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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

求,也是现代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共同选

择。 本书以 2022 年 6 月修正的 《反垄

断法》 为基础， 从条文对照、 适用要

点、 典型案例、 实用小贴士等模块对法

条进行对照与解读。

全书秉持理论联系实践的理念。

对条文的理解和适用进行解释时， 引用

专业文献， 增强本书的专业性和准确

性； 精心梳理了关于反垄断的典型案

例， 并提炼要旨， 有针对性地放在相关

条款之下， 以案释法， 方便广大读者更

好地理解、 学习和适用新修改的 《反垄

断法》。

【内容简介】

王先林， 法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

特聘教授， 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法

学院经济法学科带头人， 竞争法律与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国务院反垄

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 中国法学

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上海市法

学会竞争法研究会会长。 出版独著、

合著 10 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

篇。 获得司法部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

果一等奖等省部级奖项 10 余项， 主持国

家社科重点项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 20 余

项。 曾获“全国模范教师” 和“上海市

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称号， 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编写说明】

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

求， 也是现代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共同选

择。 从世界范围看， 各国特别是欧美等

发达经济体普遍重视加强反垄断， 通过

强有力的反垄断执法保护市场公平竞

争， 促进经济发展。 从美国 1890 年颁

布 《谢尔曼法》 算起， 反垄断法已经有

130 多年的历史， 目前已经有超过 130

个国家和地区制定和实施了反垄断法。

我国改革开放的 40 多年历程， 在很大

程度上就是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不断扩大

的过程。 通过市场公平竞争不断激发市

场活力和创新动力， 我国经济不断走向

繁荣。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

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现有效市场与

有为政府的结合。 《反垄断法》 为便于

读者阅读， 本书中法律法规名称均使用

简称。 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

旨在保护竞争这一市场机制的核心， 鼓

励创新，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维护消费

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因此，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越发展， 就越需要强化反垄断，

更好发挥政府“有形之手” 的作用， 推

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维护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 保障市场机制有效运行， 使

“无形之手” 能够高效配置资源， 激发市

场主体不断创新， 使市场活力充分迸发，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经过多年的讨论和反复酝酿， 《反垄

断法》 在 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获得通过， 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经济生活和法律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 该法自施行以来， 对维护自由公平的

竞争机制和经济的活力， 实现资源有效配

置，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 我国形成了

以 《反垄断法》 为核心， 1 部行政法规、

8 部反垄断指南、 6 部部门规章等有效施

行的反垄断法律规则体系。 近年来， 在

党中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

张” 的指导下， 我国反垄断执法取得了

非常积极的成效。 2021 年被称为中国的

“反垄断大年”， 以阿里巴巴集团和美团

公司“二选一” 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针

对数字平台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执法， 表明

了国家强化反垄断的决心。 2021 年 11 月

18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还加挂了国

家反垄断局的牌子， 今后我国反垄断执法

将会进一步走向专业化、 持续化和常态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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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证券法》 的实施在制

度和实践层面得到了全面落

实， 涉及注册制、 信息披露、

投资者保护、 上市公司收购、

证券违法处罚、 特别代表人诉

讼等首创制度依次落地， 为资

本市场改革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法制基础。

本书围绕新 《证券法》 实

施以来的配套制度与监管实

践， 以上市公司为核心视角，

以数据和案例为依托， 为资本

市场的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提

供了参考。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

党和国家一项具有战略性、 全

局性的重大决策部署 。 2022

年是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5

周年。 为了让广大产业工人更

加深入、 全面地了解此项改革

的背景和重大意义， 特别是了

解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方案》 中提出的主要举措

以及改革与产业工人劳动经济

权益、职业发展等的密切关系，

编写了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职工知识 50 问》一书。

本书第一部分 “合同设

计的方法和结构” 介绍了合

同设计的一般性事项、 基本

原则与方法。 第二部分 “合

同设计实务导论” 则详述了

14 个法律领域的具体合同设

计技巧， 包括： 买卖法、 赠

与法、 租赁法、 雇佣法和劳

动法、 承揽法、 居间法、 融

资租赁法、 特许经营、 物权

法、 社团法、 民商事组织法、

夫妻财产制合同法、 继承法、

一般交易条款法中的合同设

计。

《合同设计方法与实务（第3版）》
《强责任时代：

新证券法时代的上市公司监管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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