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7日宣布，
对广州市合生元等6家奶粉企业的价
格垄断行为共处罚款近6.7亿元。 这是
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反垄断部门
开出的最大罚款单。 涉案企业均承诺
停止违法行为， 消除过去违法行为的
后果，让消费者获得切实利益。

事实上， 反垄断部门祭出反垄断
法利器，开始进入奶企调查时，部分企
业就慑于法律的巨大威力， 迅速宣布
大幅降价。这是5年来一路上行的部分
高端奶粉价格首次下调。 这表明，有
“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是维护公
平竞争市场环境、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重要法律武器。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规定， 一旦被
认定违法， 涉案企业将被课以上一年
度营业额的1%-10%的罚金。 这意味着
罚款额可能超过其全年利润， 乃至高
达亿元。

当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尚未完善，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因
而部分经营者通过实施价格垄断，谋
求垄断利润， 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尽管反垄断
法实施以来查处了不少案件， 但必须
看到，不少企业法律意识淡薄，一些企
业知法犯法的现象屡见不鲜。

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 需要反垄
断部门密切跟踪涉案企业， 确保其兑
现整改承诺。 一旦发现这些涉案企业
存在阳奉阴违、 暗地实施违法行为的
情况， 反垄断机构应对这些企业依法
从严从重处罚。

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 必须加强
执法队伍和执法能力建设， 形成反垄
断“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态势，及
时公布典型案件，促进企业依法经营。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责任编辑 谭云东 李特南 版式编辑 周鑫◎

■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江国成 韩洁

用好反垄断利器
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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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委7日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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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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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改委重罚多家奶企
根据发展改革委7日公告， 包括合

生元、美赞臣、多美滋、雅培、富仕兰（美
素佳儿）、 恒天然等企业均存在固定转
售商品的价格或限定转售商品的最低
价格的行为。具体的措施和手段各企业
有所差别，主要包括：合同约定、直接罚
款、变相罚款、扣减返利、限制供货、停
止供货等。这些措施和手段均具有惩罚
性和约束性，一旦下游经营者不按照涉
案企业规定的价格或限定的最低价格
进行销售，就会遭到惩罚。

因此，合生元、美赞臣、多美滋、雅
培、富仕兰（美素佳儿）、恒天然6家企
业， 分别被处罚相当于上一年销售金
额3%到6%不等的罚款，6家企业被罚
款金额共计人民币6.6873亿元。

发展改革委曾于今年7月2日披露，
已掌握部分“洋奶粉”企业违法证据。如
果被反垄断部门确认违反《反垄断法》，
违法企业可能面临罚款额可达这些企
业年销售额的1%到10%的处罚。公告一
出，不少奶粉企业相继降价。

例如，惠氏于7月3日宣布下调12

款奶粉产品售价，平均降幅11%，其中
单品最高降价幅度达20%。 而贝因美
也宣布从7月10日起， 公司婴幼儿配
方奶粉主要品项标准出厂价下调5%
至20%。

在发展改革委8月7日公告中，惠
氏和贝因美就因为主动向反垄断执法
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提
供重要证据， 并积极主动整改等原因
免除处罚。

涨价步伐或将暂停
艾格农业数据显示，自2008年三

聚氰胺事件后， 洋品牌奶粉就进入集
中涨价期，三年间就有四次集中调价，
包括美赞臣、雅培、多美滋、雀巢、惠
氏、明治、美素等品牌在内的洋奶粉，
每次提价幅度均在10%左右。 而洋奶
粉频繁的涨价潮也让国产奶粉“耳濡
目染”， 去年某款国产奶粉涨价时，也
曾提出“价格决定品质”说，认为“不涨
价就掉价”。

在业内人士看来， 在巨额罚单落
地的背景下， 奶粉产品尤其是“洋奶
粉”或将掀起一波“降价潮”。

“但降价幅度相比此前的涨价幅
度仍然显得‘微不足道’。”乳业专家王
丁棉介绍， 尽管目前不少品牌都宣布
降价， 但洋奶粉总体价格还是居高不
下，“在2006年到2012年之间，国外奶
粉品牌平均每年的涨幅可以达到15%
-16%之多，而在‘反垄断’压力下宣布
降价的企业， 降价幅度在5%-20%之
间，平均降幅可能仅在10%左右。 ”

艾格农业高级乳业分析师陈连芳
表示，此前国外品牌价格很高，国内乳
企有很大的定价空间，而反垄断处罚落
地后，国内品牌也可能出现降价，至少
不能提价了。 一方面，洋奶粉企业在反
垄断的压力下降价后，或将导致其中国
营销方面的支出会缩减，这对于国产奶
粉铺开营销渠道有一定利好。但另一方
面， 未来如果进口奶粉品牌整体降价，

