问题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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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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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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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 独联体国家 欧洲 美洲 全球 

基于 16/44 基于 10/21 基于 13/38 基于 4/12 基于 15/43 基于 20/35 基于 78/193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混合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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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 独联体国家 欧洲 美洲 全球 

基于 21/44 基于 12/21 基于 15/38 基于 4/12 基于 22/43 基于 22/35 基于 96/193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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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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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服务 

 

来源：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资费政策数据库，www.itu.int/icteye。 

遗憾的是，利用这些成本模型确立的标准成本措施往往不能适当顾及到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

所有风险，因此，确立基于成本的接入收费的标准监管方式可能无法提供充分的投资回报。多数此

类投资往往沉没，且未来需求不确定，这就带来特别的挑战并产生与投资延缓相关的大量潜在选择

权价值（option value），而这些选择权价值通常未在基于成本的收费中得到反映，同时，这种收费

亦未反映接入寻求方获得选择权价值（他们可以在无须承诺资源的情况下以即用即付费方式使用接

入服务）。下框所示的、基于运营商资本加权平均成本（WACC）的前瞻性长期增量成本建模（诸

多监管机构使用的标准成本理念）往往不能带来正确的投资激励。 
  

http://www.itu.int/ict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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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3：确立以成本为基础收费的标准方法不足以鼓励投资 

虽然在计算基于成本的接入收费中使用具体针对运营商的资本加权平均成本（WACC）是一种

惯例，但这一做法不能提供充分的投资激励（投资往往沉没，且回报不确定）。 

例如，现有一家网络运营商正在考虑是否在受监管环境中（监管机构确立的接入收费限制了

该公司由于向运营商的 WACC 提供受监管接入而得到的回报）承诺拨出大量资源，以便为提供更

高带宽而实现现有网络的升级。虽然这可能意味着该公司不可能从成功投资上得到经济收益，但

在投资时公司对这一点予以忽略，因为未来投资回报是不确定的：投资可能毫无回报，但也可能

由于不存在监管制约而使回报大大高于 WACC。 

只有在依据运营商 WACC 计算未来回报净现值（NPV）为正数（且高于合理采用的针对具体

项目的特定 低期望收益率（hurdle rate）时）才会做出投资，不可能是相反情况。然而，监管制

约的效应是非对称的：只有在公司得到的回报超过 WACC 时，上述效应才会“显现”，而在客户

为高带宽或服务腾飞进行付费的意愿大大低于预期时，该效应则不会显现。 

不考虑投资失败风险的、对成功投资回报予以限制的做法意味着，导致必须做出投资决定的

预期回报低于 WACC，使 NPV 为负数，从而阻碍了投资。 

这就是说，成功的投资需要获得高于 WACC 的回报，形成事后看起来是得到超高价格支持的

经济效益，但不过是对投资者敢冒承诺资源可能部分或全部消失风险的奖励。超出 WACC 部分

（表面的超出利润）须随风险的加大而加大， 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监管机构 初承诺允

许公司获得更高回报可能在面临公众压力时无法持续（公众要求限制老牌运营商看上去是在进行

谋取暴利的行为）。该方法要取得成效，就必须明确表明允许成功投资者获得的回报程度，且监

管机构须承诺这种成功投资的回报在未来不会受到侵蚀。如果监管机构不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承

诺维护运营商较高的约定投资回报率（如，在进行监管审查过程中，轻易降低允许的投资回报

率），那么对投资激励的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见 Levine 和 Rickman（2002 年）有关承诺问题的

讨论）。 

同样，接入提供商与第三方接入寻求者之间也存在非对称性。前者已承诺大量资源，后者则

享受灵活的“即付即用”（pay-as-you-go）服务：如果需求足够，他们可以受监管价格购买接入

服务，从而方便他们无需承诺进行其他的付款或投资即可得到回报。换言之，提供受监管的接入

往往包含免费的使用接入服务的潜在重大价值选项（但并非是一种义务），这也会产生阻碍投资

的效应，除非允许接入提供商对即付即用接入收取加价，或要求接入寻求方做出长期承诺。 

来源：作者 

监管政策可通过若干方法矫正由采用标准的基于成本的监管而导致的投资激励扭曲。鼓励投资

的做法之一是在一段时间内免于监管（即，承诺不施加接入义务和确立受监管收费）。允许 NRA
在确定受监管收费时包含更多的风险加价是另一种可能的做法（但如上述框所述，如果要求的加价

很高、成功投资者获得的回报在公众看来是超额回报的话，则可能带来承诺问题）。其他一些具有

积极影响的做法包括，允许受监管运营商实行更多差异化定价、短期接入收费更高（接入寻求方无

需做出任何承诺），并在接入寻求方作出承诺并愿意分享与投资相关的一些风险时，对接入收费给

予折扣（然而，这种差异化定价方案可能为监管机构难以控制的反竞争歧视行为敞开大门）。 

此方面一个比较笼统的观点是，接入产品不成比例的普及会加大阻碍投资的风险，这是因为，

对任何一种接入产品定价过低都会导致降低投资回报，而对一些产品定价过高则仅会影响到第三方

使用的接入服务的构成，二者之间是不对称的。例如，在本地环路（LLU）和比特流接入方面，如

果比特流接入定价过低，则非捆绑环路的高价格将会无效，因为第三方往往会使用前者，而非非捆

绑环路，反之亦然。受监管收费 低的接入产品事实上会影响到接入提供商预期得到的回报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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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个国家都寻求对批发接入价格进行监管。以下图 7 表明，尽管欧

洲和阿拉伯国家中的多数监管机构都确定有关对主宰运营商网络的批发接入（受监管）收费，但美

国或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同样，独联体国家往往也

不对批发收费进行明确控制。 

图 7：宽带批发接入/比特流接入的价格监管，2011 年 

 非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 独联体国家 欧洲 美洲 全球 

基于 24/44 基于 11/21 基于 16/38 基于 6/12 基于 24/43 基于 25/35 基于 106/193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进行价格控制 不进行价格控制

