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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16日在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对奇虎公司
诉腾讯公司垄断纠纷上诉案进行宣判，该案审判长、最高法
院知识产权庭王闯副庭长针对案件的五个争议焦点阐述
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并宣布驳回奇虎公司的全部
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最高法院认为，基于中国大陆即时通讯服
务市场竞争比较充分、市场进入较为容易、
大量新兴即时通讯服务提供商成功进入
市场等因素，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支
持被上诉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
论。同时，腾讯公司实施的“产品不兼
容”行为仅持续一天，却给该市场带来
了更活跃的竞争；也没有证据表明通
过实施“产品不兼容”和将QQ软件与
其他软件打包安装的行为，腾讯公司
将其在即时通信市场的领先地位延伸
到安全软件市场。尽管上述行为对用户
造成了不便，但是并未导致排除或者限制
竞争的明显效果，腾讯公司不构成反垄断
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当事人代表和社会公
众旁听了宣判。宣判全程以“全媒体”形式现场直
播。宣判后，该案判决书全文在中国法院裁判文书网上
刊出。

记者 罗沙 陈菲（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历时多年的“3Q 大战”终于
落下帷幕，本案的审理和判决也
有望为我国互联网竞争司法树立
典范，也为互联网领域的竞争规
则及反垄断标准确立标杆。

专家称，互联网领域的反垄
断民事诉讼案件在国际上也较为
少见，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所阐述
的法律适用标准在国际上也将产
生重要影响。

如何界定相关市场？

主要从需求者角度
分析

关于相关市场界定问题，最
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相关市场
的界定，主要从需求者角度进行
替代分析，辅之以经营者角度的
供给替代分析。在实践中，界定
相关市场既可以采取定性分析的
方法，又可以采取定量分析的方
法。在定性分析足以得出明确的
结论时，不必要进行复杂的定量
分析。

最终，最高法院将本案相关
市场界定为中国大陆地区即时通
信服务市场。

如何判断是否有市场支配地位？

不能高估市场份额
的指示作用

关于腾讯公司是否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问题，最高法院认为，尽
管腾讯公司在本案相关市场的市
场份额较高，但是市场份额只是判
断市场支配地位的一项比较粗糙
的指标。互联网环境下的竞争存
在高度动态的特征，相关市场的边
界远不如传统市场领域那样清晰，
在此情况下，更不能高估市场份额
的指示作用，而应更多地关注市场
进入、经营者的市场行为、对竞争
的影响等有助于判断市场支配地
位的具体事实和证据。

基于中国大陆即时通讯服务
市场竞争比较充分、市场进入较

为容易、大量新兴即时通讯服务
提供商成功进入市场等因素，最
高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
以支持被上诉人具有市场支配地
位的结论。

如何判定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看被诉行为对竞争
的影响效果

“腾讯也好、奇虎也好，很多
互联网企业在擅长的领域里其实
都有十分稳定的位置，但如果他
们滥用这种地位，会对消费者、对
产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中国互
联网实验室董事长、博客网创始
人方兴东说，“法院的判决能让这
些企业明白自己行为的边界在哪
里，从而使整个行业更加自律。”

关于腾讯公司是否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问题，最高法院指出，在
相关市场边界较为模糊、被诉经
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不甚
明确时，应该进一步分析被诉垄
断行为对竞争的影响效果。

“互联网经济是平台经济，是
平台之间的竞争，创新快，影响
大。”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所
主任徐士英说，“在创新层出不穷
的情况下，一个企业要占据长时
间的垄断地位其实是很难的。”

最高法判决认为，腾讯公司
实施的“产品不兼容”行为仅持续
一天。在此期间其主要竞争对手
MSN、飞信和阿里巴巴等的用户
数量均有较高增幅。新的竞争者
移动飞信、新浪 UC 等乘机进入
市场，下载量猛增，给该市场带来
了更活跃的竞争。

最高法同时认定，腾讯公司
的行为对安全软件市场的影响极
其微弱，而奇虎公司的市场份额
未有较大变化。尽管上述行为对
用户造成了不便，但是并未导致
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明显效果。
腾讯公司不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
的 滥 用 市 场 支 配 地 位 行 为 。

