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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科技巨头而言，反垄断调查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但这一次，监管可能要动真格了。点名道姓，美国联邦贸易

委员会（FTC）直指Facebook、亚马逊、苹果和谷歌，就连近

些年一直尽力与其他科技巨头“保持距离”的微软也被划进

了审查名单， 过去十年间未曾公开的较小规模的收购案也

要一并翻出来重新审理。拆分的声音再次响起，谁也不能断

定，悬挂在科技巨头上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何时会落下。

重审十年“旧案”

又一轮反垄断风暴要降临了。当地时间

11日，FTC表示，将对几家大型科技公司的并

购案进行重新审查，审查的对象包括谷歌的

母公司Alphabet、亚马逊、苹果、Facebook以

及微软。按照FTC的说法，这些公司要提交

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未曾

披露的收购交易的细节，包括交易的条款、范

围、结构和目的，期间任何一桩价值超过9000

万美元的科技公司并购案都需要提供并购草

案信息，以供FTC及司法部审查。

这几乎是一轮全方位的审查。FTC命令

这些公司披露“关于其公司收购战略、投票、

董事会任命协议、从其他公司招聘关键人员

的协议以及离职后不得竞争协议的信息和文

件”。此外，这些命令还要求各公司分享有关

“收购资产如何进行整合，以及收购数据是如

何处理”方面的信息。

在FTC看来，大型科技公司此前逃过审查

的大量收购可能会损害初创企业，后者可能因

为被视为新兴竞争对手而遭到淘汰。声明提

到，这些命令将有助于FTC加深对大型科技公

司收购活动的理解，包括这些公司如何向联邦

反垄断机构报告交易，以及大型科技公司是否

正在对新兴竞争对手进行潜在的反竞争收购。

按照《哈特-斯科特-罗迪诺法案》规定，所

有大型并购交易必须同时向美国司法部和FTC

提交提案，最终由一家反垄断机构对并购交易进

行审查。但由于一些收购低于《哈特-斯科特-罗

迪诺法案》的要求门槛，因此无需向反垄断机构

报告，如今FTC这一轮“旧账”瞄准的便是那些因

为没有达到门槛而被忽略了的小型收购案。

“令人担忧的是，Facebook和谷歌等大

公司进行了数百次收购，意在压制萌芽，而那

些被收购了的小公司本有可能变成大型科技

公司重要的竞争对手和创新者。”斯坦福大学

法学院教授、司法部前反垄断官员道格拉斯·

梅拉梅德如此说道。

科技公司“惯用手段”

