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
2020年11月12日 星期四
Thursday, November 12, 2020

商 家 名 店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Lance Chau
(713)271-9898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Fast Easy Mortgage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
(UnitedHealthcare)
讓
協
提
電
地

民
助
供
話
址

眾以華語接收更多健康資訊
民眾瞭解聯邦醫療保險計劃
進一步的健康諮詢服務以及教育活動
:1-866
866-868
868-8988 ﹒ 網 站 :uhcAsian.com
: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
A-250,, Houston

H. COBB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ATTORNEYS AT LAW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刑事：
商業：
家庭：
意外：

服務德州46年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281-889-1886(中文)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281-617-0921(ENG)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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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增本地個案
防疫措施延一周
前
1
1
在“雙 11”前夕，內地再出招整頓規範線上經濟。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10 日正式發

◆以不公平的高價銷售商品或者以
不公平的低價購買商品。

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而在上周

◆無正當理由對交易條件相同的交
易相對人實施差別待遇，排除、
限制市場競爭。

五，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聯合召開規範線上經濟秩序行政指導會，
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 27 家主要互聯網平台企業代表悉數與會。三部門會議強調互聯
網平台企業不得濫用市場優勢地位排除限制競爭，並透露“雙 11”後將依法查處一批

‧基於大數據和算法，根據交易
相對人的支付能力、消費偏
好、使用習慣等，實行差異性
交易價格或者其他交易條件；

“隱鏈”若疫情反彈將收緊措施
雙張建宗：社區仍存
網信辦晤
27 網企 整頓線上經濟
出招
再
互聯網平台反壟斷
違法案件，密集出台一批規章制度。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香港 10 日新增 9 宗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包括 5 宗本地個案，全部

中

﹁

反映社區仍存在隱形傳播鏈，香港

不得強迫商戶“二選一”
本地個案亦有上升趨勢
，現時無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召
空間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故

再多9校爆上呼吸道感染 302人中招

10日增9確診 5宗屬本地
10 日 9 宗新增的確診個案中，包括 5
宗本地個案，其中 3 宗與早前的輸入個案
有流行病學關連，餘下兩宗與早前的本地
個案有流行病學關連。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指，在新確診個案
中，第 5382 號個案是一名 43 歲女子，居
大埔寶雅苑興和閣。她是沙田聖公會主風
小學的教師，曾接觸該校 6B 班約 33 名畢
業生，將獲發深喉唾液樣本瓶作化驗。同
校另有一名教師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隔
離。
該名染疫老師（第 5382 號）的丈夫早
前已確診，丈夫的一名 28 歲同事昨日也確
診（第 5384 號），屬第二代傳播。28 歲女
患者上周六（7 日）出現病徵，到過律敦
治醫院急症室求診後確診，患者住大圍金
獅花園金寧閣，其丈夫需送入檢疫中心。
10 日並新增 4 宗輸入個案，患者均是
本周日（8 日）抵港，分別從印尼、厄瓜
多爾及德國抵港。至於 3 宗與之前輸入個
案有關連的個案，分別是 2 歲、36 歲、38
歲女患者。她們同住於東涌迎康街 1 號昇
薈 3 座，與早前確診的 38 歲男機組人員同
住，該名男機組人員在上周六（7 日）由
哈薩克抵港。
張建宗 10 日晨主持行政會議前表示，
香港社區仍存在傳播鏈，而自從上月放寬
社交距離措施，市民抗疫意識有鬆懈，現
時並無空間再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現有措
施會維持多一星期。他表示，如果疫情反
彈或社區大規模爆發，政府會無選擇下收
緊措施。

香港 10 日疫情

‧實行差異性付款條件和交易方
新
增確診個案
式。

村的基督教挪威差會主辦信義中英文幼稚園和又一村學
校、窩打老道迦南幼稚園、金巴倫道迦南幼兒園；另外 5
間為黃大仙東華三院群芳幼兒園、 葵涌邨聖公會荊冕堂
葵涌幼稚園、荃灣大窩口邨救世軍富強幼稚園、西貢
CLEARWATER BAY SCHOOL（英基清水灣小學）及

故令病毒較易在校內爆發。
他提到，病毒或會附在物體上，當小朋友接觸病毒
後再觸摸眼睛、口和鼻就會受感染，故必須使用梘液和
清水洗手，但不宜完全依賴酒精搓手液，因部分病毒未
必會被酒精所消滅。

