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诚折扣、产品和消费者的异质性与竞争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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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忠诚折扣是近年来最具争议的反垄断话题之一，许多世界 500 强企业都曾因

为忠诚折扣遭受巨额反垄断处罚， 但各国法院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从未就忠诚折扣的界定

及其如何危害市场竞争达成共识。相关文献探讨也往往依赖特殊的竞争环境，不能很好地

为忠诚折扣的反垄断规制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支持。本文基于对现有反垄断案件的梳理，构

建了一个允许产品或消费者存在异质性、“小厂商”存在产能约束的理论模型，对忠诚折扣

潜在的反竞争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指出，当产品存在异质性时，“大厂商”可能通过忠诚折

扣排挤竞争对手；而当消费者需求数量存在异质性时，“大厂商”可能通过忠诚折扣排挤竞

争对手，也可能借此强行分割市场。 本文还指出，忠诚折扣的福利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

的，但在合理的假设下其会对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带来负面影响。 根据本文的研究，
在欧美国家反垄断实践中常见的将忠诚折扣类比为掠夺性定价、 独家交易协议的观点值

得商榷。在相关反垄断案件中，应综合考虑包括产能约束、异质性在内的市场环境，并结合

忠诚折扣对竞争的实质影响判断其是否违反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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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忠诚折扣是指当采购量满足特定折扣条件时， 追溯至全部采购量均提供折扣的非线性定价类

型①。 近年来，许多知名企业因为忠诚折扣遭受巨额反垄断处罚。 例如，2009 年欧盟委员会认为英特

尔的忠诚折扣对 AMD 产生了反竞争排挤，对其罚款 10.6 亿欧元；同年，韩国竞争执法机构指控高

通的忠诚折扣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并对其罚款 2.08 亿美元；2014 年西班牙反垄断执法机构对

西班牙电信的忠诚折扣行为罚款 2500 万欧元；2017 年默沙东的忠诚折扣被英国反垄断执法机构

指控具有排挤竞争的效果；雅培、英国航空、萨诺菲等也曾因忠诚折扣被竞争对手诉诸法院。 中国反

垄断执法机构也于 2016 年底首次对忠诚折扣提出挑战。 在利乐案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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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举例来说，厂商规定其产品“标签 价”为 10 元/个，并 规 定 当 消 费 者 采 购 大 厂 商 的 产 品 达 到 其 采 购 总 额 的

60%时，所有产品均可获得 35%的忠诚折扣，产品单价降为 6.5 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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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乐公司实施了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包材、 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排除限制竞争的忠诚折扣等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并对利乐公司处以近 6.7 亿元的罚款。 ①

遗憾的是，虽然忠诚折扣案件的罚款动辄数亿，但各司法辖区从未对忠诚折扣为何，以及如何

危害市场竞争达成共识。 不同法院间、法院与执法机构间乃至同一案件中不同法官间常常产生相左

意见。 一些法官与执法者依据“是否迫使竞争对手低于成本定价”来判断忠诚折扣是否违法，认为只

要忠诚折扣不导致低于成本定价，就会促进而非危害竞争；一些法官与执法者则认为，即便忠诚折

扣不导致低于成本定价，也可能诱使消费者与垄断厂商进行“独家交易”，进而排挤竞争对手。 本质

上，前者将忠诚折扣认为是一类特殊的掠夺性定价，而后者将忠诚折扣认为是一类特殊的独家交易

协议（Gates，2013；Moore and Wright，2015）。 许多文献都对两类观点提出批评，指出它们片面地强

调了忠诚折扣与掠夺性定价、独家交易协议的共性，而忽略了行为间的差异（Elhauge and Geradin，
2007；Feess and Wohlschlegel，2010；Salinger，2017；Salop，2017）， 但鲜有文献对忠诚折扣的反竞争

机制与反竞争效果进行规范的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反垄断替代方案。 相关模型往往基于特殊的竞争

环境，不能很好地对应现实，也不能为忠诚折扣的反垄断规制提供具有一般性的理论支持。
本文将通过一个包含两个厂商、两个消费者的理论模型，对忠诚折扣的反竞争机制与反竞争效