答
复

百
分

比
，

20
11

年
 

宽带批发接入/比特流接入 

来源：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资费政策数据库，www.itu.int/icteye。 

除接入义务和受监管收费外，旨在通过适当的共同投资激励而促进风险共担的政策也将有助于

刺激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在共同投资预计会实现下游市场有效竞争的情况下，可将上述政策

与中止监管控制相结合。在光纤接入网的共同投资比单个光纤束投资更占上风时，即会出现这类竞

争，表明相互竞争的接入网络已经到位。 

然而，鉴于宽带的平台性质（如上所述），共同投资战略可能不仅仅涉及潜在竞争对手，而且

涉及补充服务提供商。例如，有关鼓励网络运营商与内容制作商之间进行共同投资的政策可鼓励部

署“超快速”网络，因为这样的政策解决了需要服务推动基础设施腾飞和需要基础设施鼓励服务发

展之间的协调问题。OTT 参与方进行的网络投资通常更有助于为客户提供服务丰富的宽带环境，这

一环境有利于腾飞和部署。 

但是，这类协议可能要求对一些服务或一些类型流量进行优惠处理，以换取为投资成本做出贡

献（这可能引起人们对网络中立性原则的关注）。如果消费者事先十分了解其网络提供商将使用的

流量管理政策，并获得选择，决定不受此类限制（以换取为提供连接成本付出更多），则这可能不

是无法克服的问题。无论如何，监管机构都有必要认真思考网络中立性要求的适当定义和范围（重

要的是，在融合环境中，服务对宽带的采用至关重要）67。 

所有这些选择方案都是目前欧洲正在进行的有关为下一代接入网制定适当监管政策讨论中占据

主导地位的方案，且应得到更多热烈的讨论和研究。68上述讨论依然在进行之中，远远不能产生可

被广为接受的建议或原则（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需要进行顾及特定市场具体条件的个案

分析。 

                                                             
67  有关该问题的深入讨论，见 2012 年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GSR12）讨论文件 – 网络中立性：监管视角，下

列网站提供：www.itu.int/ITU-D/treg/Events/Seminars/GSR/GSR12/documents.html 
68  见 WIK 咨询公司报告（2011 年）、Plum 咨询公司报告（2011 年）、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报告（2012 年）。 

http://www.itu.int/ict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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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具体针对行业的监管未予涵盖的服务很可能意义重大 

宽带用户可接入的服务的更大作用以及宽带行业拥有的活力和变化将使人们更难事先确立相关

市场，并确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运营商。市场主导地位以及可能产生的对这一地位的滥用可能不

会产生于对资产和服务（传统上受到针对行业的监管（即，电信网络和由此产生的服务））的控

制，但可能与“必须拥有”内容的控制有关。 

电视（或更广泛的视频）服务被确定为可能引起人们关注的服务，在发达经济体中显然如此。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移动支付服务以及支持业务的其他添加服务（如旨在使人们更多了解不同地方

价格信息的工具）可能也会发挥类似作用。由此，市场确定和 SMP 的确立都要求考虑到目前超出

ICT 监管机构范围的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国家，技术融合已促使政府审议 ICT 监管机构的职责。迄今，人们已看

到三种不同反应： 

• 首先，某些 NRA 除履行传统职能外，目前还负责管理广播传输和内容（见以下框 14）
和/或互联网内容 – 此前这些属于不受监管或由相关部委或中央政府机构负责的领域；69 

框 14：属于统一融合监管机构职责范围的广播（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传输）及广播内容 

由于捆绑产品和服务（包括传统电信服务和诸如电视等广播服务）日益重要，因此，若干国

家已对相关监管机构进行整合，使其既负责传统 ICT 行业，也负责广播传输和内容的监管。 

例如，2012 年 4 月 1 日，中国香港电信管理局（OFTA）由通信管理局取代（OFCA），将

OFTA 与电视和娱乐许可管理局（TELA）的广播职责相合并。 

泰国通过 2010 年的《国家监管机构组织法》成立了负责电信和广播行业的统一“国家广播和

电信委员会”（NBTC）。新法要求 NBTC 发布广播总计划，作为广播业务和频谱政策的五年导

则。作为前监管机构（国家电信委员会）的继任机构，NBTC 也负责电信行业的监管。该统一监管

机构负责制定政策和实施监管，以促进上述两个行业的自由和公平竞争，同时充分顾及到公众利

益。 

同样，澳大利亚通信和媒体管理局（ACMA）除负责互联网和电信监管外，也负责广播传输

（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服务使用的无线电频谱规划和颁发牌照）以及涵盖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

广播内容监管。 

其它一些国家的统一监管机构负责广播传输和内容以及传统 ICT 的监管，这些国家包括：奥

地利、巴哈马、加拿大、智利、格鲁吉亚、几内亚、韩国、蒙古、巴拿马、斯洛文尼亚和瑞士

等。 

来源：http://www.ofca.gov.hk/index.html；http://www.nbtc.go.th/wps/portal/NTC/eng；Thaveechaiyagarn；
http://www.acma.gov.au/WEB/LANDING/pc=BROADCASTING_MAIN；国际电联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监管数据库，
www.itu.int/icteye。 

  

                                                             
69  “近五年来，越来越多的电信/ICT 监管机构的职责加大，包含了信息技术和广播。近期，电子内容、网络安
全、数据保护、隐私和环境问题也成为了监管机构的职责领域”，见国际电联报告（2012 年），第 12 页。 

http://www.ofca.gov.hk/index.html
http://www.nbtc.go.th/wps/portal/NTC/eng
http://www.acma.gov.au/WEB/LANDING/pc=BROADCASTING_MAIN
http://www.itu.int/icteye