粵傳要港本地
“零確診”
逾 14 天才通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與廣東省通關的條
件一度盛傳會放寬，但 10 日有傳媒引述消息否認傳聞。
消息指，廣東省對香港通關的條件不變，包括香港必須保
持本地“零確診”紀錄逾 14 天，才有望推行香港健康
碼，讓港人免檢疫入境廣東省及澳門。另外，消息指特區
政府今日公布身處廣東和澳門的港人豁免強制檢疫的返港
安排。
有傳媒引述消息稱，廣東省以連續 14 天的確診個案
數字作風險評估，只有 14 天內完全沒有本地確診個案才
算低風險，10 宗或以下則屬中風險，而超過 10 宗就被定
義為高風險。特區政府會爭取在香港疫情維持中風險情況
與廣東省互認健康碼，讓檢測對新冠病毒呈陰性反應的人
士免檢疫往返兩地。
不過，10 日有消息指，廣東省憂慮香港在冬季或會
爆發第四波疫情，故不接受香港在中風險情況下通關，必

須保持本地“零確診”逾 14 天才有望通關，而澳門的立
場也與廣東相若。

星“旅泡”最快月底推行
就香港與新加坡的“旅遊氣泡”計劃，消息指最快本
月底推行。按照兩地政府原訂協議，香港旅客前往新加坡
前，必須在出發前 72 小時接受首次病毒檢測，獲陰性報
告後才能登機；抵達新加坡後在當地接受第二次檢測，收
費動輒逾千港元；乘搭回程航班前，在當地接受第三次檢
測，返港後再接受第四次檢測。
但有消息指，兩地同意省卻第三次檢測，旅客返港後
才接受檢測，使檢測次數減至 3 次，團費加檢測費減至每
人 6,000 港元。據悉，“旅遊氣泡”運作初期，國泰航空
及新加坡航空每日各有一班航班往來兩地，香港出發的每
日名額限制為數百人。

食環年宵防疫 不設乾貨快餐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食環署年宵市
場繼黑暴事件，今年初的年宵市場 60 年以來首次不
設乾貨攤檔後，明年 2 月舉行的年宵市場也因防疫考
慮，非但不設乾貨攤檔，連快餐攤位也被取消。全港
15 個食環署年宵市場、1,021 個攤位清一色是濕貨、
賣新鮮年花的攤位。

食環署 10 日公布，2021 年農曆年宵市場攤位將
於下周二（17日）開始公開競投。該署發言人表示，
因應新冠病毒的情況，以及為紓緩以往年宵市場人多
擠迫的情況，政府認為有必要調整年宵市場的規模。
明年農曆年宵市場只提供面積較大的濕貨攤位，集中
銷售年花，以配合銷售年花的運作需要。

定交易，排除、限制市場競爭。
‧輸入個案：
4宗

‧要求交易相對人在競爭性平台
（分別從印尼、厄瓜多爾及德

間進行“二選一”或者其他具
國抵港）
有相同效果的行為；

‧與之前輸入個案相關：3 宗

‧限定交易相對人與其進行獨家
交易；

（患者為一名兩歲女童及兩名
30 多歲女子，與早前的確診者

‧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指定

同住東涌昇薈3座）
的經營者進行交易；

‧限定交易相對人不得與特定經
‧本地其餘個案：
2宗
營者進行交易。

本地其餘個案

◆無正當理由實施搭售或者附加不

‧個案
5382：43 歲女，其 50 歲
合理交易條件，排除、限制市場

﹂

競爭
丈夫（個案編號
5375）早前確

‧利用格式條款、彈窗、操作必
診，二人居大埔寶雅苑興和閣

經步驟等交易相對人無法選
擇、更改、拒絕的方式，將不
圍金獅花園，是 5375 號個案
同商品進行捆綁銷售；

‧個案 5384：28 歲女，居於大
的同事

‧以搜索降權、流量限制、技術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障礙等懲罰性措施，強制交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相對人接受其他商品；