果进行研究。 为了使模型符合现实案例，本文假设一个厂商的产能可以满足全部市场需求（以下简

称“大厂商”），而另一个厂商存在产能约束，无法满足全部市场需求（以下简称“小厂商”）。 本文采用

该假设的原因在于：①当前大部分案例以及美国与欧盟的反垄断指南都指出，忠诚折扣常常出现在

存在“市场不可竞争部分”的市场，而产能约束是引致市场不可竞争部分的重要原因；②这是一个符

合大多数市场现实的假设。 在大多数市场中，小厂商往往不能满足市场的全部需求。 在产能约束假

设基础上，本文将分别探讨产品存在异质性、消费者存在需求数量异质性的情形，其中，前者指不同

产品给消费者带来不同的边际效用，而后者指同一价格水平下消费者存在需求数量差异。 根据本文

对现有反垄断案件的梳理，这两类情形分别对应忠诚折扣案件常见的两类市场环境。
直觉上，小厂商存在产能约束并不意味着大厂商具有竞争优势，经典的伯川德—埃奇沃思模型

表明，厂商间总是有动机通过“打折”争夺市场份额，而本文表明忠诚折扣与产能约束的结合使厂商

对“临界价格”而非直接价格做出反应，一定条件下大厂商可以把其产能优势转化为竞争壁垒，并以

此排挤竞争对手或诱使竞争对手与其分割市场。 具体来说，本文指出，在产品异质性条件下，大厂商

可能通过忠诚折扣迫使小厂商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争夺客户，进而实现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的“排挤

竞争均衡”；而在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大厂商不仅可能通过忠诚折扣排挤竞争对手，也可

能迫使对手进行市场分割， 即一方面通过设置较高的标签价与折扣门槛提高小厂商争夺大客户的

难度；另一方面又以较高的折扣价把小客户“让”给竞争对手，以诱使竞争对手放弃争夺大客户。 在

相应的“市场分割均衡”下两个厂商分别仅供货给一个客户。 特别地，本文分别探讨了两类反竞争策

略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就忠诚折扣的规制而言，本文指出：①忠诚折扣对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在理论上是

不确定的，但在排除小厂商闲置大量产能情形下，均衡时忠诚折扣总是会损害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

福利；②忠诚折扣的反竞争机制与反竞争效果与掠夺性定价、独家交易协议都存在区别，因此，在忠

诚折扣的反垄断案件中，不能将忠诚折扣简单“类比”为这两类行为；③在忠诚折扣反垄断案件中，
应综合考虑包括产能约束、异质性在内的市场环境，并结合忠诚折扣的实质影响判断其是否违反反

①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为忠诚折扣包括追溯性折扣与非追溯性目标折扣， 而在全球其他司法辖区理论

与实务中忠诚折扣一般是指追溯性折扣。 在本文中，忠诚折扣是指追溯性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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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法。
相比较而言，当前大部分文献都假设只存在一个代表性消费者，假设消费者、产品皆同质或消

费者存在品牌偏好差异。 本文则首次探讨了产品异质性与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对忠诚折扣反竞

争机制的影响， 以及忠诚折扣两类反竞争策略的界限。 当前大部分文献的结论亦依赖与网络效应

（Karlinger and Motta，2012）、下游竞争（Inderst and Shaffer，2010；Degraba，2013）、谈判顺序（Choné
and Linnemer，2015，2016；Elhauge and Wickelgren，2015）、出价顺序（Chao et al.，2018）、采购比例

（Ordover and Shaffer，2013；Salinger，2017）相关的限制性条件，而本文模型仅仅假设小厂商存在产

能约束。
值得一提的是，Kalinger and Motta（2012）基于需求数量异质性假设，探讨了忠诚折扣的竞争影

响， 但其研究局限于一个存在网络经济、 且获得大客户是实现网络效应必要条件的竞争环境；
Elhauge and Wickelgren（2015）和 Salinger（2017）提 出 通 过 忠 诚 折 扣 分 割 市 场 的 可 能 。 其 中 ，
Elhauge and Wickelgren（2015）把忠诚折扣定义为“忠诚客户”提供相比“非忠诚客户”更低的价格，
这被 Wright（2008）、Eilat et al.（2010）、Lambert（2012）批评为是在探讨“最惠国条款”而不是忠诚折

扣；Salinger（2017）则假设每个消费者都必须从“大品牌”厂商处购买 20%的产品，作者承认这一假

设过于严苛。 与这些文献不同，本文结论仅依赖小厂商存在产能约束，厂商与消费者不需要进行一

对一谈判，消费者也无需从垄断厂商购买特定比例的产品，本文亦首次探讨了不同忠诚折扣反竞争

策略的界限，明确了在什么情况下忠诚折扣可能导致竞争排挤，而在什么情况下忠诚折扣又可能导

致市场分割。 Chao et al.（2018）探讨了与本文类似的产能约束与忠诚折扣的结合问题，本文与其区

别在于：①Chao et al.（2018）假设产品同质，且仅存在一个代表性消费者，而本文则允许产品存在差

异，消费者存在需求数量差异；②Chao et al.（2018）限制大厂商先于竞争对手定价，而本文则允许大

厂商与竞争对手同时定价；③在 Chao et al.（2018）那里，忠诚折扣的目标在于实现部分排挤，①而在

本文中忠诚折扣的目标是完全排挤或市场分割。
实践中，忠诚折扣的折扣门槛可能依据采购数量，也可能依据采购份额。 限于篇幅，本文将基于

份额折扣展开研究，但可以验证的是，本文观点同样适用基于采购数量提供的忠诚折扣。 第二部分

阐述模型的基本设置与基准模型；第三部分阐述产品异质性条件下，大厂商如何通过忠诚折扣排挤

竞争对手；第四部分阐述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大厂商如何通过忠诚折扣排挤竞争对手，又如何