融合宽带世界中的监管与竞争 

 

42 

• 第二，一些国家已在寻求设立多行业机构，负责监管超出电信的更大范围服务。一些国

家已将相关行业合并一起，如，丹麦企业管理局（于 2012 年 1 月成立）不仅接管了信

息技术（IT）和电信管理局（NITA）的具体职能，而且还接管了该国与所有企业相关的

商务职能；70 

• 第三，一些国家已将相关职能转回负责具体行业的部委，例如，埃塞俄比亚和哈萨克斯

坦于 2010 年取消了独立行业监管机构（国际电联相关报告，2012 年 a）。 

下述框 15 概要说明以国际电联调查数据为基础的不断变化的监管机构职责。从中可以看出，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加大 NRA 的职责，除传统的诸如发放牌照、确立互连费率和进行价格监管等职

能外，还负责互联网内容监管。 

框 15：监管机构不断扩大的职责，2011 年 

尽管监管机构通常履行诸如确立互连费率和进行价格监管等职能，但一些国家也在扩大其监

管机构的职责，使其同时负责互联网内容的监督。下图概要总结相关情况，进一步细节在下文中

阐述。 

 非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 独联体国家 欧洲 美洲 全球 

基于 32/44 基于 14/21 基于 24/38 基于 5/12 基于 35/43 基于 27/35 基于 137/193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答
复

百
分

比
，

 
20

11
年

 

行业部委 
其它部委或政府机构 
监管机构 

运营商
未监管 
如果一个以上实体或另一家机构参
与这一职能，则请做出解释 

互联网内容 

 

非洲 – 在作出答复的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也负责监督互联网内容：刚果民主共和

国、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八个国家（占答复国家的 29%）不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监管

（其余答复国家指出，互联网内容仅由行业部委或其他部委/政府机构监督）。 

阿拉伯国家 – 在作出答复的 14 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互联网内容：科摩

罗、伊拉克、毛里塔尼亚（与行业部委共同进行）和阿曼（与另一个部委/政府机构合作进行）。

约旦不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监管，其余答复国家指出，互联网内容仅由行业部委、另一个部委或政

府机构或运营商*负责监督。 

亚太 – 在作出答复的国家中，其监管机构亦负责互联网内容监督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韩

国、马来西亚、蒙古、斯里兰卡和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和所罗门群岛不对互联网内容实行监

管，其余答复国家指出，互联网内容仅由行业部委或另一个部委/政府机构进行监督。 
 

  

                                                             
70  见 http://www.dcca.dk/sw63084.asp。 

http://www.dcca.dk/sw6308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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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联体国家 – 在作出答复的四个国家中，其监管机构都不负责监督互联网内容，但该地区这

些国家设有 7 个单独的电信/ICT 监管职能机构。两个国家（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不对互联网内

容进行监管，其余答复国家指出，该内容仅由行业部委或另一个部委/政府机构监督。 

欧洲 – 在作出答复的 35 个国家中，五个国家（占答复国家的 14%）（芬兰、匈牙利、罗马尼

亚（与行业部委一道）、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监管机构亦负责监督互联网内容。18 个国家（占

答复国家的 51%）不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监管，剩余答复国家指出，互联网内容仅由行业部委或其

他部委/政府机构予以监督。 

美洲 – 在作出答复的 27 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巴拿马）的监管机构亦负责监督互联网内

容。78%的答复国家指出，不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监管，其余答复国家表明，互联网仅由行业部

委、另一个部委/政府机构或运营商予以监督。 

来源：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监管数据库，www.itu.int/icteye。 
*在这种情况下，互连协议完全由运营商通过商业谈判完成，不存在监管干预。 

 

然而，仅仅扩大 NRA 的管辖范围、从而使其对目前不受监管的业务也实行监管、并由此扩大

监管范围不一定是未来的 佳发展道路，因为运营商在融合世界中采取的诸多战略既可能提高效

率，也可能产生反竞争效应（有时二者同时出现，这取决于具体情况）。运营商不会轻易满足于服

从相对僵化的事先监管控制框架。只有在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带来广泛正确结果的规则可得以方

便制定的环境中，监管政策才能 为有效 – 但遗憾的是，如下所述，在多服务和复杂的商业战略方

面，情况并非如此。 

可能需要研究解决兼具好坏效应的更为复杂行为 

将必须拥有内容限制为仅由特定网络提供的网络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专门协议可导致市

场异常狭窄并使相关方面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因此，似乎应成为监管干预的明显目标。然而，此种

安排也许是解决协调问题的 有效方法（如若不然，则会阻碍更先进网络的部署和更好服务的发

展），因此，这能带来极大的效率效益。也就是说，“人们需要考虑专门合同（如，旨在帮助创建
以其它方式可能无法实现的有利于消费者的平台）带来的效率能否抵消降低竞争而可能产生的成
本。”71一种特定行为是总体有害还是十分必要的问题很可能与具体情况密切相关，因此，全面禁

止利用专门安排限制服务接入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捆绑做法方面也会出现类似问题。捆绑可能会带来反竞争效应，但也是极大提高效率的源泉，

因此，仅仅因为捆绑服务会导致竞争关切就予以禁止的做法可能并不适当。很难（如果不是无法）

制定明确易懂的旨在决定哪些特定捆绑做法不应得到允许的规则。72 

以下框 16 以示例说明 NRA 和竞争管理机构在 ICT 服务环境中对捆绑的处理方式。这些示例表

明，在进行总体逐案评估中，实施过相关限制。丹麦的示例令人兴趣盎然，因为它施加的接入义务

应方便第三方复制由老牌运营商提供的捆绑产品和服务，这当然也要求第三方能够获得老牌运营商

作为捆绑一部分予以提供的电视内容，而这种获取并非始终轻而易举。 
  

                                                             
71  见 Evans 及 Schmalensee 的论著（2007 年），第 179 页。 
72  见 Arlandis 的论著（2008 年）。 

http://www.itu.int/ict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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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6：捆绑限制 

