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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DoubleClick：
竞争影响论据之搜索

1. 请参阅 Google/DoubleClick，案件
COMP/M.4731，2008 年 3 月 12 日。
RBB Economics 为合并双方向欧盟委员
会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提供。

2. 委员会还考虑了我们未于本简报中讨论的
多个问题。例如，委员会处理和否决合并
可能会消除 Google 和 DoubleClick 在
各自市场的潜在竞争的有关疑虑。

3. 在线广告也会按其划分对象的方式予以
划分。例如，广告可按照用户输入的搜索
查询（搜索广告）、所处页面内容（内容对
象）、用户过往查看行为（行为对象）或其
它各项指标（如用户的地理位置或用户查
看网站的时间）划分。

4. 但 委员会得出结论，可就提供广告中介界
定单独市场。

5. D oubleClick 通过其广告商广告投放解
决方案 (DFA) 向广告商提供服务，并通过
其发行商广告投放方案 (DFP) 向发行商
提供服务。

2008年 3 月，Google（谷歌）收购领先在线广告技术公司 DoubleClick 的提议获欧盟委员会

（以下简称为委员会）通过。1 尽管双方业务无任何横向重叠，但是合并仍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尤其
集中于隐私和竞争相关的问题），更遭到第三方申诉者的强烈反对。
有趣的是，虽然申诉者提交委员会的多数疑虑都基于排他理论，但另外亦有些申诉者声称，合
并后的新实体就算不用排斥竞争对手，也能单方面提价。非横向合并在无排斥的情况下造成单边竞
争影响，看来不容易理解，而这情况亦没有在欧盟委员会非横向合并指南中载明。尽管如此，该疑
虑有充分的经济学理据为基础，因此我们不可未经分析就把它推翻。
本期简报将分析委员会如何以实证否定该些疑虑推翻，以及把第三方提出有关排除竞争对手
的非横向理论推翻。2

在线广告业
在线广告业的主要从业者是发行商和广告商。发行商销售网站的广告位，而广告商则购买广告
位，以接触互联网用户。
界定在线广告位的相关产品市场，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首先，在线广告有多种形式。Google 主
要销售简单的文字广告。此外，在业内还有静态图示广告和更为先进的富媒体广告（统称为图示广
告）。3 其次，在线广告除了可由发行商直接销售予广告商外，亦可通过广告网络或广告交易系统间
接销售，而广告交易系统则担任双边的中介平台，向广告商介绍提供合适广告位的发行商。这就
如，Google 向利用其广告网络 AdSense 的第三方发行商的网站销售广告位一样。
合并双方和其余多数申诉者均认为，不同形式，采用不同方法并通过不同渠道销售的广告均可
互为替代。因此，相关市场应至少包括所有在线广告位的销售。委员会同意，不同类型的广告在某
种程度上可互为替代。至于该可替代性是否足以令所有在线广告类型构成单一的相关市场，委员会
则没有作出明确结论。4
当发行商同意在其网站向广告商直接或间接销售广告位后，广告商便会应用广告投放技术将广
告投放在广告位上。而该技术亦为广告商和发行商提供多种其它重要的支援作用。5 鉴于广告投放
是提供广告位的基本元素，所以广告位供应商的服务，和广告投放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服务，两者相
互补充，并不在同样的相关市场上竞争。
任何形式的在线广告都须要采用广告投放技术，以将广告投放于网站。但是，投放文字广
告的基本技术并不能替代如 DoubleClick 般提供的图示广告技术，因为后者更为先进。由此可
见，Google 乃以家广告位和综合（基本）文字广告投放销售商，DoubleClick 则是一家独立图示广
告投放解决方案销售商，两者之间并无直接横向重叠。然而，尽管双方业务无横向重叠，但是我们
并不能排除合并后的实体可能有单方面提价的直接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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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斜向合并”

一词由 Higgins 首次提出，
而 Higgins 负责上文 示例锌供应商
和钢供应商的合并。 请参阅 Higgins,
Richard S. (1997)，
“Diagonal
Merger”，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第 12 页 609–623。

7. 同样，DoubleClick 的发行商广告投放解
决方案 (DFP) 提价可能导致发行商在非综
合渠道销售广告位的利润降低，造成综合
渠道中广告位销售数量的增加，这是合并
后的实体也会内化的影响。