记者 罗沙 徐硙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7.4万字判决书
详细阐述法理标准

今日关注最高法院终审宣判奇虎败诉

“3Q大战”4年画上句号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新媒体
专电（记者刘景洋）奇虎360公司16
日上午发表声明，对于最高法当日驳
回奇虎上诉的结果表示遗憾，并称案
件本身促进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创新生
态的营造，也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
开放与竞争。

奇虎 360 公司表示，“牺牲我一
个，幸福千万家”。虽然没有取得最终
的胜诉，但通过反垄断诉讼的四年，中
国创业者被巨头以“抄袭”和“捆绑”扼
杀的现象正逐步减少，互联网反垄断
的积极影响已经开始显现。由此，互

联网也出现了进化的火花，正能量的
萌芽开始绽放。

360 在这份声明中说，“3Q 大
战”带来的益处之一是使腾讯变得
更加开放。3Q大战之后，腾讯也开
始自我反省，并发起了十场主题为

“诊断腾讯”的闭门会，100多位观察
者对之批评建言。随后，腾讯宣布
开放包括QQ、腾讯社区、腾讯微博
等在内的 8 大平台，顺应历史的洪
流。

通过反垄断的过程，360也意识
到，唯有把网络安全做到 100 分，

360 才 能
将与巨头对
抗的“牺牲”转
换为成长的正能
量。

360表示，唯有创
新才是互联网企业发展
的本质。反垄断的进程虽
然坎坷，但此次反垄断案件
在提升互联网产业抵制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意识的同时，也将对中
国互联网的创新发展产生积极的影
响。

奇虎360回应败诉：

“牺牲我一个，
幸福千万家”

此案原由奇虎公司2011年
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控腾

讯公司滥用其在即时通信软件及服
务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
奇虎公司诉称，2010年11月3日，腾

讯公司宣布拒绝向安装有360软件的用户提
供相关的软件服务，强制用户在腾讯QQ和奇

虎360之间“二选一”，导致大量用户删除了奇虎
公司相关软件。此外，腾讯公司还将QQ软件管家

与即时通信软件相捆绑，以升级QQ软件管家的名义安
装QQ医生。奇虎公司主张，腾讯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反

垄断法所禁止的限制交易和捆绑销售。
广东高院判决驳回奇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奇虎公

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3Q大战”
给中国互联网带来了什么？

奇虎360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案10月16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宣
判。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起互联网反垄断案件，终审判决意味着“3Q大
战”4年长跑落幕。这场“3Q大战”给中国互联网带来了什么？

腾讯方面回应称，很欣慰“3Q大
战”在法律的轨道上获得解决。面向未
来，腾讯清醒意识到责任和挑战，将与
更多优秀互联网同行一道，坚持用户至
上，恪守商业准则，创造更好更多的互
联网产品和服务，回报广大用户和社会
各界。

360方面表示尊重最高法院的判

决，但对结果表示遗憾。360总裁齐向
东认为，作为中国《反垄断法》在互联网
领域的第一个典型案例，虽然最终没有
赢得官司，但通过这一案件引发了行
业、用户和法律界各方的关注，促进了
中国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的营造，也推
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与竞争，改变
了中国创业者的生存环境。

一些业界人士指出，“3Q大战”引
发的“腾讯垄断案”前后历经四年，这四
年恰逢3G技术、智能手机、云计算、大
数据的普及。针对腾讯的反垄断调查，
客观上迫使巨头放弃“模仿＋捆绑”的
模式，为中国互联网创业、创新营造了
更为良好的环境，一时间也让中国移动
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勃勃生机。反垄
断带来公平竞争、促进互联网回归创新
本质正是本案的积极意义。

客观上迫使巨头们放弃“模仿＋捆绑”模式

反垄断像是悬在寡头企业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企业保持敬畏
心，避免挤压中小创业者的发展空间。
美国正是充分利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
竞争的调节作用，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坚
持创新并获得发展，进而相继诞生了谷
歌（Google）、脸谱（Facebook）、推特
（Twitter）等世界互联网巨头。