卢森堡的标准三网合一产品和服务包括固定电话、数据和移动话音，但不包括电视服务。老

牌运营商的捆绑服务中之所以不包括电视是因为该国竞争委员会于 2008 年作出裁决，认为老牌运

营商将 IP 电视纳入捆绑服务中构成了对捆绑做法的滥用。在替代运营商能够复制相关捆绑之前，

不允许老牌运营商将 IP 电视纳入综合性捆绑产品和服务或任何其它捆绑产品和服务之中（欧洲委

员会，2009 年）。 

由于人们对墨西哥老牌固定线路运营商 – 墨西哥电信 – 拥有的市场主导地位十分关注，因

此，该国于 2011 年拒绝向墨西哥电信发放经其宽带网络提供视频服务的牌照，由此，该老牌运营

商推迟推出三网合一服务，但在其网络覆盖之处通过有线网络提供合并服务。墨西哥没有采取放

开本地环路捆绑的方式促进宽带市场的竞争，因此，墨西哥电信在整个 OECD 范围内是仍然拥有

高市场份额的运营商之一，很可能导致人们担心墨西哥电信将利用其市场主导地位和相关捆绑

产品限制竞争。 

同样，由于担心捆绑会重新加强波兰相关运营商的市场主导地位，因此欧洲法院于 2010 年作

出裁决，允许相关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以 终用户签订使用其它服务合同为前提，签订服务提供合

同。欧洲法律从根本上支持限制某种捆绑能力，但上述裁决也清楚地表明，相关国家在多数情况

下无法简单地禁止销售捆绑产品。 

斯洛文尼亚监管机构 APEK 通过分析其固定零售接入市场情况，于 2005 年提议禁止将宽带接

入连接与 ISDN 电话服务相捆绑，即，禁止老牌运营商（具有 SMP）将购买其“窄带零售接入”作

为购买其宽带连接的条件。欧洲委员会请 APEK 向本地老牌运营商施加总体义务，不要求宽带接入

产品消费者签约订购任何特定类型接入产品，除非这是提供某种服务的必要技术手段。 

丹麦国家监管机构在宽带批发接入市场方面于 2010 年向具有 SMP 的运营商施加了更广泛的

接入义务，即，提供组播等更多功能的接入，以实现 IP 电视。该义务的目的是方便替代运营商复

制老牌运营商的捆绑零售服务。欧洲委员会表明，在宽带接入批发市场发展中，电视产品和服务

应在零售层面成为有效竞争不可或缺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解决方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来源：OECD 报告（2011 年） – 宽带捆绑趋势和政策影响，第 40 页；BEREC（2010 年） – BEREC 有关捆绑产品和
服务对零售和批发市场确定的影响的报告 

 

包含受监管产品（如宽带接入和电视服务）的捆绑折扣也会使人们对价格挤压产生关切，即使

受监管产品（宽带接入）本身的价格通过了价格挤压测试。如果捆绑在单独宽带零售价格和单独电

视服务价格（可以竞争方式得到确定）之和基础上以（很大）折扣加以提供，则受监管批发价格与

单独宽带价格之间的充分利润（以方便具有同等效率的竞争对手以可盈利方式提供单独宽带服务）

则可能在实践中意义有限。在单独受监管产品被炒高的零售价格基础上，价格挤压测试可能获得通

过（如果多数客户购买捆绑产品和服务，则是名义上的），从而接入寻求方不得不以捆绑一体的产

品和服务进行竞争。可能需要对价格挤压测试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可能并非轻而易举，因为这从根

本上涉及到评估捆绑折扣的合理性，且在有些情况下，相关监管措施是禁止具有 SMP 的运营商进

行“不合理”捆绑。73 

                                                             
73  有关捆绑产品和服务（其中某些捆绑成分不受监管）价格挤压测试的方法问题和相关监管措施的讨论，见 ERG
（2009 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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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结论 

融合宽带世界中的监管政策面临若干挑战。首先，确定相关市场并明确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公

司已变得更加困难；第二，很可能出现多种形式的令人担忧的行为，但难以通过可明确得到定义和

方便做出监督和执行的监管义务加以解决。 

类似竞争法的监管规定将发挥更大作用 

除固有的强势老牌运营商控制基本网络基础设施的问题外，可能需要研究解决一系列额外问

题，以促进竞争，方便客户充分分享技术发展果实。宽带服务提供商寻求的商业战略包括专门纵向

关系和更多的服务捆绑，这些可能限制或扭曲竞争。然而，很多这类行为可以带来极高效率和极大

益处，但也会危害竞争，因此，清晰明了和毫无歧义地确定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竞争的行为是不可能