‧對交易條件和方式、服務提供
方式、付款方式和手段、售後
保障等附加不合理限制；

大埔累計派逾 樣本瓶

開的行政指導會要求互聯網平台共同維護良好的市
原訂明天屆滿的防疫措施維持多一
場秩序，不得開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迫使商家或客
星期，直至下周四。他表示，如果
戶在競爭性平台間進行“二選一”、商譽詆毀、裹
■大圍金獅花園 D 座金寧閣
座金寧閣，
，有住戶感
疫情反彈或社區大規模爆發，政府
挾交易等違法違規競爭行為，或依託算法推薦、人
染新冠肺炎。
染新冠肺炎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智能和大數據薈萃分析進行的“隱形”不正當競
無選擇下會收緊措施。
爭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會議要求互聯網平台與實體經濟融合共贏，加
大對傳統行業數字化發展扶持和紅利釋放，合理降
低促銷期間向商會收取的各項服務費（包含固定和
活動費用），不能讓商家為消費者的實惠“全部買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高俊威）香港面臨新冠肺炎及 屬於特殊學校的匡智元朗晨曦學校，共有 295 學生及 7 名
單”。
■ 中國再出重招整頓規範線上經濟。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聯合召開規範線上
上呼吸道感染夾擊，10
日再多 9 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 職員染病。
據悉，內地主要互聯網平台企業均參與會議，
經濟秩序行政指導會，阿里巴巴等27家主要互聯網平台皆有參加。
市場監管總局網站圖片
染，302
名學童及職員染病，使過去十天“爆疫”學校增
其中，又一村學校 10 日向家長發通告，指共有
65 名
包括京東、美團、58 同城、百度、奇虎 360、搜
至 99 間，逾千人中招。據悉，有學童病發前曾一起到主 學生出現上呼吸道感染。校方指，部分家長曾於上周五
示，在線平台和消費者沒有平等的議價能力，平台
狗、字節跳動、快手、滴滴、微店、新浪微博、多 共利益，促進平台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題樂園、音樂農莊等地方遊玩，所有病人現時情況穩 (6 日) 至周日 (8 日) 學校不用上課日子，帶同子女集體前
該徵求意見稿提出，“禁止經營者達成、實施 往往會濫用其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在過去的幾年
點、貝殼找房、拼多多、國美在線、餓了麼、小紅
定，毋須入院。由於上呼吸道感染（俗稱傷風感冒）病 往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音樂農莊等地遊玩，幼兒回
書、攜程、蘇寧、同程、阿里巴巴、貝貝網、雲集 壟斷協議；壟斷協議分為橫向壟斷協議、縱向壟斷 中，中國鼓勵互聯網行業的創新和發展，經歷了監
徵與新冠肺炎相似，為免混雜新冠患者，香港衞生防護 家後即陸續出現徵狀。學校已加強清潔及消毒工作，並
網、蘑菇街、興盛優選、唯品會、騰訊等27家在內 協議、軸輻協議”等；還關注到互聯網反壟斷領域 管機構更加寬容的階段。未來將會有更嚴格的審
中心會向有關學校派發深喉唾液樣本瓶，及為受影響班 由11日起暫時停課3天。
的諸多焦點問題。比如，徵求意見稿提到，涉及協 查。
地具領導地位的互聯網平台企業。
別的師生進行新冠病毒檢測，並建議有關班別停課不少
累計99校逾千人染病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研
於 3議控制（VIE）架構的經營者集中，屬於經營者集
天。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VIE架構網企納入監管
中反壟斷審查範圍，這意味着 VIE 架構的互聯網公 究員熊鴻儒則指出，對監管而言，過早地介入存在
問時估計，天氣轉涼令病毒可維持在較穩定狀態，增加
翻查資料，由上月 31 日至今的十天已有 99 間學校及
司不再是監管盲區。
損害創新的風險，但過晚的介入也會使監管面臨過
與此同時，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10日出台面傳播風險，加上小童佩戴口罩或清潔雙手時易有疏忽，
院舍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個案，共1,066人感染。
大的損失，反壟斷調查時機和調查範圍仍需考量。
向平台經濟反壟斷的專項指南《關於平台經濟領域令病毒容易在校內爆發。
梁子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很多病
定罪後可處罰強制分離
■張建宗表示，現時無空間進一步放寬社
今年 1 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就《<反壟斷法
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旨在預防和制止
毒在溫度較高的環境下難以保持穩定狀態，反之在溫度
家長曾帶子女遊海園迪園
交距離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按照徵求意見稿，如果企業被認定涉嫌壟斷， 較低時能保持活性的時間較長，故在天氣轉涼時，病毒
>修訂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明確將互聯網經營者
互聯網平台經濟領域壟斷行為，降低行政執法和經
衞生防護中心 10 日晚公布再多 9 宗上呼吸道感染個 可維持在較穩定狀態，增加傳播風險；加上小朋友未必
納入監管範圍。這是中國《反壟斷法》2008 年實
營者合規成本，加強和改進平台經濟領域反壟斷監 將會直接面臨罰款、賠償、強制分離等處罰。安傑
案，涉及
9 間學校，其中 4 間位於九龍塘，包括同在又一 能適當佩戴口罩或不時觸摸口罩，又或未有經常洗手，
日病逝的男患者 88 歲，生前居於葵
律師事務所駐北京合夥人詹昊接受媒體訪問時表
施以來，首次全面修改。
管，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
頭不明，留醫約兩個月不治，令香港累計
108人死於新冠肺炎。