这起反垄断案源起于2010年发生
震惊业界的“3Q大战”。彼时，腾讯模
仿 360 制作网络安全类产品“QQ 医
生”，并与QQ捆绑推广。齐向东说，

“QQ农场”取代了全民“开心偷菜”、
“QQ棋牌”取代了“联众棋牌”……一
批遭模仿加捆绑扼杀的创业先驱们，让
360意识到也正面临着自己生与死的
危机。360当时为自保推出“扣扣保
镖”发起反击。

腾讯的“二选一”把“3Q大战”推向
了高潮。2010年11月3日晚6点，腾
讯发布《致广大QQ用户的一封信》，宣
布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要求在装有
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
用户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登陆QQ。

这一举动激起网民的逆反心理，腾讯品
牌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在有关部门的介入下，“3Q大战”
缓和，而二者间的官司仍在继续、相互
间的商业暗战也未曾停止。通过这场
激烈的商业竞争，腾讯开始反思过去商
业模式，逐渐由自建网络帝国的模式，
过渡为通过收购、投资和兼并方式构建
以腾讯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圈这一商业
模式。此后，阿里、新浪等众多中国互
联网公司纷纷宣布实施开放平台策略，
中国互联网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大踏
步地进入开放时代，2011年因而被誉
为中国互联网的“开放元年”。

反垄断催生互联网新生态

业界专家表示，反垄断与鼓励企业
做大做强并不矛盾，反垄断是手段不是
目的，反对的是靠捆绑垄断市场、限制竞
争；鼓励的是通过创新赢得市场和用户。

反垄断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盛杰民指出，法律本身并不反对企业通过
竞争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而是反对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国
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赵占领认
为，互联网的竞争本质是平台化竞争，对

相关市场的认定不宜过细，也不宜过
窄。“创新和竞争使得行业发展变化迅
速，对竞争格局的判断需要开放性和动
态性，法律和权力的干预也应审慎。”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
俊海表示，反垄断法适用于传统经济和
新经济。自由、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
机制是互联网市场的活力之源，必须旗
帜鲜明地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充分尊
重消费者的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也有
助于督促垄断企业慎独自律。

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方兴东指出，
虽然我国反垄断事业还处在起步阶段，
但这对互联网产业的创新与发展意义
重大。对于近期国内互联网市场出现
的几起反垄断案件，“过程比结果更重
要”。

“唯有创新才是互联网企业发展的
本质。”齐向东表示，互联网出现了进化
的火花，正能量的萌芽开始绽放。安天
实验室首席架构师肖新光认为，双方都
是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企业，更应在技术
创新、服务质量上多下工夫，提升自己
的国际竞争能力。 记者 南婷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反垄断与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不矛盾

非法扣押人员、投掷自制燃烧瓶……这场发
生在云南省晋宁县的冲突事件细节触目惊心，引
起各界的强烈关注。而围绕此次事件的相关疑点
仍有待澄清。

官方通报：
冲突激烈 案情惨烈

据昆明市政府新闻办通报，2014年10月14
日，晋宁县晋城镇发生一起当地泛亚工业品商贸
物流中心项目建设方人员与富有村部分村民因矛
盾纠纷引发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共造成8人死亡
和18人受伤严重后果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查明，晋宁县晋城镇富
有村部分村民因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建
设问题，与建设施工方素有矛盾纠纷，以致项目于
今年5月中旬以来陷于停滞状态。

据通报，10月14日，项目建设方近千名人员
进场恢复施工。当日，正在富有村吃早餐的8名
施工方人员被村民非法扣押至村内捆绑手脚后殴
打，并被泼洒汽油后，拖至村外项目施工现场附近
道路上。之后，百余名村民持械冲向施工现场，施
工方事前组织的数百名持械着统一服装人员与村
民发生短暂激烈冲突。在此过程中，村民向对方
投掷自制燃烧瓶，并点燃被扣押人员身上的汽油，
施工方人员也持械与村民对殴，现场互殴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其中，建设施工方6人死亡（其中4
人为被村民非法扣押人员，且均有烧伤痕迹），村
民2人死亡，双方共计18人受伤。