的。即使在网络接入监管方面，有关鼓励对提升现有网络能力和部署新网络进行投资的目标也意味

着监管机构需要更加谨慎行事。 

有鉴于此，国家监管机构在需要扩大监管控制范围、以涵盖更广泛的活动和服务的同时，也须

不断变革其采用的手段。国家监管机构不应施加充分明确的可轻而易举得到履行的义务，而应更多

依赖类似于由普通竞争法确定的义务的监管规定，如，可能需要对持有牌照的运营商施加较为广泛

的“公平交易”义务。 

为避免产生疑虑，应明确上述做法不同于仅仅依赖普通竞争法的做法。上述义务可由国家监管

机构实施，其程序规则完全不同于实施竞争法所采用的程序规则。时间表和举证责任方面的细微差

别可大大影响到此类规定的有效性。例如，按照普通竞争法，竞争管理机构可能必须以事实表明特

定形式行为产生了反竞争效应，而在普通公平交易条件下，可能首先要求持牌照运营商以事实表明

其做法不妨碍竞争，或具有很大的抗衡效率优势。很快惩罚不遵守牌照条件行为的能力、采取临时

或过渡性措施的能力以及立即发出停止命令的能力可能也意味着特别监管规定比普通竞争法更为有

效，尽管这些规定也旨在规管普通竞争法条款所规定的相同行为。在此方面，运营商不受到双重责

罚十分重要，同时需要出台适当保障措施，以避免以无理取闹的投诉方式对这类公平交易规定进行

战略性滥用。 

即使相关国家决定缩小监管控制范围，更大依赖标准竞争法的应用，其 NRA 也可参与其中，

如，赋予他们在其各自行业同时应用竞争法的权力。国家监管机构的优势是行业专业知识更丰富

（在构成宽带捆绑服务的传统要素方面），因此能够更好地考虑到现有事先义务的影响（例如，在

对有效竞争极为关键的特定要素批发接入方面）。这些监管机构能够根据实际出现问题更容易地确

定如何调整这些义务，因此，比综合性 NCA 更有能力来处理这些问题。 

以下图 8 总结世界不同区域如何解决电信/ICT 行业的竞争问题，以及何种法律文书被考虑用于

ICT 行业的竞争。总体而言，约 33% 的情况涉及 NRA 单独处理竞争案例，18% 涉及 NCA 处理 ICT 案

例，约 11% 涉及二者（NRA 就相关案例向 NCA 提出建议和意见），其余情况涉及其他方式，包括

同时依赖谅解备忘录（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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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ICT 行业竞争问题管辖权及法律文书 

谁拥有电信/ICT 行业竞争问题的管辖权？ 

 非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 独联体国家 欧洲 美洲 全球 

基于 23/44 基于 10/21 基于 14/38 基于 4/12 基于 33/43 基于 18/35 基于 102/193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监管机构 
竞争管理机构 

两个机构，监管机构向竞争管理机构提出建议和意见 其它 

答
复
百
分

比
，

 
20

11
年

 

 

何种法律文书对竞争做出规定？ 

 非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 独联体国家 欧洲 美洲 全球 

答
复

百
分

比
，

 
20

11
年

 

普通竞争法 电信/ICT 法 二者 其它 

基于 7/44 基于 5/21 基于 9/38 基于 2/12 基于 13/43 基于 7/35 基于 43/193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的答复 

来源：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监管数据库，www.itu.int/icteye。 

 

不同国家在处理 ICT 案例重叠管辖方面采取了不同方式，这些可以作为示范说明如何 佳实现

监管向着针对具体行业的竞争政策方向发展的目标：74 

• 在有些国家，NRA 仅向 NCA 提出建议和意见，例如，通过个别案例所需的专家小组。

由 NRA 向 NCA 提出建议和意见的国家包括科特迪瓦、克罗地亚、法国、蒙古、纳米比

亚、突尼斯和越南。 

• 其他国家通过制定正式谅解备忘录（MoU）逐案处理竞争案例，如保加利亚、芬兰和毛

里求斯75。 

• 另有一些国家赋予 NRA 处理 ICT 行业所有竞争问题的职权，部分原因是他们拥有其所监

管行业的详尽知识。希腊、韩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都在采

用这一方式。 

• 后，一些国家交替使用 MoU 体制或“兼权”体制，后者赋予行业监管机构代表相关

NCA 应用竞争规定的权力。英国在采用后一种方式，即，该国所有行业 NRA 都有权代

表英国竞争管理机构 – 公平交易局（OFT）应用竞争法的规定。因此，英国同时拥有两

                                                             
74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际电联世界电信监管数据库，www.itu.int/icteye。 
75  有关如何使 MoU 发挥作用的更多信息见“做法说明” – 促进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 – 谅解备忘录与合作议定书，

信息通信技术监管工具包提供（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3274.html）。 

http://www.itu.int/icteye
http://www.itu.int/ict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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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权力的监管机构 – Ofcom – 负责处理 ICT 行业出现的竞争案例（不然则应根据英国

1998 年竞争法和英国 2003 年通信法对相关案例作出评估）（Ofcom 还指出，它将在评

估案例中首先应用 1998 年竞争法）。76 美国采用类似方式，该国 NRA 和相关竞争管理

机构既是相互独立的，也是兼有管辖权的机构。 

无论以何种具体方式实现上述目标，NRA 和 NCA 都应找到 有效的合作方式，并在不双重责

罚运营机构的前提下分担职责。 

不存在万全之策 

另一条有益的经验教训是具体市场条件非常重要。不同经济体之间在宽带基础设施方面差异巨

大，因此，不可能找出一套适合于所有经济体的监管政策良方。 

在由于固定基础设施贫乏而在移动宽带方面领先，或其地理条件更适合移动网络的地方，确保

移动市场保持竞争将日益重要。特别应当指出，应谨慎看待垄断者（MNO）企图垄断特定服务的做

法，因为这可能减少移动网络之间更强的基础设施竞争带来的益处（这种竞争能大大激励对网络进

行升级的积极性，以便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 

对于数字用户线路（DSL）或有线宽带发展良好的国家，其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在更广泛的光纤

部署基础上， 有效地向超快速宽带进行过度。应仔细考虑运营商对其网络升级和建造新网络的积

极性，同时防止向超快速网络过度导致网络基础设施重新出现垄断的风险。应考虑并不断审议移动

宽带服务可在何种程度上带来竞争制约 – 目前形成制约影响的相关服务在固定网络能力增强和全新

服务生态系统形成时可能将影响不再。 

主要依赖移动网络的发展中经济体需要确保实现通过新移动技术提高可用带宽的益处，并向所

有人都提供关键性服务。这将要求他们做出努力，实现为运营商提供正确激励（使其进行创新和投

资）与确保利用服务推动需求、而非限制竞争之间的微妙平衡。 

超快速宽带网络部署领先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或新加坡）可能 有能力重新调整关注重