不管是否扼杀了竞争，但大型科技公司大

量小规模的并购却是摆在明面的事实。苹果

CEO库克此前就曾表示，该公司平均每两到三

周收购一家公司，但由于该公司“主要在寻找

人才和知识产权”，因此可能就不会对交易进

行公开宣布，而其他科技公司均有类似做法。

Facebook也在各种不同行业收购了数

十家其他规模较小的初创公司，而这些收购

很可能暗中在垄断地位上帮了Facebook一

把。七年前，Facebook收购了跟踪个人移动

活动的服务Onavo，多年来始终在使用这些

数据来跟踪竞争对手的产品，并识别新的进

入者。直到后来，Facebook隐私丑闻爆发，去

年初，Facebook才宣布关闭应用Onavo并停

止收集用户数据。

相比起来，微软的中招显得有些意外。毕

竟在过去这些年，比起苹果、Facebook、谷歌

和亚马逊等反垄断调查上的常客，微软一直

尽力避免自己被摆在与其他科技巨头一起接

受批评和调查的位置上。但别忘了，在反垄断

调查上，微软算是背负着巨大的“前科”，毕竟

十几年前，欧盟与微软近十年的反垄断较量

最终的结局就是微软的败北。而在过去一年

中，微软至少进行了9次为获得有前途的技术

或员工而进行的较小规模的收购交易。

对于小规模交易的情况及反垄断调查的

影响，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几家大型科技企

业，但截至记者发稿未收到回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

员孙立鹏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特朗普上

台之后主要是放松监管，尤其是在能源领域，

包括简化程序放松审批；至于加强监管方面，

一是加强金融监管，防止系统性风险，第二个

就是加强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整体上来

看是有松有紧，从而希望塑造一个更加公平、

市场行为更加透明的市场环境，让中小企业

有更多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但孙立鹏也提

到，FTC对内反垄断，对外则出于维护国家安

全加强外商投资审查，所以整体上看，FTC可

能并不是刻意针对大型科技企业。

拆分的危险

事实上，在维护市场环境方面，美国监管

对大型科技公司早已亮明了态度，至今Face-

book都身背FTC的反垄断调查，去年2月，

FTC还成立了特别小组，就与科技相关的并

购审查、调查、已完成科技交易的审查进行磋

商。去年6月，FTC还与美国司法部兵分两路，

分别对亚马逊和Facebook以及谷歌和苹果

展开反垄断调查，调查这些巨头对高科技领

域竞争造成的损害。

在那之后不久，FTC主席西蒙斯在接受

采访时便公开表示，正在调查包括Facebook

在内的大型科技公司是否在损害竞争的行

为，如有必要，他将通过撤销过去的并购来拆

分企业。按照西蒙斯的说法，分拆公司具有挑

战性，但可能是遏制占主导地位的公司、恢复

竞争的正确措施。

此前人们普遍批评美国监管机构在允许

科技巨头收购竞争对手方面表现得过于宽

容，进而强化了他们的主导地位。最典型的例

子莫过于Facebook，它在2012年收购了照片

分享网站Instagram，两年后又收购了即时通

讯服务商WhatsApp，当时，FTC批准了这两

笔收购行为，而这两笔收购也是让Facebook

树立起如今地位的关键所在。包括Facebook

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在内的批评人士已

经呼吁反垄断执法机构撤销这些交易。

撤销交易批准，拆分科技巨头，在过去

这段时间，随着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不断壮

大，类似的呼吁比比皆是。孙立鹏认为，在拆

分这件事上，完全有可能。大型科技公司垄

断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有些新兴的小公司

刚一萌芽就被收购，这样的做法并不利于创

新。如今美国有创新，但创新转化成生产力

方面还很弱，无法转换成生产力的原因就是

缺乏竞争。

孙立鹏补充称，大型科技公司确实存

在着垄断的行为，一方面他们本身的研发

能力很强，对美国经济乃至美国长期科技

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抑制

了小型科技公司的创新能力，这些小型公

司的实力并不是很厚，直接就被收购，而且

这些技术被收购之后不是马上就用了，可

能未来5-6年才会被启用，前提是这些技

术不流向市场，那么它就是安全的，垄断地

位乃至核心竞争力不会受到挑战。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2020年1月，波音仍然没有迎来新的

希望，商用飞机新订单数为零。对于波音

来说，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多少张倒下的多

米诺骨牌了。虽然波音将目光锁定在了东

南亚市场，但737MAX的危机一日不解

除，彻底翻身的机会便不会到来。而就在

波音身处谷底的时候，老对头空客还在暗

暗发力，在客机订单数量方面，将波音甩

在了后面。

737MAX的阴霾还未散去，市场继

续对波音采取“冷落”的态度。当地时间2

月12日周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报道，波音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

该公司在1月没有收到任何新的商用飞机

订单。这一数字在去年同期为45架。值得

注意的是，零订单的纪录是波音自1962年

以来的首次。而在去年全年，由于取消或

更改的订单，波音录得负订单率，同为数

十年来的首次。

至于交付的订单数。波音表示，1月交

付了13架飞机，包括6架787梦想客机、2架

777飞机、2架767飞机和3架737NG飞机。

相较之下，波音的竞争对手空客却创下了

15年来的最好纪录。据悉，空客在1月共接

到296架飞机总订单，除去取消订单外的

净订单达274架。

罪魁祸首737MAX早已停飞，且在1

月早些时候，波音公司证实，其位于华盛顿

州伦顿市的工厂已停止装配波音737

MAX飞机。波音公司表示，预计将对737

MAX进行重新认证，并期望监管机构在

2020年中期批准复飞。

期望归期望，信任危机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解除的。“目前还没有规定飞机何

时可以复飞。”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的一位发言人表示，“737MAX

只有在我们的安全专家完全确信，所有

与安全相关的问题都符合FAA的要求

后，才会被批准。”