8. 具体而言，假设一名广告商就每千次显示
向 DoubleClick 支付 5 美分广告服务费，
并就每千次显示向发行商支付 2 美元
网站广告位购买费，则广告总成本为
2.05 美元。如果广告商工具的价格增加
10%（从 5 美分增至 5.5 美分），则广告
总成本仅增加 0.2%（从 2.05 美元增至
2.055 美元）。

9. 请参阅欧洲委员会非横向合并指南
第 18 段。

无排斥情况下产生的单方竞争影响？
合并双方和申诉者均同意，对广告商和发行商而言，文字广告和图示广告可互为替代。申诉者
提出，这合并将在 Google 和 DoubleClick 之间形成“对角”关系，使合并后实体可从单方面提价
中获利。
要了解这个单方竞争影响问题，我们可利用以下一种更为简单的对角关系作为譬喻，以协助思
考。 锌和铜是生产黄铜的补充原料。黄铜在某些应用中可代替钢。锌和钢的化学性质不同，所以
没有客户会考虑在锌价上涨时用钢代替锌。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两种产品却可互相替代。
锌价上涨会导致黄铜价格上涨，这会增加市场对钢的需求。假如锌供应商与钢供应商合并，锌供应
商便会将钢的需求增长内化，形成刺激锌价增长的诱因。要实现这种影响，需满足下列三个条件：
6

•

锌的成本必须是生产黄铜的关键成本；

•

锌供应商不须面对其它锌供应商的有效竞争；

•

黄铜和钢应互为紧密的替代物。

在本案中，申诉者提出，假若 DoubleClick 向广告商在广告投放解决方案（上例中的锌）提价，
这会增加广告商在非综合渠道中购买图示广告位（黄铜）的总成本，因为 DoubleClick 的产品就如
广告商的原料一样。由于非综合渠道广告可替代综合渠道，而 Google 在综合渠道中销售文字广告
（钢），故当非综合渠道广告的成本上涨，市场上的一些需求便会流向综合渠道和 Google。合并后
的实体会把这种需求流向内化，这会刺激图示广告投放解决方案价格上涨。7
尽管该考虑在理论上显得合理，但合并双方作出的详细实证分析表明，我们在上例列举的三个
条件在本案并不适用。
首先，在选择不同广告形式（例如文字和图示）时，广告商只会比较一种形式的总成本与另一种
形式的总成本。假如图示广告的总成本小幅地增长（如 5–10%），广告商很可能作出应对措施，例
如把一些开支重新分配在文字广告上。但由于图示广告投放只构成广告商总成本的一小部分，故图
示广告投放价格的小幅变动，仅会对图示广告总成本造成轻微的影响，至少相对文字广告的总成本
而言。如委员会所指出，这样轻微的价格变动不大可能导致广告商放弃使用图示广告，转为使用文
字广告。8
其次，DoubleClick 在图示广告投放市场面临激烈竞争。有时，DoubleClick 会被迫在续约时
向广告商和发行商提供大减价。即使他们提供大减价，仍曾损失了大量选择了对手图示广告投放供
应商的客户。图示广告投放竞争激烈，意味着 DoubleClick 根本连小幅提升广告投放价格也不能，
更不必说提价会导致广告商或发行商大幅转用文字广告。
第三，Google 是文字广告供应商，而 DoubleClick 是提供图示广告的技术供应商。尽管这些
广告形式均可替代，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仍有明确差异。因此，Google 的综合解决方案和非综合
解决方案（将 DoubleClick 的图示广告投放技术纳入其中）不大可能被视为极其接近的替代物。
委员会接纳了上述证据，并认同 Google 和 DoubleClick 并未对彼此施加重大的竞争限制。因
此，合并后实体不能通过单方面提价来获利。
一般而言，由于合并双方的对手所提出的单边竞争影响必须乎合严格的条件，我们预计该类似
的考虑对评估非横向合并的实际相关性较低。这与欧盟委员会非横向合并指南相符，其中载明反
竞争影响“主要于非横向合并实体排斥其它竞争对手 9 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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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例如，假设供应商选择一个非 AdSense
网络，每千次显示售价 2 美元，向广告
网络支付 40 美分，并向发行商广告投放
供应商支付 5 美分。 发行商净利润为每
千次显示 1.55 美元。 现在，假设发行
商广告投放价格将增加 10%，由 5 美分
增至 5.5 美分。如果发行商继续使用对
手网络销售广告位，则其净利润仅减少
约 0.3%（每千次显示从 1.55 美元降至
1.545 美元。