点：在确保第三方接入基础设施（当然限于基础设施竞争无效的情况）的基础上开展有效竞争。 

总体而言，技术融合将为不同经济体带来极为不相同的挑战，因此，需要通过做出不同响应加

以应对，但所有这些都应以对主要政策原则的共同理解为基础。 

 

 

                                                             
76  见英国贸易和工业部及财政部报告（2006）。 



融合宽带世界中的监管与竞争 

 

48 

附件 1：宽带市场确定样本 

欧洲 

2003 年以来，欧洲委员会就其认为可能易受到事先监管影响的电子通信行业相关产品和服务

向其成员国国家监管机构（NRA）提出建议。尽管这些建议不一定意味着成员国必须在这些市场施

加义务，但欧洲委员会的确要求每一个 NRA 都对相关市场定期作出分析，以确认市场的确切界线

（如果分析需要与 EC 的建议不同，则需由 EC 对该分析进行审议和认可）。欧洲委员会报告（2007
年 a）亦指出，“…在这些没有监管的市场中存在有效竞争时，不得进行监管，或必须撤销监管，
即，如果市场不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运营商的话。”在市场不存在竞争的情况下，NRA 必须确定具

有 SMP 的参与方，并酌情向其施加事先监管义务。77 

2007 年 12 月，欧洲委员会发布了须得到事先监管的七种市场（一种是零售层面市场，六种为

批发层面市场）的概要建议（欧洲委员会，2007 年 a）。该建议列出的市场比 2003 年建议的 18 个

市场（七个为零售层面市场，11 个为批发层面市场）大为减少。若干年来市场数量的减少反映了

欧洲委员会的观点，即，竞争日益成熟，零售市场尤其如此，因此，事先监管的必要性大大减少，

事后竞争规则足以保护放松监管市场中的消费者。 

欧洲委员会 2007 年 12 月建议的与宽带服务 为直接相关的市场是“第 5 市场”，或“宽带批

发接入”。该建议指出，“该市场包含非物理或虚拟网络接入（包括在固定地点进行的“比特流”
接入）。该市场处于物理接入的下游…可利用这一输入并结合其他元素构建宽带批发接入。”此

外，与“在固定地点进行（物理）网络基础设施批发接入（包括共享或完全非捆绑接入）”有关的

“第 4 市场”在接入物理基础设施（如管道、塔杆等）方面具有意义，以方便新入市者在无需安装

自身物理网元的情况下发展和推出新业务，从而鼓励创新和竞争。 

在宽带方面，多数成员国在确定宽带服务中都包含了传统铜线（ADSL）网络，但排除了移动、

无线和卫星网络。然而，融合带来了应在何种程度上在现有市场界定中包含移动和其它服务的问

题。的确， 近在奥地利出现了一例值得注意的案例 -- 该国监管机构 RTR 对移动宽带做出了考虑并

将其纳入了宽带零售市场之中（见框）。 

2011 年，一些 NRA 也完成了更多轮的宽带批发接入市场的分析，其中的比利时、德国、法国

和保加利亚等国在相关市场确定中包含了光纤网（欧洲委员会，2012 年）。尽管很多欧洲 NRA 都

提议在其市场确定中包含光纤网络，但其他一些 NRA 却采取了不同方式，对光纤网络提供商施加

更少的繁重监管义务。例如，法国未对光纤网络提供商施加物理非捆绑和比特流接入义务（欧洲委

员会，2012 年）。 

美洲 

美国78通过实施 1996 年电信法引入了非捆绑、互连、共置和作为开放接入元素的批发接入理

念。尽管 初实施这些理念是为了实现固定电话市场的竞争，但随着 DSL 在提供互联网服务中的重

                                                             
77  见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information_society/legislative_framework/l24216a_en.htm 
78  该总结以 Berkman 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出版物为基础（2010 年）。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information_society/legislative_framework/l24216a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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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不断加强，该国开始考虑类似开放接入方式的适用性问题。此外，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

初出现的大量有线电视提出了开放接入监管是否适用于有线网络的问题。 

在网络运营商作出一系列上诉之后，FCC 于 2002 年改变了互联网接入市场的监管方式，开始

接受老牌电话公司与老牌有线公司之间进行“模式间”竞争的理论。FCC 认为，两种网络之间的竞

争足以规范宽带市场中的运营商行为。从根本上而言，FCC 将宽带市场确定为单一市场，与提供宽

带服务所用的技术无关。尽管 高法院对该方式提出质疑，但 终批准以模式间竞争机制取代 初

提议的开放接入机制。 

在加拿大，“基本设施”接入理念在电信批发服务市场的监管框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拿大

电信法（1993 年）赋予加拿大“无线电广播 – 电视和电信委员会”（CRTC）进行互联网批发接入

监管的权力，但互联网零售接入免于监管。792008 年，CRTC 修改了批发服务监管框架及基本服务

定义。对网络批发服务进行审议后，该委员会制定了计划，将多达三分之一的须实行监管的现有服

务从“基本设施”清单中去除（加拿大无线电广播 – 电视和电信委员会，2008 年）。 

CRTC 在对其基本服务定义进行磋商后，将现有批发服务分为了六个类别：基本服务、有条件

基本服务、有条件的必须提供非基本服务、公共产品、互连和须淘汰的非基本服务。CRTC 在将基

本服务定义用于相关批发市场时考虑“运营商是否能在上游市场利用其在设施供应方面的市场主导
地位来大大减少或阻碍下游市场的竞争。”CRTC 承认，“如果设施可由竞争对手以实际和可行方
式复制，则相关运营商不可能利用在上游市场的市场主导地位大大减少或阻碍下游市场的竞争。” 