‧實行差異性標準、規則、算
法；

新增個案宗數：
9宗
◆無正當理由對交易相對人進行限

國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官網 10 日發布新聞稿
稱，競爭失序、虛假營銷、刷單炒信、擠壓
行政長官張建宗表示，過去一周仍
實體、個人信息洩露等問題，會從根本上制約數字
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平台不是反壟斷的法外之地，
出現源頭不明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也不是孕育不正當競爭的溫床。

有源頭，另有一名患者病逝。署理

10涌浩景臺4座，是退休人士，感染源

反壟斷指南︵意見稿︶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撮要

(

‧基於大數據和算法，對新老交
易相對人實行差異性交易價格
或者其他交易條件；

‧在交易價格之外額外收取不合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理費用；
文森 ) 大埔區逾一個星期內先

‧強制收集用戶信息或附加與交
後有 10 宗確診個案，香港特
易標的無關的交易條件。
區政府
8 日起一連三天安排檢

5900

測承辦商到大埔三個地點，設
立流動採樣亭，為區內居民提
供免費的採樣及檢測服務。香
港食物及衞生局 10 日表示，
檢測承辦商 9 日在大埔透過流
動車輛派發 4,300 個病毒檢測
樣本瓶，並收集 967 個樣本
瓶，累計已派發 5,900 多個及
收回 1,082 個樣本瓶，回收率
約18.1%。
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 10
日表示，政府會繼續檢視流動
車輛以及流動採樣亭的運作情
況及市民的需求後，再決定是
否延長相關服務。

■大埔圍頭村設站
大埔圍頭村設站，
，為附近居民抽取檢
測樣本。
測樣本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同時，由於脫下口罩進食會增加病毒傳播的風
險，故今年年宵市場不設快餐攤位。食環署同時會按
需要擴闊公共通道，以紓緩擠迫情況和減少密集的近
距離接觸。年宵市場實施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要求
入場人士進場前量度體溫和時刻佩戴口罩等。
面對疫情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為支援中小企
業，明年年宵市場攤位競投底價凍結，相等於 2019
年競投底價的一半，攤位底價由 320 港元至 5,440 港
元。

寶島訊息
星期四

2020年11月12日

Thursday, November 12, 2020

B3

濫權追訴罪擬改酷刑罪 處罰對象擴及司法警察
（中央社）刑法第 125 條 「濫權追訴罪」 處
罰對象只有法官及檢察官，法務部今天說，為符
合聯合國的 「禁止酷刑公約」 精神，擬修法並更
名 「酷刑罪」 ，把司法警察納入處罰對象，以保
障人權。
法務部法制司副司長王全成表示，依照現行
刑法第 125 條規定，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之公
務員，有濫用職權為逮捕或羈押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所指的處罰對象（行為
主體）僅限檢察官及法官。
王全成指出，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
查委員之前建議，應增訂 「酷刑罪」 ，以符合聯
合國的 「禁止酷刑公約」 精神，經法務部刑法研
修小組討論後，擬把行為主體從檢察官、法官，
擴大到 「有調查權限之人」 ，也就是指司法警察
（警察、海巡、廉政署、移民署、調查官、憲兵
等人），並將 「濫權追訴罪」 更名為 「酷刑罪」
，同時也增列濫權拘提、意圖取供而施強暴脅迫