11. 如果特定市场内的消费者效用取决于对
其它代理的同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则会
出现网络影响。 双面市场的特征是特殊
类型的网络外在性，其中，外在性取决于
市场对手方“兼容” 代理的消费。

排他性问题
申诉者还提出，双方的对角关系将令合并后实体能够利用 DoubleClick 在广告投放市场的
地位，来排斥与 Google 的广告网络 AdSense 进行竞争的其它广告中介商。但是，这些考虑均涉及
合并后实体采取的若干行动，令 DoubleClick 的广告商和发行商客户更加偏爱 Google 的广告网络
（例如只向与竞争网络结合使用的图示广告提价）。申诉者指称，这些行动可能会淘汰其它竞争广
告网络。此外，对竞争的不利影响亦会因广告中介的双边性所产生的网络效应而恶化。
申诉者提出的主要论点，是 DoubleClick 的广告投放价格占广告网络成本的很高比例。对广告
商和发行商而言，广告投放个价格的变化可能影响竞争网络的相对吸引力。但委员会认为广告投放
中介费所占的比例，并非发行商或广告商选择广告网络的特别相关考虑因素。
对广告商而言，他们相关考虑因素是购买广告位的总成本。而对发行商而言则是销售广告位的
总利润。假设广告投放价格在和竞争对手广告网络结合使用时相对大幅增长，这也不会大幅影响广
告商的总成本或发行商的总利润，所以也极不可能影响他们选择广告网络的决定。10 此外，图示广
告投放市场竞争激烈，亦令合并双方不能大幅提价。
申诉者提出有关排斥的疑虑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双边市场中常见的网络效应可能导致
市场向单一网络“倾斜”。11 广告商在选择使用具体广告网络时，除了考虑使用该网络的价格外，亦
可能会考虑有多少使用同一网络的其它发行商。同样，发行商加入广告网络的决定可能受使用该网
络的广告商数量，以及使用网络的价格（或所占广告收入份额）所影响。
申诉者指出，合并后实体可采用多种杠杆策略，吸引众多广告商和发行商加入其广告网络，从
而淘汰成员较少的其它广告网络。因此，合并后实体可能因此具备提价能力，而不受对手网络限制。
这是因为对广告商（或发行商）而言，其它对手网络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相配的发行商（或广告商）而
沦为次等。
网络 效 应 可能引发市场 倾 斜／垄 断 的问 题已在 其它案例中出现，最 值得注 意 的是 微 软
Windows 操作系统一案。但是我们必须因应每个市场的特殊环境，对该等指称必须作出谨慎的论
证。一般来说，当客户只用单一平台时，和在用量尚低而网络效应尚未完全显现时，市场倾斜的风险
才会较高。
合并双方指出这些因素概不存在于在线广告行业，并提供以下的市场证据说服委员会。首先，
广告商和发行商经常使用超过一个平台（即“多归属”）。鉴于多归属吸引力大，且成本低廉，故网
络效应很难引起关于排斥对手广告网络的反竞争影响。这是因为，即使广告商或发行商只用某家广
告网络，其它对手网络仍然可以连接他们。
其次，证据表明，当市场上有足够发行商时，新加入网络的发行商并不会为网络中已有的广告
商带来更多好处。尽管市场上不同替代广告网络的触及范围明显不同，但接受调查的广告商并未将
广告的触及范围（广告网络网站的单月访客数量占网民的比例）看成不同广告网络之间的主要区别
因素。因此，只要对手广告网络的其它层面（如广告的目标方式）仍具吸引力，他们便能继续通过相
对少量的发行商合作伙伴向合并双方施加竞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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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oogle/DoubleClick 一案是项重要而合理的决定。委员会听取大量第三方申诉者的意见，但
并未有盲从他们提出对禁止合并的诉求。相反，委员会清楚列出那些他们认为是有理﹑是不可预先
排除的对竞争影响的论据。
委员会和合并双方面临的挑战，是要确定关键的实证问题，并进一步利用广告业的现实来推断
竞争影响论据的合理性。尽管第三方提出的疑虑都有充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但是委员会最终却
能通过复杂但透明的分析，以充足的理据把这些疑虑推翻。因此，Google/DoubleClick 的决定表
明，委员会在评估受到第三方严重声讨的合并案时，将采取坚决而客观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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