通过忠诚折扣实现市场分割；第五部分探讨福利分析；最后为总结与政策建议。

二、 模型设定

本文将构造一个包含两个消费者（客户 I 与客户 II）、两个厂商（厂商 A 与厂商 B）的博弈模型。
其中，消费者的目标在于效用最大化，厂商的目标在于利润最大化。 厂商 A 与厂商 B 分别生产产品

1 和产品 2，消费者对产品 1 与产品 2 的总需求分别记为 d1 和 d2 。

1. 供给的刻画

假设厂商 A 可以生产任意数量的产品，而厂商 B 存在产能约束，不能完全满足两个客户的有

效需求之和的上限。 记厂商 B 的产能为 β，②用反垄断领域的常用术语来说，β 决定了市场可竞争部

① 即大厂商通过忠诚折扣削弱竞争对手的销售量与利润，但依然留存部分市场份额给竞争对手，以防竞争对

手通过很低的价格争夺客户。

② 显然，β 的取值取决于需求函数，本文将在下文探讨需求函数的部分给出其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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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大小。 为了更好地展示结论，本文不失一般性地假定厂商的生产成本均为 0。
假设两个厂商可能采取的价格策略是：①厂商均采用“一价策略”，并分别定价 p1 、p2 ，本文将在

下一节对“一价竞争”下的均衡分析进行探讨，并以此作为参照系；②厂商 A 采用忠诚折扣而厂商 B
仅采用一价策略。 厂商 A 实施的忠诚折扣可表示为 sA≡（p0 ，p1 ，T），其中 p0＞p1 ，未达到折扣门槛 T

（T＞0）的客户需要为其购买的每个产品支付“标签价”p0 ，而达到折扣门槛的客户则支付“折扣价”

p1 。 厂商 B 的价格策略则为 sB≡p2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假设厂商 B 不能实施忠诚折扣看似是对小

厂商的定价策略施加额外约束，但从后续分析及结论可以看到，小厂商事实上没有能力通过实施忠

诚折扣危害市场竞争。
2. 偏好与需求函数的刻画

当前大部分相关文献都假设只存在一个代表性消费者， 假设消费者与产品皆同质或假设消费

者存在品牌偏好差异。 而本文通过对现实案件的梳理发现，忠诚折扣案件常常出现在存在产品异质

性或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的市场环境。 这里，产品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品牌或质量差异，而消费者

需求数量异质性则体现在“中间消费者”的需求量差异。 对中间消费者而言，中间投入品大体是同质

的，其需求不仅取决于产品价格，也取决于最终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为了便于理解，本文通过

以下表 1 与表 2 分别展示了存在产品异质性与需求数量异质性的典型案例。
为了刻画这两种异质性，本文需要设定合适的消费者效用函数。 在差异化竞争的文献中，常用

的效用函数形式①如下（Ottaviano et al.，2002；Melitz and Ottaviano，2008；Mayer et al.，2014）：

U=q0+x（q1+q2 ）-
1
2 η（q1+q2 ）2

22222222222

与消 费 总量 相 关

- 1
2 a（q1

2+q2
2）

2222222

与商 品 异质 性 相 关

（1）

其中，qi 代表消费者对其中第 i 种产品的消费量（i=1，2），q0 代表消费者对“基准单位产品”的消

费量。 基准单位产品的内涵类似于货币，其特点在于边际收益不变。 ②该效用函数的特点在于：①可

以“相对地”度量消费者对每种差异化产品的支付意愿，产品异质性与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都可

以基于该效用函数刻画。 效用函数表达式中第一个大括号中两项表达式的大小仅与所有产品的消

费量总和 q1+q2 有关，因此，可以通过系数 x 和 η 刻画消费者的需求量差异。效用函数表达式的第二

个大括号中的表达式则可以被用于产品差异的刻画，当 a≠0 时，产品的边际效用之差为 a（qj -qi ），

即购买不同产品给消费者带来不同的边际效用；而当 a=0 时，效用函数仅由商品总消费量决定，产

品间不存在异质性。②设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q0+p1q1+p2q2=W，即 q0=W-（p1q1+p2q2 ），将其代