而国产奶粉品牌尚未重获消费者的信
心，国产奶粉因价格优势获得的生存空
间将会受到进一步挤压。

中金公司研究报告中亦认为，本
次涉及的均是终端价格较高的奶粉品
牌， 作为行业价格标杆的高端奶粉倘
若价格重心下移， 中档产品的竞争将
加剧。

平价且优质的奶粉是奢望
罚单落地，产品价格或将“低头”，

但消费者的担忧却仍然高悬。上海妈妈
姚小俊担忧，这些企业是否会把处罚的
损失及降价成本又“变相转嫁”给消费
者。“比如通过减少单个包装分量，或者
从奶粉品质或原产地方面打折扣。 ”姚
小俊说，“想要买到平价而且优质的奶
粉本就是奢望，目前国产高端奶粉价格
也不亚于进口奶粉，而就算原汁原味的
进口奶粉也有质量风险，真不知道到哪
里才能买到放心奶粉？ ”

如何能保证奶粉乃至整体乳制品
质量， 同时逐渐推动产品真正回归平
价，专家表示还任重道远。

一方面， 国内外生鲜乳成本、人
工材料成本等成本上升还将伴随着
整个乳制品行业。上海市乳品行业协
会副秘书长曹明是介绍，随着生产成
本的提高，近年来上海市生鲜乳的收
购价也在不断上涨。“生鲜乳价格协
商机制加上第三方监测、优质优价机
制的不断完善，提高了上海生鲜乳的
质量和产量。但也意味着奶企生产成
本的提高。 ”

另一方面， 渠道成本也一直水涨
船高。王丁棉也认为，要改善中国奶业
现状， 只通过企业兼并重组还是不够
的， 如果大企业不能够保证乳制品的
质量，那波及的危害程度将更大。“提
升质量不能单纯依靠政策， 推动乳制
品回归平价还是要通过简化营销渠
道，降低营销成本。 ”

（新华社上海8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操控 新华社发

亿元！6.7

这些大牌奶企是如何操纵价格
损害消费者利益的？ 奶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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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控价格手段多样
经销商降价便遭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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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企业便发出停止供货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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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控制下游经销商涨价，这些行为违
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也是导致目
前大牌奶粉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

因。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
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说。

统计显示，我国配方乳粉的渠道
费用占比高达20%至40%，远高于世
界其他国家4%至14%的情况。

涉案企业明知故犯
不正常高价底气何在
许昆林说，在调查过程中，大部

分企业还是能够配合反垄断机构调
查的，也有个别企业不太配合，致使
执法人员的调查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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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国内奶粉企业尚未成长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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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昆林说，涉案企业不正常地维
持了乳粉较高的销售价格，使消费者
承担了乳粉的高价，损害了消费者的
利益。“调查证明，在正常的市场竞争
下， 消费者本可以买到更低价的产
品，而涉案企业不正当地剥夺了消费
者购买低价产品的机会和权力。 ”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图为上海某超市内出售的美赞臣奶粉 （8月7日摄）。 新华社发

他们如何攫取高额利润
———揭秘大牌奶企操纵价格内幕

新华社记者 韩洁 江国成

本报记者 王曦 张斌
实习生 杨燕飞

“××银行账号×××××，户
名×××，办好来信”、“你好！ 我是
房东，我现在在外地，租金请打到我
爱人账号上， 银行账号：×××，姓
名：×××”……

如果你在手机中收到这样的短
信，那么请小心，这些都可能是诈骗
短信， 有可能来自一种新的诈骗手
段———“伪基站”。 据了解，“伪基站”
设备是一种高科技仪器， 主要由主
机和笔记本电脑组成， 能搜取以其
为中心、 一定半径范围内的手机卡
信息， 并任意冒用他人手机号码向
用户手机发送诈骗、 广告推销等短
信。

8月7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有关
部门了解到， 在公安部近期统一部
署指挥的12省区市公安机关集中行
动中，我省共摧毁生产、制造“伪基
站”设备工厂2处，销售公司1家，抓
获犯罪嫌疑人21人。

“伪基站”害人不浅
今年3月，衡阳市一位政府公务

员接到朋友的电话， 询问是否曾经
发短信要其汇款， 一开始他本人也
没在意， 谁知短短几天这样的电话
接到十几个。 这名公务员意识到有
人盗用他的手机号码进行诈骗，立
刻到当地公安局报案。

据衡阳警方调查， 发送诈骗短
信的实际上是以谭某为首的5人诈
骗团伙。 在今年3月，谭某犯罪团伙
在衡阳利用“伪基站”设备，冒用该
公务员电话号码发送短信进行诈
骗。 此外，谭某犯罪团伙还在长沙利
用“伪基站”设备发送短信息进行诈
骗，仅一笔就诈骗到2.8万元。

