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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新知

竞争法的制定
竞争法的范围

皇家法令第NS/RKM/1021/013号的《竞争法》于2021年10月5日颁布，适用于所有在柬埔寨市场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然
人或对商业活动提供支持的活动所造成必须受规制的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无论其营运活动发生在柬埔寨境内或是
境外。

竞争监管

该法律规定由柬埔寨竞争委员会（CCC）作为国家主要监管机构，由商务部主导，有关当局和政府机关的参与为
辅（第4条）。该法律也列明柬埔寨竞争委员会（CCC）的职能和职责，其中包括：（一）制定竞争政策与计
划、（二）发出决定、命令和临时措施、及（三）处以罚款及受理投诉（第6条）。

被禁止的反竞争行为

横向协议

横向协议定义为“生产或分销链在相同层次的运营者”之间的协议（第3(8)条）。横向协议的制定或实施以影响竞争
是非法的，其中包括定价、控制产出、市场分配和操纵投标协议。

纵向协议

纵向协议定义为“生产或分销链在不同层次的运营者”之间的协议（第3(9)条）。具有控制转售价格或对买家制定任
何条件的纵向协议是非法的。

制定或实施具有反竞争意图或效果的其他纵向协议也是非法的。

第8条列举了如下例子：

— 要求采购方在特定区域内，或向选定的消费者或特定消费群转售商品或服务。

— 要求采购方从卖方购买其全部，或几乎所有特定商品或服务的需求。

— 限制卖方不准向其他采购方出售商品或服务。

— 要求采购方除了自身打算购买的商品或服务以外，也购买其他不相关的商品或服务。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任何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人不得对市场进行有反竞争意图或影响的各种行为，其中包括独家交易、拒绝交易、搭配协
议、掠夺性定价和拒绝供用基本设施（第 9 条）。然而，如果柬埔寨竞争委员会（CCC）判定上述行为以商业利益合
法执行，且该行为对市场不具有反竞争作用（第10条），则应被视为合理的合法行为。

企业合并

具有或或有反竞争意图或影响的企业合并是被禁行为。柬埔寨竞争委员会（CCC）将会判断，调查和评估企业合并对
竞争的影响。政府将会发布关于企业合并要求和程序的次级法令（第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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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豁免

上述的任何反竞争行为，如符合以下4个因素则可豁免处理：

1) 该活动提供具重要识别性技术、经济或社会利益；

2) 该利益如没有上述行为将不复存在；

3) 该利益大于反竞争行为的影响；和

4) 该活动在商品或服务的任何重要方面内不会消除竞争（第12条）。但是，在进行反竞争行为之前，必须向柬埔
寨竞争委员会（CCC）提出申请豁免（第13条）。

执行及惩罚

柬埔寨竞争委员会（CCC）有权主动，或在收到主管监管机构或任何人的投诉后开始调查（第16条）。

违反竞争法将受到一系列的惩罚，包括（一）书面警告，（二）暂停、吊销、或撤销注册证书、营业执照或营业许可
证，（三）罚金，（四）经济惩罚，和（五）监禁。

根据第34条法规阐述，罚款最高可达10%的总营收，为期三年（第35条），最高的经济惩罚为20亿瑞尔（约50万美
元），及最高刑期为2年（第38条）。柬埔寨竞争委员会（CCC）还可以下令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强制出售股份或商业
的部分资产（第3条）。

评论：
柬埔寨于2021年10月成为最后一个通过竞争法的东盟国家，而印度尼西亚则是第一个于1999年通过竞争法的东盟成
员国。

柬埔寨预计将会借鉴于国际标准、顾问和行业参与者，在实施过程中制定并不断改进政策，以有效执行竞争法。

柬埔寨王国政府近期发布了第37号次级法令，概述柬埔寨竞争委员会（CCC）的组织和职能，旨在鼓励和推广竞争法
的执行，并协助消费者获得高质量，价格低和多功能的产品和服务。具体来说，柬埔寨竞争委员会（CCC）将调查与
竞争有关的投诉、审查和批准与竞争有关的协议和企业合并的申请，并推出罚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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