入效用函数，通过一阶条件便可得到逆需求函数。 ③本文将使用这一形式的效用函数来构建本文需

求，具体而言：
（1）产品异质性。 在产品存在异质性条件下，假设客户 I 和 II 是同质的，但不同产品带来的边际

效用不同，相应的效用函数为：

Ui=q0+x（q1+q2 ）-
1
2

（q1 +q2 ）
2
+aq1 ，坌i∈{I，II} （2）

① 为了与本文的符号保持一致， 本文修改了部分参数字母的表达， 并且重新排列了各项表达式使之更易理

解。此外，在现有文献中常用函数形式适用于不可数无穷种产品的情形，而本文主要考察存在两种产品的情

况，对效用函数进行了相应简化处理。

② 如无特殊说明，后文中“产品”仅指产品 1 和产品 2。
③ 有关效用函数的详细探讨可见 Ottaviano et al.（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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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司法

辖区
处罚/判决时间 相关产品 产品销售对象

Intel（Case COMP/37.990） 欧盟 2009 电脑芯片 电脑生产商

Qualcomm（KFTC Decision No. 2009-281） 韩国 2009 手机芯片 手机制造商

ZF Meritor， LLC vs. Eaton Corp. 美国 2013 重型卡车变速箱 重型卡车制造商

CADE vs. Ambev 巴西 2014 啤酒 啤酒销售点

CNMC vs. Telefonica 西班牙 2014 电信服务 中小企业

产品异质性典型案件表 1

案件
司法

辖区
处罚/判决时间 相关产品 产品销售对象

Eisai vs. Sanofi-Aventis 美国 2014 依诺肝素 医院/诊所

Post Danmark A/S vs. Konkurrencera det 丹麦 2015 邮件分发 广告/分销商

利乐 中国 2016 包材 饮料生产商

Prokent-Tomra（Case COMP/E-1/38.113） 欧盟 2016 自动回收机 企业/市政等

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典型案件表 2

在式（1）中，产品的异质性不仅与 a 的大小相关，还与产品的绝对消费量有关。 而本文希望考察

类似产品质量差异或品牌差异等与消费量无关的产品异质性。 因此，在式（2）中仅令不同产品的异

质性仅与 a 相关。简单推导可知，消费者需求满足 p1-p2 =a，即产品异质性体现为消费者对不同产品

的支付意愿差额为常数 a。
进一步考虑市场总需求函数。 本文假设，当消费者对两个产品无差异（p2=p1-a）时，任何符合效

用最大化的购买组合均可能出现。 再考虑严格偏好时的情况。 如果 0≤p1＜ p2+a，那么，他们会首选

购买厂商 A 的产品 1，且需求量是价格的线性函数，有 d1 =2q1 =2（x-p1 +a），d2 =0。类似地，如果产品 1

定价过高使得 0≤p2＜ p1-a，那么，他们便更愿意购买产品2，有 d1=0，d2=2q2=2（x-p2 ）。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假设 a∈[-x，x]，即产品异质性 a 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其原因在于：当

a＞x 时，即便厂商A 将价格定至“垄断价格”p1=（x+a）/2，厂商也需要以负的价格争夺客户，厂商 B 将

不会进行生产。 类似地，当 a＜-x 时，厂商 A 将不会进行生产。 仅当 a∈[-x，x]时，两个厂商才进行相

互竞争。 该假设的合理性亦在于，根据反垄断实践常用的 SSNIP 分析，厂商溢价 10%—15%依然不

影响消费者需求即可认定两个产品不属于同一个相关市场， 而该假设下 a 的取值范围取决于消费

者对产品 2 的有效需求上限 x。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可以验证，产能约束假设要求在产品异质性条件下，即 β＜2x。 在厂商 B 存

在产能约束时，消费者的行为会发生改变：①消费者的最终购买量可能与其真实需求量不同；②消费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钟洲，王麒植：忠诚折扣、产品和消费者的异质性与竞争壁垒

178

cy
高亮

cy
高亮



2018 年第 9 期

值得注意的是：①与当前大部分文献不同，本文并未采用 Aghion and Bolton（1987）模型限制大

厂商先于竞争对手与消费者进行“谈判”，而是允许消费者在厂商都给出价格策略后作出决策，这一

假设更符合实际，体现了忠诚折扣与独家交易协议在实践中的区别；②本文没有采用两期模型，以

排除厂商通过忠诚折扣进行“掠夺性定价”的可能，事实上，下文将证明忠诚折扣可以允许厂商以不

第一步，两厂商同时行动，给出

各自的价格策略

第三步，所有参与人

获得支付

第二步，两消费者同时行动，分别

选择供应商和购买量

图 1 参与人行动顺序

者可能出现混合购买的情形。 如果厂商 B 无法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消费者可以考虑从厂商 A
处继续购买“次优”的产品。此时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额外购买的数量由产品 1 的价格决定。本文将

在下文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
（2）需求数量异质性。 在消费者存在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假设产品 1 与产品 2 是同质的，但