的犯罪行為。
王全成表示，修法草案由法務部檢察司研擬
，把濫權追訴罪更名為 「酷刑罪」 ，日前法令草
案已預告，將彙整各界意見，依期程辦理法制作
業，應也會與內政部警政署等單位研討交換意見
。
此外，立法委員於民國 107 年 5 月間，也曾
提案要修正刑法第 125 條，並說明此法條規定的
行為主體僅限檢察官、法官，並未完整含括刑事
司法權相關職務的各職務人員，如偵查程序中執
行偵查的司法警察，應修法，否則極易不當侵害
人民重大基本人權。
例如，警察在路上隨意以現行犯為由逮捕民
眾，帶回警局後，以查無實證，再把民眾放走，
這樣的濫權逮捕行為，目前僅論及是否構成妨害
自由罪，為本刑 5 年以下的輕罪；後續若把警察
納入濫權追訴的行為主體，，他的濫權逮捕行為
就會面臨 1 年以上、7 年以下刑責。

高雄鳳山硫化氫異味 環保局初判為水溝沼氣
（中央社）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與中山
西路口今晚飄出異味，消防人員到場檢測，測得
硫化氫數值達 12ppm，經灑水稀釋後，數值已歸
零。高雄市環保局初判為水溝沼氣，無空污危害
之虞。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表示，高雄市鳳山區青年
路二段今晚 6 時 48 分飄出異味，鳳山分隊獲報前
往，現場測得硫化氫數值 12ppm。環保局晚間 7
時 36 分到場指揮，消防局配合灑水稀釋，直到
晚間 8 時 5 分數值為 0，消防局人車任務完成。

環保局表示，接獲通報後，隨即派空污小組
到場進行偵測，初步判斷為水溝沼氣。經沖水作
業後複偵，未發現異常圖譜，判斷無空氣污染危
害之虞。
環保局表示，一般水溝異味通常是因水溝內
水無流動，或流動緩慢、缺乏氧氣，造成水溝內
物質起反應，產生硫化物等沼氣，而散發出異味
。但今晚於水溝測得硫化氫數值並不高，且經過
沖水後，已無測出相關數值，民眾可以安心。

桃園議員邱佳亮涉詐助理費 判12年6月定讞
3

中國

（中央社）現任桃園市議員邱佳亮涉詐領公費助理補助費等
逾 822 萬餘元，二審判刑 12 年 6 月，併科罰金 120 萬元，褫奪公
權 6 年。最高法院今天駁回上訴定讞，並通知檢方啟動防逃機制
。
歷審判決指出，邱佳亮為升格前桃園縣議會第 17 屆縣議員
（任期自民國 99 年 3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25 日），及升格後桃
園市議會第一屆市議員（任期自 103 年 12 月 26 日至 107 年 12 月
25 日），自 107 年 12 月 25 日起任第 2 屆市議員。

羅智強邀柯文哲搭新聞自由公車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羅智強（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羅智強
（左）租用公車廣告
租用公車廣告，
，刊登 「為新聞自由請命
為新聞自由請命，
，蘇貞昌別當關新
聞台的民主罪人」 訴求
聞台的民主罪人」
訴求，
，11 日邀請台北市長柯文哲
日邀請台北市長柯文哲（
（左 2）搭乘公車
搭乘公車，
，下車後媒體上前堵訪
下車後媒體上前堵訪。
。

書記官疏失受刑人延長強制工作新竹地檢：已懲戒
（中央社）新竹地檢署書記官 2016 年忘
記發公文，導致一名彭姓受刑人延長強制工作
4 個月，對此，新竹地檢署今天表示，對書記
官已核定予以記過 1 次懲戒，也已懲處相關人
員。
新竹地檢署今天發新聞稿指出，在 2016
年 10 月 7 日收受泰源技訓所函報，此件收容人
聲請免除強制工作相關文件，但最後事實審理
由台灣高等法院進行，因此，承辦書記官於同
年月 14 日製發公文，完成內部公文流程。
新竹地檢署表示，但書記官遺漏正式發文
，逾 4 個月才發文函請高等檢察署向高等法院
聲請免除強制工作。