今年3月，同在衡阳市，陈女士
和朋友通电话，朋友向其借款，数目
是1200元，并说马上发账号过来。通
完电话不久， 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
发来一个账号。 陈女士也没细想，下
意识就把钱打过去了。 过后，陈女士
觉得有些异样， 随即给朋友去电询
问是否已经收到汇款， 朋友表示还
未发账号， 陈女士这才知道遭到短
信诈骗。

陈女士朋友向其借钱时恰好
“伪基站”正群发诈骗短信，于是被
骗子顺利骗得汇款。

在侦办该案过程中， 衡阳市公
安局在深圳、 长沙两地各深挖出一
个专门从事生产、销售“伪基站”设
备的犯罪团伙， 揭开整个系列案件
序幕。

售卖“伪基站”设备60余套
我省的这一情况引起了公安部

高度重视， 决定成立专案指挥部进
行侦办。 我省随即成立了由省公安
厅刑侦总队、 衡阳市公安局等联合
组成的专案组， 并立即开展调查取
证工作。

在掌握深圳“伪基站”犯罪团伙
的基本情况、 活动规律以及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后，在公安部专案指挥
部统一指挥下，5月21日， 湖南专案
组赴深圳进行收网行动，抓获8名犯
罪嫌疑人， 现场查获并扣押“伪基
站”设备6套、半成品2套、定位设备1
套、生产“伪基站”设备零部件一批，
扣押涉案车辆3台，查询、冻结涉案
资金160万元。

6月18日， 在全国收网行动中，
我省公安机关又成功摧毁一个在长
沙生产、销售“伪基站”的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扣押“伪基站”
设备16套及大批零部件， 破获刑事
案件200余起。

经侦查查明， 从2012年12月至
2013年6月， 以上2个犯罪团伙先后
向北京、山东、河南、江苏、湖南、广
东、福建、四川、新疆等9省、市、自治
区售卖出“伪基站”设备60余套，非
法获利近百万元。

在数次专项行动中， 我省共端
掉、摧毁生产、制造“伪基站”设备工
厂2处，销售公司1家，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21人，收缴、扣押“伪基站”设备
25套，半成品2套，定位设备1套及大
批制造零部件，冻结涉案资金160余
万元。

目前， 我省公安机关已对以上
涉案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 案件正
在办理之中。

“伪基站”可阻断正常
信号强发短信

据了解，“伪基站” 设备是犯罪
嫌疑人研究、组装的“三无”产品，存
在极大的社会隐患。

“伪基站”到底是怎样行骗的？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办案民警介绍，

“伪基站”设备在使用过程中能够识

别以其为中心，300米范围内每部手
机卡内的用户身份识别信息， 并存
储在设备电脑内， 强行向手机用户
发短信。 犯罪嫌疑人将短信群发设
备直接放在车上， 先用自己的手机
随意拨打一个手机号码（犯罪嫌疑
人一般选择尾号较好的手机号码），
发现是处于关机或无法接通状态
后，就将此号码输入短信群发设备，
不需要通过任何通讯运营商， 在街
道上人员聚集多的地方用设备进行
发送，车周围500米范围内人员的手
机都可以接收到短信。“伪基站”设
备在运行中，会在周围空间建立“虚
拟网络”，用户手机信号被强制连接
在运行中， 在此期间手机用户被阻
断连接到公用网络， 严重影响手机
用户的正常使用。

2012年9月至11月， 江某犯罪团
伙在深圳宝安机场利用一套“伪基
站”设备获取62万余张手机卡的用户
身份识别信息，同时发送广告营销短
信息达62万余条，导致深圳宝安机场
3个基站累计损失话音类业务量12.8
万单位，折合人民币102万元。

民警介绍，“伪基站” 设备未经
相关部门登记许可， 使用过程中无
需接入公用网络， 并具有简便、隐
蔽、机动性强的特点，管理部门对其
难以掌控。 使用者可以任意截取、冒
用手机号码发送短信息， 如果被别
有用心的组织或个人利用， 将造成
难以估量的影响。

警方提醒：提高警惕最重要
当前， 日趋猖獗的电信诈骗犯

罪， 给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构成严重
威胁， 公安机关办理的本起电信诈
骗犯罪案， 犯罪嫌疑人犯罪手法更
新颖，科技含量更高，欺骗性、隐蔽
性更强，使得受害者更多，更广。 许
多群众即便没有上当受骗， 也是不
堪其扰。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 千万
不要轻信这些来历不明的信息； 不
要泄露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和密码；
不要受他人电话、 短信诱导操控随
意到银行营业窗口、 自助银行和
ATM机上操作转账。 要严密保管好
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和密码， 保护好
家庭信息， 做到“遇事要冷静， 转
账要核实”， 严防被骗。 同时， 遇
到此类情况要及时咨询、 报告公安
机关。

揭秘“伪基站”诈骗

放心奶粉
何时回归平价

史上最大罚单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