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鄂市监处字 (⒛⒛ )2号

一、当事人情况

当事人:黄冈市蓝天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 业执照

统 一社 会信 用 代 码 :9142110075101辊35T

住所:黄 冈市黄州区路口花园村四组

经营范围:旧机动车交易、旧汽车购销,代理新旧汽车

上牌过户等。

法定代表人:孙春华

身份证号码:XXX
联系电话:XXX

联系地址:黄 冈市黄州区路口花园村四组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2019年 6月 27日 ,本机关收到企业举报称,黄 冈市 3

家二手车交易公司签订协议固定价格涉嫌垄断。7月 ,本机

关对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于 ⒛19年 9月 11日 向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
`总
局进行了立案报各。本机关现查明当事人与具有

竞争关系的二手车交易企业达成并实施了垄断协议。2uo年

7月 13日 ,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湖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本机关拟作出行政



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

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未申请听证。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一 )当 事人与黄冈奥捷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简 称 “奥捷公司
”
)、 黄冈市发达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

司 (简 称
“发达公司

”)在黄冈市二手车交易市场是具有竞

争关系的经营者。

二手车交易行业企业主要包括二手车交易市场 (依法设

立、为买卖双方提供二手车集中交易的场所和相关服务 )、

二手车经销企业 (依法从事二手车收购、销售并提供售后服

务 )、 二手车拍卖企业、二手车经纪机构 (依法从事二手车

交易中介服务 )等 。根据 《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二

手车交易应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并 由交易市场出具交易

发票,作为车辆办理过户的依据。

经查,2019年前黄冈市具有资质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有 3

家,分属当事人、奥捷公司、发达公司,其中当事人、奥捷

公司、发达公司分别于⒛03年、⒛05年、1998年成立。上

述 3家公司均从事二手车交易服务,并 向客户收取交易服务

费。因此,上述 3家公司在黄冈市区域范围内是具有竞争关

系的经营者。

(二 )当 事人与奥捷公司、发达公司签订协议,划分了

黄冈市二手车交易市场,固 定了二手车交易服务费价格。

经调查,⒛ 15年 7月 以前,黄 冈市二手车交易市场交易



服务费执行政府指导价 (原 黄冈市物价局核定政府指导价 :

使用三年内的二手车交易服务费不高于 450元 /台 ),⒛ 15年

7月 ,原 湖北省物价局取消了二手车交易服务费的政府指导

价,由政府指导价调整为市场调节价。另据调查了解,二手

车转移登记管理权在地市级公安交管部门。

当事人与奥捷公司、发达公司于⒛16年 4月 28日 签订

协议书,集 中租赁场地开具二手车交易发票,发达公司经营

浠水区域,黄 冈市其他区域由当事人和奥捷公司经营,并规

定了利润分成 (黄 冈地区除浠水县外的二手车交易收入,2

家公司按各 50%分成 );统一固定二手车交易服务费,分单

位和个体车辆收费,如小型汽车服务费为:个体车 3OO元 /

台、单位车 4OO元 /台 ;⒛ 18年 9月 以后,又统一改为按排

量收费:1.0升排气量以下车⒛0元 /台 ,1.0升排气量以上至

2.5升车 300元 /台 ,2.5升排气量以上车佃0元 /台 。并规定

“
若出现自然人、其他单位进入市场的,三方一致对外

”
等

排除、限制竞争条款。签订该协议后,3家公司一直执行约

定价格,⒛ 18年 9月 发达公司搬回浠水开票,协议未停止执

行。

⒛19年 1月 ,黄 冈市XXX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简

称
“XXXX” )进入黄冈市二手车交易市场,到 市车管所旁设

点开票,并 以促销、赠送礼品等形式开展经营活动。为应对

XXXX的经营策略,3家公司多次协商,当 事人总经理张某

分别给奥捷公司、发达公司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从 3月 19

日开始,将二手车交易服务费统一降到⒛ 元/台 ,奥捷公司、



发达公司同意并执行了该降价措施。

另查明,当 事人⒛18年度销售额为 23”002.03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当事人提供的 《营业执照》、《二手车交易市场各案

批复》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

主体资格。

2、 当事人签订的 《协议书》复印件、湖北省市场监管

局做的 《询问笔录》、《现场笔录》。证明当事人划分市场、

固定价格、规定排外措施的事实。

3、 当事人提供的 《二手车交易服务收费标准》、《交易

市场结算明细表》、《手机通话列表》复印件。证明当事人固

定价格的事实。

4、 当事人提供的⒛18年度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交易市场结算明细表》复印件。证明当事人收入、成本、

利润等经营状况。

以上有关证据,已 由当事人或相关责任人签字或盖章确

认。

四、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

黄冈市范围内 2019年 以前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服务均由

涉案的 3家公司提供,3家公司在黄冈市二手车交易市场互

为竟争对手。为达到限制市场竟争之目的,3家公司达成并

实施了垄断协议,划分市场份额、固定交易服务费价格,排

除和限制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
“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 )固 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三 )分

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经

营者违反本法规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由反垄断执法

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

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

断协议的,可 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
对

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罚款,反

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 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

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等因素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

的性质、情节、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因素,本机关作出如下决

定 :

(一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二 )对 当事人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的 4%,共计95160

元的罚款 (大写:人民币玖万伍仟壹佰陆拾元 )。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

款上缴湖北省国库。收款人全称:湖北省财政厅;国库账号: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支 付 行 号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收 款 国

屉巨: ⅩXⅩⅩⅩⅩⅩ。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 (一 )

项和第 (三 )项规定,当 事人到期不缴 内罚款的,每 日按罚

款数额的 3%加 处罚款,同 时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

处罚决定不服,可⒓自收到本行政

管理总局或湖

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诉讼。行

内,向国家市场监

议;或者自收到本彳

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 1

武昌区人民法院提

,行政处罚决定不 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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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唧羽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 送达,一份归档 , 份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