是在相同价格下，消费者 I 与消费者 II 购买产品的数量不同。 令消费者 I 与消费者 II 的效用函数分

别为：

UI=q0+（x+k）（q1 +q2 ）-
1
2

（q1 +q2 ）
2

UII =q0+x（q1 +q2 ）-
1
2

（q1 +q2 ）
2

（3）

式（3）与式（1）的内涵同样是一致的，由于产品同质，效用函数中与产品异质性相关的部分消

失。 式（3）的特点在于，其事实上假设存在两个代表性消费者，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形式是一致

的，但外部因素导致消费 I 总是愿意比消费者 II 多购买 k 单位商品。 为了说明这一点，计算可得两

者的需求函数 dI、dII 分别为 dI=x+k-p1 、dII=x-p1 ，可见 dI-dII=k。

由于商品是同质的，两个厂商实际上进行伯川德竞争，消费者总是优先从价格更低的厂商处购

买。 当 p1＜p2 时，商品 1 更具吸引力；推导可知，消费者对产品 1 与产品 2 的总需求量 d1 、d2 分别为

d1 =2x+k-p1 、d2 =0。 如果 p2＜p1 ，则有 d1 =0，d2 =2x+k-p2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产能约束假设要求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有 β＜2x+k。 类似产品存在异质

性的情形，由于存在产能限制，厂商 B 将无法完全满足消费者需求，相应的需求曲线将产生变化，本

文将在下文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3. 参与人行动顺序与基准模型

（1）参与人行动顺序。 给定上述参与人假定，令参与人的行动顺序为（见图 1）：第一步，厂商同

时行动，给出各自的价格策略；第二步，给定厂商的价格策略，消费者同时行动，分别选择供应商和

购买量；第三步，所有参与人获得支付（效用或利润）。 按照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思路，本文主要关

注在第一步时厂商的定价均衡， 并且将消费者的最优选择行为以需求函数的形式带入厂商的决策

问题。 这一点在后文的均衡分析中会更清楚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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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短期利润的方式排挤竞争对手。
（2）基准模型：“一价竞争”下的厂商竞争。 本文探讨传统的“一价竞争”下的厂商竞争作为忠诚

折扣的参照系，以说明如果没有忠诚折扣，仅靠产能约束和异质性，大厂商无法成功排挤竞争对手

或迫使对手。 特别地，由于厂商 B 产能有限，本文将使用文献中常用的“有效配给规则”①（泰勒尔，
1997）解决有限的产品如何在消费者之间配给的问题。 据此提出：

命题 1：在产品异质性条件下，有：①若-（ x姨 - β
2姨 ）

2
＜a＜（ x姨 - β

2姨 ）
2
，“一价竞争”下模型

不存在纯策略均衡解；②若-x≤a≤-（ x姨 - β
2姨 ）

2
或（ x姨 - β

2姨 ）
2
≤a≤x，“一价竞争”下模型存

在纯策略均衡解。 ②

命题 1 的经济含义是，当产品差异较小时，产品差异本身无法导致竞争排挤；而当产品差异较

大时，具有产品优势的厂商可以利用产品优势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条件

②所示的范围内，模型可能存在纯策略均衡解，但如前文所述，较大的产品异质性可能使得产品 1
与产品 2 事实上没有紧密替代关系，不属于同一个相关市场。

进一步考虑存在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的情形，可提出：
命题 2：在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厂商进行“一价竞争”时不存在纯策略均衡解。③

命题 1 与命题 2 的结论与现有伯川德—埃奇沃思模型文献相仿。 更重要的是，其表明如果不使

用忠诚折扣，产品差异、需求量差异与产能差异往往不足以造成竞争排挤或市场分割。

三、 产品异质性

这里将证明，产品异质性条件下，大厂商可以通过忠诚折扣将其产能优势转换为竞争壁垒，以

排挤竞争对手。 首先通过一个例子阐述厂商如何通过忠诚折扣排挤竞争对手；在此基础上，探讨如

何通过忠诚折扣实现“排挤竞争对手策略”，以及其对标签价、折扣门槛的要求；最后做均衡分析。
1. 示例一：通过忠诚折扣排挤竞争对手

考虑市场环境（x，a，β）=（1.0，0.1，0.5），两个客户对产品 1 有效需求量上限都为 1.1，对产品 2 的

有效需求上限为 1，而厂商 B 的产能上限为 β=0.5。此时 0＜a＜（ x姨 - β/2姨 ）
2
，模型在“一价竞争”下

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解。
考虑厂商 A 的忠诚折扣（p0 ，p1 ，T）=（0.85，0.55，100%），即 100%从厂商 A 处购买的客户享受折

后价 0.55， 否则必须支付标签价 0.85。 容易验证， 若厂商 B 希望争取客户接受混合购买， 而不是

100%从厂商 A 处购买，则其定价低于其生产成本，因此，厂商 B 将退出市场；而厂商 A 设置的折扣

价等于“垄断价格”，它没有动机偏离该策略。此时，模型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解，厂商 A 通过忠诚折