最近，又有一个关于737MAX的坏消

息，据彭博社2月6日报道，FAA局长迪克

森表示，波音公司工程师在737MAX飞机

上发现了一个新的软件问题。这至少是自

去年3月737MAX飞机因两起致命空难停

飞以来，发现的第三个软件问题。对此，波

音回应称，正在“对737MAX软件进行修

改”，以确保指示灯“只按预定方向发光”，

并称这一问题不会影响其对2020年中期

飞机复飞的预期。此外，波音还表示，在1月

下旬已就这一缺陷通知了FAA，同时也通

知了其航空客户。

遥遥无望的复飞，也对波音的现金流

提出了挑战。华尔街分析师曾指出，预计波

音737MAX的停飞费用可能飙升至近

250亿 美 元 。Jefferies 分 析 师 Sheila

Kahyaoglu认为，波音现在可能需要增加

100亿美元的客户补偿方案，并将与737

MAX生产相关的成本估算再增加54亿美

元。此外，他估计737MAX的交付将在

2020年三季度重启，并将波音的目标股价

从420美元降至390美元。截至2月12日北

京商报记者发稿，波音的股价为344.42美

元，较去年3月4日的444.5美元下跌了

22%。

此前，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波音已经签署了一份130亿美元、为期两

年的延期贷款信用协议，为解决737

MAX停飞危机提供足够资金。花旗银行、

摩根大通、美银证券公司和富国证券等为

其提供融资。不过，针对贷款消息的真实

性以及737MAX复飞的相关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联系了波音中国区媒体联络中

心相关负责人，但截至记者发稿未收到具

体回复。

坏消息不止如此，危机早已从737

MAX蔓延到了波音的全产业链。包括通

用电气和SpiritAeroSystems。后者表示，

由于波音737MAX机型停产，公司不得不

裁员20%以上。美国财政部长Steve

Mnuchin还曾估计，由于737MAX飞机

停飞而引起的问题可能会使美国今年的经

济增长缩水0.5个百分点。

波音开支寻找另外的增长点。在最新

的展望中，波音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市场，

在2月11日发布的官网声明中，波音表示，

未来20年，东南亚地区的航空公司将需要

4500架新飞机，按目录价格计算，价值在

7100亿美元。波音称，单通道飞机将继续

成为东南亚运力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些潜

在购买活动将刺激对商用航空服务的需

求，2019-2038年期间市场规模预计在

7850亿美元。除此之外，货运飞机也是波

音的重点，据悉，波音已向联邦快递交付了

第一架767-300货机，这是波音今年增产

以来交付的首架货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仍处于隔离期的“钻石公主”号，确诊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数量还在不断

上涨。2月12日，“钻石公主”号邮轮新增39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若包括此前下船的香港

男性患者，目前该邮轮上的累计确诊病例已

达175例。

据日本共同社、NHK报道，2月12日，据

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新得出检测结果的53

人中，39人呈阳性。在这新增的39名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者中，有10名日本人，此外还包

含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的人。截至目前，邮

轮上总计492人得出检测结果，其中确认

174人呈阳性。

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表示，感

染人员已被送往医疗院所隔离诊治。在邮轮

上的175名确诊患者中，有4人症状十分严

重，已经安装人工呼吸器，在加护病房积极

救治中。这4名患者都是男性，包括3名日本

人、1名中国人，年龄都在60-70岁之间。

在这次新增病例之外，还有1名日本卫

生部门的检疫官被感染，让外界对于船上的

现况更加忧心。这名检疫官染病的过程，也

被日本媒体披露。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该名检疫官

于2月3日、4日连续两天上船替船上乘客量

体温，并取回检疫相关的问卷资料。之后9

日，该名检疫官开始出现发烧症状，10日前

往医疗机构检查，并在11日确诊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

检疫官被感染引发了一片哗然，根据日

前“钻石公主”号所属公司公主邮轮公司提

供的消息，日本政府对“钻石公主”号给予了

医疗增援，包括7000个防护口罩和由16名

医生、12名护士及医疗接待人员构成的专业

医护团队，以缓解邮轮上的医疗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名检疫官在工作时按

规定佩戴了口罩和手套，却依旧被感染了新

型冠状病毒。《日本经济新闻》指出，这名检

疫官可能是因为未穿防护服才会染病。由于

他下船后继续在检疫所内工作，厚生劳动省

将追踪调查其家人和同事的健康状态。

据悉，“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共有2666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乘客，以及1045名船员，

合计3711人，乘客中近一半为日本人，其他

人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籍乘

客286名，包括2名中国内地乘客、260名中

国香港乘客、2名中国澳门乘客、22名中国

台湾乘客。

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自11日起，“钻石

公主”号乘客中感染新冠肺炎风险较高群

体，如老年人等可以下船，他们将被转移至

日本境内的医院等处接受治疗观察。由于乘

客中有很多老年人以及本身带有基础病者，

长期在船内逗留，健康方面的风险较高。

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666名

乘客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占了约80%，其

中215人80多岁，11人90多岁。由于乘客中

有老年人占据很大比例，且这一群体里本身

就带有基础病者，长期在船内逗留，陡然增

加了健康方面的风险。

公主邮轮公司执行副总裁莱卡洛瑞则

称，该邮轮有望于2月19日结束隔离，目前已

运送大量药品上船，并在公共区域设置洗手

台。他还表示，暂无证据证明新冠病毒会通

过空气处理系统在邮轮各个房间内传播。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48％

40％ 10％

政府的监管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政府应该减少对科技公司的监管

盖洛普民调

政府应该对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等
大型科技公司加强监管 ■ 2019年2月

FTC宣布，将成立一个特别小组，监督科技行业，调
查科技巨头的反竞争行为

■ 2019年6月

FTC与美国司法部分别对亚马逊和Facebook以及谷
歌和苹果展开反垄断调查

■ 2019年7月
谷歌和亚马逊的一些竞争对手致信FTC， 对谷歌和
亚马逊的市场主导地位表示担心， 并支持政府对它
们展开反垄断调查

■ 2019年8月
FTC主席西蒙斯表示， 该机构正在调查包括Face-
book在内的大型科技公司是否存在损害竞争的行
为，如有必要，他将通过撤销过去的并购来拆分企业

■ 2020年2月
FTC要求亚马逊、苹果公司、Facebook、微软和谷歌
母公司Alphabet提供2010年至2019年收购小公司
的交易范畴、结构和目的

（201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