邱佳亮涉嫌自 100 年至 106
年間，以不實公費助理資料，向
議會詐得公費助理補助費用新台
幣 822 萬 5617 元，另明知出國
期間未出席議會，回國後仍補簽到，詐領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
費 7350 元。
一審桃園地方法院審酌，邱佳亮身為桃園市議員，本應自律
為選民榜樣，僅因貪圖公費助理補助詐領補助費等費用，案發後

神州經濟■責任編輯：李鴻培
經濟

新竹地檢署指出，此事件是因承辦書記官
個人因素，導致公文遲延發出，已依法懲戒記
過 1 次，也懲處相關人員。
面對外界質疑，雖對疏失的書記官記過 1
次，但該署欠缺對於這類案件的公文管考，導
致無法及早發現延誤，對此，新竹地檢署表示
，此類矯正署報請本署聲請免除強制工作文案
，屬一般文件，收文後，由各股書記官自行辦
理及控管，並無特殊列管及研考規範。
新竹地檢署表示，不過，在此事件發生後
，已將此類保安處分公文全部列為 「案件」 ，
分 「執聲他」 案控管，必須實際發文後，才能
結案，以利管考稽核，避免有所遺漏。

矯飾為遭陷害之姿，難認有確實悔意，判刑 12 年 6 月，併科罰
金新台幣 120 萬元，褫奪公權 6 年。
案經上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二審認為上訴無理由
，去年駁回上訴，維持一審罪刑。最高法院今天駁回邱佳亮上訴
，全案定讞，邱佳亮將入監服刑。

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

在“雙 11”前夕，內地再出招整頓規範線上經濟。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10 日正式發

◆以不公平的高價銷售商品或者以
不公平的低價購買商品。

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而在上周

◆無正當理由對交易條件相同的交
易相對人實施差別待遇，排除、
限制市場競爭。

五，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聯合召開規範線上經濟秩序行政指導會，
網平台企業不得濫用市場優勢地位排除限制競爭，並透露“雙 11”後將依法查處一批
違法案件，密集出台一批規章制度。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網信辦晤 27 網企 整頓線上經濟

互聯網平台反壟斷

10 日發布新聞稿
中國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官網
稱，競爭失序、虛假營銷、刷單炒信、擠壓
實體、個人信息洩露等問題，會從根本上制約數字
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平台不是反壟斷的法外之地，
也不是孕育不正當競爭的溫床。

﹁

不得強迫商戶“二選一”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召
開的行政指導會要求互聯網平台共同維護良好的市
場秩序，不得開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迫使商家或客
戶在競爭性平台間進行“二選一”、商譽詆毀、裹
挾交易等違法違規競爭行為，或依託算法推薦、人
工智能和大數據薈萃分析進行的“隱形”不正當競
爭行為。
會議要求互聯網平台與實體經濟融合共贏，加
大對傳統行業數字化發展扶持和紅利釋放，合理降
低促銷期間向商會收取的各項服務費（包含固定和
活動費用），不能讓商家為消費者的實惠“全部買
單”。
據悉，內地主要互聯網平台企業均參與會議，
包括京東、美團、58 同城、百度、奇虎 360、搜
狗、字節跳動、快手、滴滴、微店、新浪微博、多
點、貝殼找房、拼多多、國美在線、餓了麼、小紅
書、攜程、蘇寧、同程、阿里巴巴、貝貝網、雲集
網、蘑菇街、興盛優選、唯品會、騰訊等27家在內
地具領導地位的互聯網平台企業。

VIE架構網企納入監管
與此同時，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10日出台面
向平台經濟反壟斷的專項指南《關於平台經濟領域
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旨在預防和制止
互聯網平台經濟領域壟斷行為，降低行政執法和經
營者合規成本，加強和改進平台經濟領域反壟斷監
管，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

反壟斷指南︵意見稿︶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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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 27 家主要互聯網平台企業代表悉數與會。三部門會議強調互聯

■ 中國再出重招整頓規範線上經濟。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聯合召開規範線上
經濟秩序行政指導會，阿里巴巴等27家主要互聯網平台皆有參加。
市場監管總局網站圖片
共利益，促進平台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該徵求意見稿提出，“禁止經營者達成、實施
壟斷協議；壟斷協議分為橫向壟斷協議、縱向壟斷
協議、軸輻協議”等；還關注到互聯網反壟斷領域
的諸多焦點問題。比如，徵求意見稿提到，涉及協
議控制（VIE）架構的經營者集中，屬於經營者集
中反壟斷審查範圍，這意味着 VIE 架構的互聯網公
司不再是監管盲區。