扣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并获得垄断利润。
2. 产品异质性与排挤竞争对手策略

以上示例表明，产品异质性条件下，厂商可能通过忠诚折扣把其产能优势转换为竞争壁垒，并

① 在该配给规则下，如果产品 2 更具吸引力，那么，每个消费者都会优先从厂商 B 购买直至达到其产能上限。

如果消费者需求未完全满足，他们会继续从厂商 A 处购买。 可以验证，这种配给方式使得消费者剩余最大

化。 有关有效配给规则的进一步探讨可见泰勒尔（1997）。
② 相关解释与证明过程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③ 相关解释与证明过程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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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挤竞争对手。 那么，排挤竞争对手策略对忠诚折扣有何要求？ 这里将首先探讨排挤竞争对手策略

对忠诚折扣折扣门槛、标签价的要求，以及忠诚折扣引致的“临界价格”；在此基础上，正式定义通过

忠诚折扣实现的“排挤竞争对手策略”，以及引入忠诚折扣后，厂商利润函数的变化。
（1）折扣门槛与标签价的设置。 根据分析可提出：

命题 3：在产品异质性条件下，有如下结论：①当 T≤1- β
q1 +q2

时，忠诚折扣对厂商 B 无影响；

②当 1- β
q1 +q2

＜T＜100%时， 提高折扣门槛与标签价都可以提高厂商 B 争夺客户的难度； ③当 T＜

100%时，消费者总是会选择混合购买。 ①

给定标签价与折扣价不变，根据命题 3，折扣门槛越高，厂商 B 争夺客户的难度越大。 另一方

面，由于消费者实际支付的折扣价并未变化，折扣的门槛提高只会诱使消费者购买更多的产品来满

足折扣门槛；相应地，厂商 A 的利润将上升，其总是有动机将折扣门槛设为 100%②。
进一步考察忠诚折扣的标签价的特点，可以看到：①当标签价不高于消费者的窒息价格（Choke

Price），即不低于使消费者对 A 产品需求量为 0 的最低标价格时，厂商 B 在争夺市场份额时不仅需

要为消费者提供低于 p1 -a 的价格，还需要补偿消费者的折扣损失（p0 -p1 ）d（p0 p1 p2 ）T，给定折扣门

槛和折扣价不变，补偿将随着标签价的提高而上升；②标签价提高至窒息价格后，提高标签价不再

导致消费者需求量变化，消费者对厂商 A 的需求恒为 0。
（2）定义排挤竞争对手策略。 给定厂商策略组合与有效配给规则，消费者会进行最优购买决策。

在前文“一价竞争”模型中，厂商价格、需求之间的关系十分直接，厂商要么通过“削价”来争夺客户，
要么以更高的价格占领竞争对手不能覆盖的“剩余需求”。 而在厂商 A 引入忠诚折扣（p0 ，p1 ，T）后，

如果厂商 B 希望在折扣门槛处争夺客户， 就必须补偿消费者因为不能达到折扣门槛而损失的总量

折扣。为此，本文引入“临界价格”，即消费者愿意仅从一个厂商处购买产品的最高价格。在本文模型

中，临界价格事实上是指消费者仅从一个厂商处购买产品与混合购买产品获得效用无差异的价格。

记消费者从厂商 A 处与厂商 B 处购买产品的临界价格分别为p軈1 和p軈2 ，当厂商 A 忠诚折扣的折扣价

高于p軈1 时，厂商 B 总是有动机通过削价争夺客户。

记消费者对产品 1 的窒息价格分别为 p0′，有 p0′=min（p0 ，x+a-β/2）。 给定窒息价格，计算可得临

界价格的表达式为：p軈1=a+x- （x+a-p0′）2+2β（p0′-a-p2 ）姨 ，p軈2 =p0′-a-（p0′-p1 ）（2x+2a-p0′-p1 ）/2β。

结合上文分析，潜在的市场均衡是厂商 A 通过忠诚折扣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并获得正利润，其

关键是忠诚折扣可以使得p軈2＜0，即迫使竞争对手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参与竞争。 本文将这一通过临界

价格迫使竞争对手并退出市场的策略命名为“排挤竞争对手策略”，有：

定义 1：产品异质性条件下，排挤竞争对手策略是指厂商实施满足p軈2＜0 的忠诚折扣。

3. 均衡分析

本文最关注的问题是，当厂商 A 无法通过“一价竞争”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时，厂商 A 是否可

以利用忠诚折扣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 从模型角度来讲，本文关注的是外生参数（x，a，β）满足何种

条件时，排挤竞争对手策略可以在产品异质性较小时引致市场均衡。

① 相关解释与证明过程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②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假定两类厂商的成本是相同的。 若生产存在最小有效规模，或厂商 B 面临更高的成