该委员会决定的附录提供按类别分列的各种批发服务。然而，具体宽带服务被细分为： 

• DSL 接入服务（有条件基本服务）； 

• 集合 ADSL 接入服务（有条件的必须提供非基本服务）； 

• 以太网接入（须淘汰的非基本服务）。 

CRTC 确认，“基本服务定义是其经修订的监管框架的基石，并以与竞争政策相关的经济原则
（得到调整、以适应电信监管环境）为基础，因此…，经修订的批发服务框架为所有电信服务提供
商（TSP）都发出了正确的监管信号，从而提高了对竞争性电信网络设施进行投资和建设的积极
性。” 

亚洲 

在有些国家，80国家监管机构不仅对批发和零售市场予以区分，而且重点关注“分层”方式。

例如日本，虽然固定宽带接入监管（与技术无关）由日本的电信企业法规管，但监管方式分为不同

“层次”，包括物理接入、服务、平台和内容。该框架意味着，“在每一层都对竞争、速率、可用
性和歧视作出审查，但不同层次之间的服务综合不被禁止。”此外，“政府通常在分层模式下审查
竞争，并更加主动地维护物理层的竞争。” 

                                                             
79  见 TeleGeography – 全球通信数据库 – 加拿大国家概况（2011 年）。 
80  该总结以 Berkman 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出版物为基础（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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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监管机构通过采取这一方式持续审议不同网络元素或层次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进竞

争。宽带市场的这种监管方式还确保考虑到了人们对网络中立性问题的关注，因为“…该方式已成
为网络中立性定义的组成部分，据理解，这是确保平台层功能开放性和各层之间接口开放性的必要
要求，以使每一个用户（最终用户和中间用户）都能在有关提供现成内容和应用层接入的、得到明
确确定的技术标准基础上，获得每一层的平等‘接入’。” 

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尼日利亚的宽带受到无线接入技术（包括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MTS）、高速分组接入

（HSPA）和长期演进（LTE）网络）的推动，固定线路服务比较罕见。81该国首都以外通常固定网

络基础设施非常有限。尼日利亚固定（固定）宽带普及率极低，2011 年，每百居民中只有 0.13 人

拥有宽带签约服务，而在用移动宽带签约服务用户为每百居民 2.83 人，尽管以发展中国家标准衡

量，这一普及率也十分低下。82 

根据 Bernal 的论著（2011 年），“尼日利亚通信委员会（NCC）总体上采用了非常有效和比例
适当的监管。”然而，由于该国基础设施很差，因此对老牌运营商 Nitel 施加的事先本地环路非捆

绑监管在实际中并未得到实施。由此，NCC 侧重于将频谱获取作为促进宽带市场服务提供的手段。 

在电信市场确定方面，尼日利亚通信委员会（NCC）为决定具有 SMP 的运营商确定了两种市

场：移动电话服务市场（主要侧重零售服务）和国际互联网连接市场（即，国际互联网骨干网的批

发接入和相关租用线路数据连接）。 

尼日利亚通信委员会（2009 年）确定的国际互联网连接（IIC）市场包含“高速数据租用电路
连接，主要涵盖与互联网骨干网连接的电路。”移动电话市场服务包括“无线移动电话和相关功能
的零售供应”，以及话音、短信/文本和数据连接。然而，可以把该市场进一步界定为移动话音、

移动短信及其相关服务以及移动数据和移动宽带等单独市场。 

卡塔尔83通过其“市场和社会主宰地位（MDDD）审议程序”确定相关市场和占据主宰地位的

运营商。MDDD 采用预先确定程序，其中对基本市场予以明确并确定相关市场：“基本市场通常为
此前进行 MDDD 后确定的相关市场，或遵循国际最佳做法并按照本国具体情况确定。” 

确定市场之后，卡塔尔 ICT 政策和监管机构 – ictQATAR – 确定相关市场是否有服务提供商占据

主宰地位，该地位被认为是“…在市场中独立（独立于竞争对手和/或客户）行事的能力。” 后，

向主宰服务提供商（DSP）施加义务，这些义务“由 ictQATAR 在逐案基础上根据卡塔尔的适用监管
框架进行预先确定，或额外施加。”ictQATAR 在 2010 年进行的审议过程中确定了电信行业包含七

个零售市场（其中五个与固定通信有关，两个与移动通信有关）的 14 个相关市场和 7 个批发市场

（其中五个与固定通信有关，两个与移动通信有关）。直接涉及宽带的市场包括： 
  

                                                             
81  见 Bernal 的论著（2011 年）。 
82  见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指标数据库，www.itu.int/icteye。 
83  见 ictQATAR 的相关报告（2011 年） 

http://www.itu.int/icteye


融合宽带世界中的监管与竞争 

 

 51 

• M4 – 固定地点宽带服务（包括光纤）； 

• M7 – 通过移动装置的宽带服务； 

• M11 – 固定地点宽带服务批发接入。 

此外，该国监管机构认识到，其中一些市场变化迅速，因此将其确定为需要每季度进行主动分

析、以确定这些市场中存在主宰地位情况的“动态”市场。 

阿联酋电信监管机构（TRA）确定了该国电信行业的若干市场。其采用的方式遵循 SSNIP 测试

原则，并除进行定量测试外，还利用定性评估手段审查产品之间需求与供给间的可替代性。 

TRA 在确定宽带服务市场时认为，虽然通过光纤、铜线、有线和 WiFi 提供的服务可被认为是相

同市场的一部分，但拨号接入和移动数据服务却不属于相同市场。在移动方面，TRA 认为不应将其

视为是固定宽带服务的合适替代服务，因为通过移动网络提供的数据额度和下载速率有限。此外，

TRA 认为，由于企业客户要求的服务质量更高，因此必须将住宅和企业消费者的宽带服务视为单独

市场服务。84 

TRA 根据其市场分析确定了下列宽带零售市场： 

• 后付费零售移动话音和数据服务； 

• 预付费零售移动话音和数据服务； 

• 固定住宅宽带接入服务； 

• 固定企业宽带接入服务； 

• 企业连接服务。 

根据零售市场，批发市场被确定为： 

• 移动接入和呼叫始发（包括数据批发接入）； 

• 住宅固定宽带批发接入； 

• 企业固定宽带批发接入； 

• 固定连接服务的长途批发和终接服务。 

此外，TRA 指出，固定宽带接入包括捆绑服务（如，包含话音、互联网和 IP 电视的捆绑）。85 

  