定罪後可處罰強制分離
按照徵求意見稿，如果企業被認定涉嫌壟斷，
將會直接面臨罰款、賠償、強制分離等處罰。安傑
律師事務所駐北京合夥人詹昊接受媒體訪問時表

示，在線平台和消費者沒有平等的議價能力，平台
往往會濫用其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在過去的幾年
中，中國鼓勵互聯網行業的創新和發展，經歷了監
管機構更加寬容的階段。未來將會有更嚴格的審
查。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研
究員熊鴻儒則指出，對監管而言，過早地介入存在
損害創新的風險，但過晚的介入也會使監管面臨過
大的損失，反壟斷調查時機和調查範圍仍需考量。
今年 1 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就《<反壟斷法
>修訂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明確將互聯網經營者
納入監管範圍。這是中國《反壟斷法》2008 年實
施以來，首次全面修改。

﹂

‧基於大數據和算法，根據交易
相對人的支付能力、消費偏
好、使用習慣等，實行差異性
交易價格或者其他交易條件；
‧基於大數據和算法，對新老交
易相對人實行差異性交易價格
或者其他交易條件；
‧實行差異性標準、規則、算
法；
‧實行差異性付款條件和交易方
式。
◆無正當理由對交易相對人進行限
定交易，排除、限制市場競爭。
‧要求交易相對人在競爭性平台
間進行“二選一”或者其他具
有相同效果的行為；
‧限定交易相對人與其進行獨家
交易；
‧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指定
的經營者進行交易；
‧限定交易相對人不得與特定經
營者進行交易。
◆無正當理由實施搭售或者附加不
合理交易條件，排除、限制市場
競爭
‧利用格式條款、彈窗、操作必
經步驟等交易相對人無法選
擇、更改、拒絕的方式，將不
同商品進行捆綁銷售；
‧以搜索降權、流量限制、技術
障礙等懲罰性措施，強制交易
相對人接受其他商品；
‧對交易條件和方式、服務提供
方式、付款方式和手段、售後
保障等附加不合理限制；
‧在交易價格之外額外收取不合
理費用；
‧強制收集用戶信息或附加與交
易標的無關的交易條件。

廣告
星期四

請參閱以下重要詳情。
1.

2.

優惠僅適用於精簡商業支票帳戶。需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設帳戶。精簡商業支票帳戶
的最低開戶金額為 $3,000。月費為 $15，並可能有其他每月服務項目收費。帳戶的最低
結餘需維持在 $3,000 或以上，才會豁免月費（豁免開戶後首六個月的月費）
。適用時仍
會產生服務項目費用。
優惠僅適用於商業分析支票帳戶。需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設帳戶。商業分析支票帳戶
的最低開戶金額為 $200。月費為 $18，並有服務項目收費，服務項目收費可能會完全或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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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被收益積分抵消。收益積分率分為三個等級並由國泰銀行決定。帳戶中的餘額將決
定收益積分計算時所使用的等級。向客服專員了解更多詳情。
優惠僅適用於在優惠期開設新的精簡商業支票帳戶或商業分析支票帳戶的客戶。費用將
返還到接收電匯款項的帳戶中。六個月內，最高可豁免 $120 的匯入匯款的費用。
服務可能會收取費用，請向客服專員查詢詳情。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此優惠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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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者追踪是一种简单且全程保密的方法。
公共卫生署一直以来使用这种方法来减缓传染病的传播速度，
避免疫情爆发。
我们都应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来协助卫生署抗击新冠
如果您的COVID-19检测结果呈
阳性或曾与确诊患者接触：
哈里斯郡卫生署会与您联系跟进最新状况
如果您收到来自 832 927 7575 的电话
请一定要接听！如果收到来自
346 229 1960 的短信，请及时回复！
!

575
(832) 927-7

卫生署追踪信息都是全程保密
而且不会问关于移民、个人银行或者社安号等个人信息。
更多关于新冠病毒的最新信息，请登录:

www.hcphtx.org

HCPHT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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