本，折扣门槛低于 100%就可能迫使竞争对手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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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排挤竞争对手策略可以引致均衡，那么，在均衡状态下，厂商 A 将独占市场而厂商 B 将

因 此 退 出 市 场，本 文 称 其 为“排 挤 竞 争 均 衡”。 略 微 不 严 谨 地 将p軈 1 表 示 为 p0 和 p2 的 函 数，记 为

p軈 1 （p0 ，p2 ），有：

引理 1：当且仅当如下条件成立时，排挤竞争对手策略可实现排挤竞争均衡：①

如果p軈1 （p0 ，p1 ）＜
x+a
2

，则 p0
*≥x+a- β

2
（4）

p1
*=min[ x+a2

，p軈1 （p0 ，0）] （5）

2p1
*（x+a-p1

*）＞ （2x+2a-β）（2x+2a+β）
8

（6）

引理 1 的本质是对价格不同情形的分类讨论， 保证了排挤竞争对手策略下所有厂商都不能通

过采用其他定价策略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式（4）是排挤竞争均衡对厂商 A 定价的要求，其中（x+a）/2
是厂商 A 独占市场情况下可实现的垄断定价，x+a-β/2 是消费者的窒息价格。当产能差异较大时，厂

商 A 只需提高 p0′即可使p軈2＜0，并获得垄断利润。 当产能差异较小时，由于标签价的提高是“无成本”

的，厂商 A 会首先通过提高标签价来提高厂商 B 竞争的难度。 鉴于 p0′ 的调整存在上限 x+a-β/2，当

产能差异较小时，厂商 A 将需要通过降低折后价构建竞争壁垒。式（5）是利润最大化条件，保证了厂

商 A 采用忠诚折扣将厂商 B 挤出市场的同时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也保证了厂商 A 不会以直接削

价，而是忠诚折扣的方式争夺客户；式（6）保证了厂商 A 实施排挤竞争对手策略的利润高于仅满足

剩余需求时的利润。 根据引理 1，可得：

命题 4：产品异质性条件下，有如下结论：①当 a＞ -3β
2
+8xβ姨 -x- β

2
，即厂商 A 的产品“质量”

高于某一程度时，厂商 A 可以通过忠诚折扣实现排挤竞争均衡；②当-（ x姨 - β
2姨 ）

2
＜a＜（ x姨 -

β
2姨 ）

2
且 0≤β≤ 14x-2a-4 9x2-3a2-10ax姨

13
，即厂商 A 无法通过“一价竞争”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

且对手产能较为小时，厂商 A 可以通过忠诚折扣实现排挤竞争均衡；③若任何排挤竞争对手策略都

不能实现纯策略均衡，那么在该市场环境下，不存在纯策略均衡解。 ②

命题 4 中①这一部分的经济含义是，给定厂商 B 的产能约束，只要产品 1 的“质量”足够好，厂

商A 就可以通过忠诚折扣迫使厂商 B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参与竞争。 命题 4 中②部分的经济含义是，
忠诚折扣可以使得厂商 A 在产品差异较小、厂商 B 产能较小的情形下排挤竞争对手。命题 4 中③部

分的经济含义则在于，忠诚折扣仅可能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实现反竞争排挤。
命题 4 表明，相比“一价竞争”，忠诚折扣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允许厂商 A 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市

场。 具体来说，根据命题 1，仅生产更好“质量”产品的厂商才可能排挤竞争对手，而根据命题 4 中①

部分，当厂商 B 的产能较小时，即便消费者更加偏好产品 2（a＜0），厂商 A 依然可以通过忠诚折扣实

现排挤竞争均衡，迫使消费者仅购买产品 1；同样地，根据命题 1，当-（ x姨 - β/2姨 ）
2
＜a＜（ x姨 -

β/2姨 ）
2
时，厂商 A 无法通过“一价竞争”排挤竞争对手，而命题 4 中②部分表明，只要厂商 B 的产

能较小，厂商 A 就可以在这一范围内通过忠诚折扣排挤竞争对手。

① 相关解释与证明过程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② 相关解释与证明过程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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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需求数量异质性

下面探讨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忠诚折扣的竞争影响。 与第三节不同，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