                                                             
84  见电信监管机构报告（2011 年），第 50 f 页 
85  见电信监管机构报告（2011 年），第 10 f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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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价格挤压方式示例  

欧洲 典型的案例包括对德国电信和西班牙电信案例做出的标志性裁决，上述两个案例的 终

结果是对这两家运营商进行了大额罚款。负责德国电信案例的一审法院裁决认定，价格挤压是一种

截然不同的定价做法，按照第 82 条（目前为 102 条），构成了反竞争行为。该案例将价格挤压确

定为“主宰公司向其竞争对手收取的相当服务零售价与批发价之间的差为负数，或不足以弥补主宰
运营商在下游市场提供其自身零售服务的具体产品成本”（见欧洲委员会 2003 年 5 月 21 日决定 – 
COMP/C-1/37.451、37.578、37.579 – 德国电信公司，2003 年，O.J. L 263）。该法院还确定，应在监

管环境中事先采用事后方法。 

韩国《垄断监管与公平交易法》规定禁止主宰公司从事某些行为，然而，该法未直接对监控价

格挤压做出规定。与其它一些国家的情况不同，该国竞争法并不涉及电信行业的价格挤压，而由韩

国通信委员会直接管辖（见 OECD 报告，2009 年）。 

墨西哥《联邦经济竞争法》（FLEC）和行业规则都未单独明确价格挤压概念，但 FLEC 规定了

处理每一个相关案例的经济和法律标准。FLEC 第 10 条明确了可能包含价格挤压特点的四类垄断行

为特点：批发层面的歧视性定价；提高竞争对手批发层面成本；零售层面的掠夺性定价；批发与零

售价格之间的交叉补贴（OECD 报告，2009 年）。 

2009 年，新西兰商务委员会指称，老牌运营商（新西兰电信有限公司/新西兰电信）通过向其

它电信服务提供商（TSP）收取很高的（相对于零售价）“数据尾部”（data tails）批发接入价而进

行价格挤压，从而滥用其市场主宰地位。该委员会提出的理由是，新西兰电信的行为违背了商业法

（NZ 法），且“…利用其在数据尾部批发市场的主宰地位（并从 2001 年 5 月 26 日起，利用其在该
市场具有相当程度的主导地位）确定其向 TSP 提供的数据尾部批发价格和其它条款很高，妨碍或阻
止了现有或潜在 TSP 在相关零售市场进行竞争，并阻止了相关 TSP 在“骨干传输服务”批发市场上
的竞争”（见新西兰商务委员会对新西兰电信有限公司和新西兰电信案例，2009 年 10 月 9 日，CIV 
2004-404-1333）。在新西兰高等法院对该案例进行调查中，使用了反事实（counterfactual）测试，

以考虑所收取价格在事实上是否高于非主宰参与方在假定竞争市场中将收取的价格。高等法院的调

查结论是，所收取价格高于通过“有效成分定价规则”（ECPR）（方便竞争对手进行有效入市的定

价）确定的价格，而非主宰公司的情况却不会如此，因此，新西兰电信滥用了其市场主宰地位。86 

美国通常根据美国反托拉斯立法 –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 提出价格挤压投诉。2009 年，美国

高法院（USSC）就一组独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投诉太平洋贝尔电话公司（AT&T）的案例做出了裁

决 – 前者投诉 AT&T 通过向其收取很高的 DSL 批发服务价格、但向其自己客户收取很低的零售服务

价格而挤压这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利润空间。87USSC 认为，总体而言，企业可自由选择交易伙伴 
 
  

                                                             
86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监 管 工 具 包  – 价 格 挤 压 和 滥 用 主 宰 地 位 的 方 法 比 较 。 下 列 网 站 提 供 ：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s.html#3096 
87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监 管 工 具 包  – 价 格 挤 压 和 滥 用 主 宰 地 位 的 方 法 比 较 。 下 列 网 站 提 供 ：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s.html#3096。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出的理由是，AT&T 的价格挤压

行为违反了谢尔曼法的第 2 款，该款规定，“任何进行垄断，或企图进行垄断，或与任何其他一人或多人组合或合
谋进行若干州或与外国进行任何部分贸易或商务的垄断，都将被视为犯有重罪，其定罪须为公司不超过 10,000,000
美元的罚款，个人不超过 350,00 美元的罚款，或三年以下监禁，或上述二者兼具，由法院自行裁定。”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s.html#3096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s.html#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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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行交易的价格、条款和条件。只有当价格挤压行为与掠夺性定价行为相对应，或进行价格挤

压的运营商具有在批发层面向竞争对手提供服务的义务时，这种行为才被视为是反竞争行为。“由

于并不要求 AT&T 为提供互联网服务的竞争对手提供批发服务，且因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没有在其

诉状中提出掠夺性定价问题，因此，USSC 裁定，AT&T 的定价并未违反谢尔曼法第 2 款的规 
定。”88 

 

  

                                                             
88  信息通信技术监管工具包  – 价格挤压和滥用主宰地位的方法比较。下列网站提供：http://www.ictregu-
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s.html#3096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s.html#3096
http://www.ictregu-lationtoolkit.org/en/PracticeNotes.html#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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