通报说，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立案，针对建设
施工方和村民，就案件情况开展全面侦查。对于组
织、实施、积极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不论涉及
任何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

村中动态：
气氛紧张 村民不敢睡觉

16日13时45分，记者再次探访富有村，虽不
见14日当晚村内人人手拿木棍、锄头时刻保持警
惕的景象，但村内气氛感觉仍十分压抑和紧张。

见到记者再次来访，一些村民情绪依然激
动。村民李燕（化名）告诉记者，两名死者现仍摆
在村委会，这两天村民几乎都不敢睡觉了。

村民张芳（化名）告诉记者，一些村民不止一
次向上面反映过当地征地的问题。问题积压使得
矛盾不断升级，最终酿成了惨剧。

而对于核心问题——土地，村民们表示，因为
征地补偿问题，当地村民和项目开发商一直存在
矛盾。这个项目从征地到建设，他们从来没有正
式签过征地补偿协议。开发商最初承诺的12万
元一亩的补偿却变成了每个人4.3万元，很多村
民拒绝了。村民期待有关部门对该项目的征地问
题给出解释并公开有关的信息。

舆论关注：
疑问重重 有待及时澄清

目前，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推进，但舆论针对涉
及的征地拆迁赔偿等问题仍存在诸多疑问，亟待
有关方面及时澄清。

规划152公顷、用地面积2285亩的晋城泛亚
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是作为昆明市重点规划、打
造的泛亚综合商贸物流中心之一，泛亚工业品商
贸物流中心投资力度很大，审批手续是否齐全？
相关的开发、建设方是否具备完备的资质？按照
规划，该项目占地规模不小，必然要进行征地。那
么，整个征地过程是怎样的？

综合官方通报及村民说法来看，当日早上村
民已经非法扣押8名施工人员，随后发生了激烈
冲突，直到下午才散去。对于事件中的死者家属、
伤者及其家属、富有村群众、施工方有关人员的安
抚和善后工作有哪些举措？有赖官方和公安部门
的进一步调查以及及时全面的信息公开。记者对
此将继续追踪。 （据新华社昆明10月16日电）

云南晋宁8死18伤冲突事件追踪

案件定性为
暴力违法犯罪行为

1.本案你支持腾讯还是360？

2、你认为腾讯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支持360（60.1%）
支持腾讯（18.1%）

无所谓（21.8%）

是（75.9%）
不清楚（10.1%）

不是（14.0%）

据新华社合肥10月 16日专电 （记者徐海
涛）安徽灵璧县一名女户籍辅警郭娜受贿后滥用
职权，帮人伪造户口用于冒名顶替上大学，日前被
灵璧县人民法院判刑8个月。

据灵璧县人民检察院调查，2012年8月，山
东籍高考落榜生张某亲属通过非法渠道，获得了
安徽灵璧考生杨某的山东财经大学录取通知书。
之后，又辗转委托灵璧人刘某、王某找到户籍辅警
郭娜，请其通过办户口“做手脚”。

郭娜在收受9000元“好处费”后，为张某办理
了杨艳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并将杨某的户籍从灵
璧县迁往山东财经大学。然后，再重新办理一份
与杨某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完全相同
的户口，通过“真假双户口”，使山东籍落榜生张某
得以假冒杨某之名去山东财经大学报到、入学，但
真正被录取的安徽灵璧考生杨某却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失去了当年上大学的机会。

2013年 7月，安徽灵璧考生杨某复读一年
后再次参加高考，被北京化工大学录取。但在
入学时，因在全国户籍信息系统中与另一个“杨
某”重合，无法办理学籍注册手续，使山东张某
假冒入学的事情败露。其后，张某被山东财经
大学退学处理。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郭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构成滥用职权罪，
又非法收受9000元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
受贿罪，据此对其提起公诉。日前，灵璧县法院以
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郭娜有期徒刑8个
月，中间人刘某、王某也因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
证件罪，分别被判刑1年8个月和1年4个月。

安徽一女辅警
伪造户口助人冒名
上大学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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