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规范网络经营活动行政指

导座谈会” 召开的同一天，知名电器

品牌格兰仕在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

报称， 已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向广

州知识产权法院就天猫涉嫌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等相关事宜提起诉讼，并

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正式得到受理。

据悉，这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首次有

单个企业因为在电商平台开设旗舰

店时认为自身遭遇平台“二选一” 不

正当竞争而起诉平台。

今年“618” 大促期间，格兰仕三

天内 7 次发文，要求天猫对自家品牌

搜索异常的情况作说明。

6月 17 日午间，格兰仕发布《关

于格兰仕在天猫平台出现搜索异常

的声明》， 称自 5 月 28 日格兰仕拜

访拼多多以来， 格兰仕在天猫平台

搜索端陆续出现异常情况， 导致正

常销量严重受影响。 天猫方面则回

应， 格兰仕在天猫平台上的一切搜

索结果正常。

格兰仕其后晒出搜索异常的视

频， 称所遭遇的流量异常情况包括 6

月 1 日搜索展示结果遭到干预，隔天

主要销售型号的“销量排名”被屏蔽，

在 6月 6日当天搜索该公司官方旗舰

店，无搜索结果等。 当日晚间，格兰仕

发表《请天猫高层站出来说话》，要求

天猫高层就格兰仕搜索异常的情况

公开回应。

6月 18日，格兰仕继续发文向天

猫喊话，想争取一个公开、公平的营

商环境， 呼吁天猫业务高层介入，双

方公开对话。 天猫相关负责人回应搜

索结果正常。

6月 19 日， 格兰仕又连续四次

发文呼吁与天猫对话， 终究未获得

回应。

如今，双方的纠纷将诉诸司法程

序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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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的座谈会上， 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副局长徐乐

夫指出，“互联网领域的 ‘二选

一’ 行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

市场监管总局将密切关注 ‘二选

一’ ，对各方反应强烈、涉嫌构成

垄断行为的‘二选一’ 适时立案

调查。 ”

徐乐夫认为，“二选一” 限制

了交易行为， 损害了市场竞争秩

序，违背了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理

念，让平台、合作方和消费者的利

益受损。 因为“二选一” ，互联网

平台的合作方被迫站队， 强迫合

作方放弃一部分经营利益， 平台

之间的竞争被削弱， 不利于消费

者福利的提升。

徐乐夫说，互联网领域的经

营者实施“二选一” 行为很可

能违反《反垄断法》。 下一步，

市场监管总局将密切关注 ，对

各方反应强烈、 涉嫌构成垄断

行为的“二选一” 适时立案调

查。 对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行为的，将依据《反垄断法》有

关规定进行严厉处罚， 规范市

场竞争秩序， 促进互联网行业

持续健康发展。

“二选一” 在互联网电商领

域由来已久， 并在今年呈现出愈

演愈烈之势。 据新华社报道，为实

施更为彻底的“二选一” ，有平台

打造了“竞争雷达” ，对全网近似

商品进行全盘“扫描” ，覆盖商家

数以十万计； 近期诸多媒体也相

继对遭受“二选一” 的商家进行

了跟踪报道， 被迫站队的行为让

商家面临巨额损失，更可怕的是，

数千名员工可能因为 “二选一”

而遭遇失业风险， 媒体对此纷纷

发出“别再让平台‘二选一’ 不了

了之” 的呼声。

电商平台“二选一”违法

将适时立案调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19 年 11 月 5 日，

市场监管总局在浙江省

杭州市召开“规范网络

经营活动行政指导座谈

会” ，召集京东、快手、

美团、拼多多、苏宁、阿

里巴巴、云集、唯品会、1

药网等 20 多家平台企

业参会， 指出近期网络

经营活动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 特别是网络集中

促销活动中易发高发的

问题， 并对规范网络经

营活动提出具体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

反垄断局、 价监竞争局

相关负责人及部分地方

市场监管部门有关同志

参加会议。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副局长徐乐夫表示，将适时对“二选一”立案调查

“二选一” 损害消费者权益

座谈会上介绍了网络市场监

管主要工作情况，指出近期网络经

营活动中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平台竞争加剧，“二选

一” 问题突出，引发各方关注。 互

联网领域 “二选一”“独家交易”

行为是《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禁

止的行为， 同时也违反 《反垄断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

规规定， 既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

又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二是平台把关不严，导致销售

侵权假冒伪劣商品、不符合产品质

量安全标准商品、禁限售商品等违

法行为频频出现，社会反响强烈。

三是网络药品销售存在乱象，

网上无资质售药,非法销售进口药

品，违规销售处方药、禁用药、假药

等问题比较突出，舆论高度关注。

四是个人信息收集和保护等

问题突出，网络交易活动中屡次出

现个人信息被违规收集、利用以及

泄露、窃取的事件。

五是网络集中促销活动中存

在一些易发高发问题， 主要包括：

以虚假折扣误导消费者；促销活动

中进行虚假宣传或发布违法广告；

通过“刷单炒信”虚构自身商誉或

以恶意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商誉；

平台经营者通过合同格式条款排

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 捆绑销售、

以各种理由拒不履行七日无理由

退货义务等；限制平台内经营者参

加其他平台的促销活动，严重损害

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等。

会议强调， 网络市场的健康

发展需要所有从业者的共同努

力，需要大家共同遵循守法合规、

公平竞争、权责相当的基本原则，

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等法律

法规，切实履行法定责任，绝不能

不择手段博眼球、打擦边球，片面

追求流量和销量。 市场监管总局

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行为， 对各

方反映强烈的“二选一” 行为依

法开展反垄断调查， 营造公平有

序的市场环境。 同时，会议对电子

商务经营者开展网络集中促销活

动，提出六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网

络促销活动参与方要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规定，主动履行义务，依法

合规经营。 二是平台要严格落实

主体审核和信息公示等基本义

务，严格审核资质资格。 三是平台

要积极落实平台治理义务， 履行

法定责任。 四是平台要督促促销

经营者自觉履行促销活动义务，

遵守“七日无理由退货” 等法律

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 五是平台要公平

有序竞争， 不得损害竞争对手商

业信誉，不得限制、排斥其他经营

者开展促销活动。 六是平台要采

取必要的技术手段保障平台的正

常运行，禁止违背合法、正当、必

要的原则，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

信息。

会议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要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做好集中促

销活动期间的监测监管工作；要充

分发挥部门协作机制作用，采取行

政告诫、 联合座谈约谈等方式，督

促网络交易平台落实法定责任；要

加强宣传引导，督促网络集中促销

组织者、经营者依法合规开展集中

促销活动，及时处置重点网络交易

舆情，警示违法行为；要加强市场

价格监管，及时受理、处理消费者

投诉举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表态“适时立案调查”

格兰仕就“二选一”

上诉获法院受理

新闻延展

▲11月 5日，格兰仕在官微发布通报，他们的诉求获法院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