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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主要的政策性问题

• 数字经济的指数增长  以收集和处理“大数据”为基础
的商业模式的兴起，对竞争主管机构的影响

• 如何认识整个执法范围内的大数据？

- 大数据是一种资产，是一道可进入的屏障

- 隐私是服务质量的一个要素

- 大数据是价格歧视的基础

• 竞争法是处理这些问题的唯一或最适当的手段吗？

经合组织: 《聆听关于大数据的讨论 》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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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大纲

本专题介绍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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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对创新和市场势力的影响

2. 对竞争执法的潜在影响

3. 数据规范与竞争政策之间的联系



第一部分

大数据对创新和市场势力的影响

• 大数据的竞争促进效应是什么？

• 数据的获取和使用能够如何增强市场势力？

• 大数据是否意味着市场的倾斜或赢家抢占所有成果？

• 如何权衡竞争促进效应与反竞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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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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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一种信息资产，具有容量大、速度快、种类多等特点，需要特定的技
术和分析方法才能将其转化为价值。 ” De Mauro et al (2016)

4 Vs

Volume

Velocity

Value

Variety

➢ 使用数据创新产品的用户发展生产力快了5%至10%，并从
中获益。经合组织 (2015)

➢ 由于大数据的影响，到2020，欧盟
经济将再增长1.9%。 Buchholtz et al 

(2014)

数量

种类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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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什么？

大数据的 4 个V：

• 数量（Volume）: 据估计，2019全球数据中心IP流量预计将达
到10.4泽字节。

– 说明：如果要存储10.4泽字节的数据，世界上每个人都必须
拥有11部128G的iPhone。

• 速度（Velocity）: 企业获取、处理和分析数据的速度正在接近
实时，这使得公司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即现测
（now-cast）。 .

– 例如：谷歌使用搜索查询来检测流感疫情的发生，而传统的
方法(比如病人去医院看病)的时间滞后了1-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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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什么？

• 种类（Variety）: 数据是从多个来源收集的，使企业能够了解

顾客的年龄、性别、地点、家庭组成、饮食习惯、生物特征、
偏好… 

• 价值（Value）：大数据使企业能够研发创新产品，提高生产
效率，预测市场趋势，改进决策，加强对消费者的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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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竞争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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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创新

预测

效率 细分

货币化



• 企业使用数据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其中一些收益转移
给了消费者：

– 新产品和服务

– 低价格

– 提升质量

– 实时供应

– 个性化推荐

– 定制化的产品

– 消费者信息

– 预测疾病、自然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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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竞争促进效应

https://www.google.fr/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H0Kz1p43SAhUFvBQKHeZzCL0QjRwIBw&url=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ocial_Network_Analysis_Visualization.png&psig=AFQjCNFPnvg637dg47Hb3eKzU0vvf7pwQQ&ust=1487083506674062


• 数据如何增强市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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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市场势力

市场势力

传统资源 新资源

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 网络效应 数据反馈回路



大数据与市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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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经济

– 高固定成本的IT基础设施

– 每组个别观察值的减少值

• 范围经济

– 从各种资源途径收集的交叉引用数据中获得的收益

• 网络效应

– 利用在线平台收集数据，而该在先平台是直接和间接受益于网络效
应的



大数据与市场力量

• 数据反馈回路

– 在线用户提供了数据给公司消费和货币化处理，使大
数据拉近需求与供应商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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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数据 广告定位

服务质量 投资



大数据对竞争的不利影响

• 然而…… 掌控了大数据并不总是意味着取得市场势力或
者胜者全得：

– 收集数据轻而易举

• 销售点现金登记处，网络日志，传感器，中间商行业 …

– 数据面临观察次数增加，但是收益却降低的问题。

– 大型数据公司经常在多个产品上激烈竞争。

13

𝑦 = 𝑥𝜷 + ณ𝑢

随着观测次数的增加，误差项难以消除… 



如何处理竞争问题？

➢ 大数据不应遵从“Per Se”处理。

➢ 除非发现有反竞争操作，否则大数据不应促发竞争法的介入。

14

Innovation/ 
efficiency 

gains

Market 
power

创新/效率增加

市场力量



第二部分

对竞争执法的潜在影响

• 如何将大数据纳入竞争法？

• 是否能够调整现有的手段以解决竞争问题？

• 过度执法的风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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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法

通过竞争法人们可有两种可行的办法，来应对大数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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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数据视为可用于反竞争战略的输入资源或
资产。

2. 考虑数据对质量和创新等其他竞争层面的影
响。

https://www.google.fr/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3tb7W2Y3SAhVGChoKHQMhCNUQjRwIBw&url=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r_Pipo_face_or_vase.svg&psig=AFQjCNH4VNUeiOSu4sUBWqw6FV8jPhbAwA&ust=1487096828172650


作为投入或资产的数据

• 作为一项重要的资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使用数据达到潜
在的反竞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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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竞争合并

单方行为

共谋
排外性剥削性

数据驱动下的收购，以增
强市场势力

利用数据通过先发制人的
并购来识别和取代潜在的

竞争对手

利用数据挖掘而歧视消费
者

为了抢占市场，阻止他方
获取必要的数据

分析数据以识别威胁和阻
止入侵

共享数据以促进默契共
谋

运用演算以实现企
业联合



作为投入或资产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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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主管机构应该做些什么？

– 各方一致认为，竞争法应阻止与数据有关的反竞争战略。

– 目前的反垄断手段可以通过将数据作为任何其他输入的资源
来处理，并设计适当的救济措施，以应对这些风险。

➢特别关注市场抢占的风险

注意：极端的救济措施，如要求共享输入资源，应该像往常一
样小心权衡，只有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作为输入资源或资产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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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任何反垄断干预之前，应先解决以下问题：

– 数据在相关市场是否可复制？

– 可以从其他来源收集数据吗？

– 可供选择的数据集之间的可替换性程度是大？

– 数据过时的速度有多快？

– 一个潜在的进入者需要多少数据来竞争？



竞争执法

通过竞争法人们可以找到两种可能的办法，来应对大数据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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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数据视为可用于反竞争战略的输入资源或
资产。

2. 考虑数据对质量和创新等其他竞争层面的影
响。

https://www.google.fr/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3tb7W2Y3SAhVGChoKHQMhCNUQjRwIBw&url=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r_Pipo_face_or_vase.svg&psig=AFQjCNH4VNUeiOSu4sUBWqw6FV8jPhbAwA&ust=1487096828172650


作为竞争质量要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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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是企业横向差异的来源，可能影响多种产品特性：

个性化内容

产品创新

隐私的保护

消费者选择

非歧视

言论自由?



“如果网络效应导致搜索引擎竞争者数量减少，消费者将面临多样化的
搜索引擎的选择，这将降低搜索引擎公司基于隐私保护或相关非价格层
面的竞争动机。”

作为竞争质量要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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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委员会成员的反对声明》 Pamela Jones Harbour

Google / Double Click 调查



“我们需要仔细审查这笔交易，以确保它不会对这个一直充满活力的高
科技市场的竞争性造成任何损害，也不会对互联网用户的隐私权造成负
面影响。 ”

作为竞争质量要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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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Herb Kohl的某次言论

微软 / 雅虎 合资



“占主导地位的公司须遵守特别的义务。这些义务包括在与相关市场的
范围内使用适当的服务条款。（……）为此，必须在滥用市场支配力方
面审查消费者是否充分了解收集到的数据的类型和范围。 ”

作为竞争质量要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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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局长 Andreas Mundt

Facebook 调查



作为竞争质量要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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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产品特性都与竞争政策相关！

• 大数据对产品特性的影响不应促发反垄断行动，除非：

清单
 消费者重视产品特性

 竞争实际上是在产品特征的层面上进行的。



作为竞争质量要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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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竞争政策中引入质量层面？

– 目前的竞争手段是以价格效应为基础的。

– 竞争主管机构是否应开发和采用新的手段，以对质量效果负责
？

用于小幅度但有重要意义的
非暂时性价格上涨的测试

用于小幅度但有重要意义的
非暂时性质量下降的测试



作为竞争质量要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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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采取竞争政策解决质量问题方面的挑战：

– 缺乏优质措施

– 导致过度主观性

– 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功能重复

谁应该处理非传统质量层面的竞争？

竞争政策

消费者保护 数据保护



第三部分

数据管理与竞争政策之间的联系

• 何种数字市场失灵可能需要监管回应？

• 哪些条例可以补充或取代竞争政策的地位？

• 竞争政策如何与其他公共机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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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中的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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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势力

• 在数字市场上，公司可以通过大量收集个人数据来发挥市场力量，而
不是收取高价。

“在调查中，91%的成年人“同意”或“强烈同意”消费者已经无法控制公司如何收集
和使用个人信息。 ”

US survey by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皮尤研究所的美国调查（2014）



数字经济中的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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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不对称

– 在线用户经常忽略服务条款，包括收集数据的细节和目的。

条款和条件

接受拒绝

“阅读隐私政策每年要花费大约201个小时，对于每名美国互联网用户来说等同于每年
约3534美元。”

McDonald and Cranor (2008)



数字经济中的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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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促进市场透明度和消费者对自己数据的控制的监管框架，信任的系统
性风险可能会损害数字市场的良好运作。

Market 
Power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Regulatory 
Response

市场力量

信息的运算

监管回应



公共机构之间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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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制定监管框架时，竞争执法人员与消费者保护和数据保护机构有
着共同的目标。

• 强烈建议各机构之间开展合作，以便：

请看经合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的专题介绍 ,《大数据：各机构对合作的呼吁 》 （“Big Data: 

A Call for Cooperation among Agencies”）

– 使用最有效的手段实现共同目标

– 管理相互冲突的目标(例如：竞
争影响)

– 避免资源重叠



竞争政策

公共机构之间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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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保护 数据保护

消费者的选择
广告推销

兼容性
数据的可移植性

透明度
隐私

消费者福利
市场信任

图标改写自 EDPS (2014)



法规： 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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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的创建可以增强消费者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使他们能够更好地
理解服务条款。

• 然而，为了不妨碍创新，必须谨慎设计标准。

服务条款

 我不授权收集我的个人资料。

 我授权我的个人资料以供收集用于内部用途，而这些资料是专为提供有关的
产品或服务而需要和使用的。

 我授权我的个人资料以供收集，以便建立可与第三方共享的综合数据库。

 我授权将我的个人资料不受任何限制地用于收集及与第三者分享。



法规：数据可移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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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数据可移植性的规则可能对竞争和数据保护产生积极
或消极的影响，具体取决于这些规则的设计方式。

竞争 数据保护

积极影响 降低切换成本和锁定效果
增强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控
制力

消极影响
可能会造成行业进入障碍
，并减少创新的动机。

可能会促进数据黑客发展
，从而降低数据安全性。



法规 肯定回应 否定回应

禁止信息服务提供商在用户拒绝在其终端设备中存储标识符的
情况下，阻止访问其非基于订阅的服务。

X

要求终端设备制造商，包括操作系统和浏览器，将具有默认设
置隐私的产品投放市场。

X

法规：网络coo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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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的在线Cookie监管框架下，消费者在选择或删除cookie方面
有很大困难。

• CMA对欧洲委员会关于审查电子隐私指令的公开咨询意见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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