下，忠诚折扣不仅可以被用以排挤竞争对手，还可以被用来与竞争对手分割市场。 本节首先通过两

个例子阐述厂商如何实施“排挤竞争对手策略”与“市场分割策略”，进而探讨如何通过忠诚折扣实

现两类策略，并做均衡分析。
1. 厂商使用忠诚折扣的动机

（1）示例二：通过忠诚折扣排挤竞争对手。 考虑市场环境（x，k，β）=（10.0，12.0，0.2），客户 II 的有

效需求量 x=10，客户 I 的有效需求量为 x+k=22，厂商 B 的产能上限为 β=0.2。 考虑厂商 A 的忠诚

折扣（p0 ，p1 ，T）=（9.8，8.0，100%）。 在该价格策略下，厂商 B 需要以负价格争夺客户，其产量为 0，厂

商 A 同时供应客户 I、II，总利润为 128。可验证，该忠诚折扣策略是一个厂商 A 独占市场的纯策略

均衡解，厂商 A、B 均不会偏离均衡。
（2）示例三：通过忠诚折扣实现市场分割。 考虑市场环境（x，k，β）=（10，12，5）。 此时与示例二的

区别在于，厂商 B 的产能上限为 β=5。 考虑厂商 A 的忠诚折扣（p0 ，p1 ，T）=（17.0，9.9，100%），可以验

证，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解，使得厂商 A 与厂商 B 将分别仅供货给客户 I 与客户 II，厂商 A 仅为客

户 I 供应 12.1 单位产品，获得利润 119.79；厂商 B 仅为客户 II 供应 5 单位产品，获得利润为 25。 此

时，厂商 A 的忠诚折扣一方面提高了客户 I 的竞争壁垒，另一方面又通过客户 II 难以接受的价格把

客户 II“让”给厂商 B。
2. 需求数量异质性与反竞争策略

类似上一节，这里首先探讨忠诚折扣的折扣门槛与标签价的特点，以及忠诚折扣引致的“临界

价格”；在此基础上，正式定义“排挤竞争对手策略”与“市场分割策略”。 有：

命题 5：给定市场环境（x，k，β），有如下结论：①当 T≤1- β
q1+q2

时，忠诚折扣对厂商 B 无影响；

②当 1- β
q1+q2

＜T＜100%时， 提高折扣门槛与标签价都可以提高厂商 B 争夺客户的难度； ③当 T＜

100%时，消费者总是会选择混合购买。 ①

类似上一节，厂商 A 总是有动机提高折扣门槛至 100%，以提高厂商 B 的竞争门槛。 在此基础

上，可计算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忠诚折扣的临界价格，即消费者仅从单个厂商处购买产品与混

合购买产品获得效用无差异的价格。 记客户 I 与客户 II 的窒息价格分别为 p0′，p0″，简单计算可得

p0′=min（p0 ，x+k-β），p0″=min（p0 ，x-β）。 给定厂商 B 的价格策略 sB≡p2∈R+，令客户 I、II 愿意 100%

从 厂 商 A 处 购 买 产 品 的 临 界 价 格 分 别 为p軌 1 和p赞 1 ，有：p軌 1 =x+k- （x+k-p0′）2+2（p0′-p2 ）β姨 ，p赞 1 =x-

2β·（p0″-p2 ）+（x-p0″）2姨 。 类似地，令客户 I、II 愿意从厂商 B 处购买产品的临界价格分别为p軌2 和p赞 2 ，

有：p軌2 =p0′-（p0′-p1 ）[x+k-（p0′+p1 ）/2]/β， p赞 2 =p0″-（p0″-p1 ）[x-（p0″+p1 ）/2]/β。

根据示例二，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存在与产品异质性条件下类似的“排挤竞争对手策略”，即

通过忠诚折扣使得p軌2＜0，p赞 2≤0，以排挤竞争对手。 根据临界价格的表达式，有p赞 1≤p軌1 和p赞 2≥p軌2 ，即如

果厂商 A 的价格能吸引客户 II 全部从厂商 A 购买产品，那么厂商 A 的价格自然也能吸引客户 I 全

① 相关解释与证明过程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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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从厂商 A 处购买产品。 则有：

定义 2：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排挤竞争对手策略是指厂商实施满足p軌2＜0 的忠诚折扣。

类似地，根据示例三与上述临界价格表达式，一定条件下厂商 A 仅“锁定”需求量更大的客户 I
的利润高于厂商 A 争夺两个客户的利润， 但厂商是否成功实现市场分割亦依赖竞争对手与客户 II
的策略选择，为了锁定“大客户”，厂商 A 通过忠诚折扣提高大客户竞争壁垒，同时把客户 II 让给厂

商 B。 这使得厂商 B 仅供货给客户 II 的利润亦大于通过“价格战”争夺两个的客户的利润，厂商 B
将仅供货给客户 II。 本文将其命名为“市场分割策略”：

定义 3：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市场分割策略是指厂商实施满足p赞 1≤p1≤p軌1 的忠诚折扣。

3. 均衡分析

下面关注需求数量异质性满足何种条件时， 具有产能优势的厂商可以利用忠诚折扣将其产能

优势转化为竞争壁垒。 与产品异质性条件下不同的是，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厂商 A 可以采取两

类反竞争策略。 这里首先通过引理 2 与引理 3 阐述实现两类市场均衡所需要的条件。 在此基础上，
通过命题 6 探讨两类策略的界限，通过命题 7 明确外生参数与市场均衡的关系。

略微有失严谨地将p赞 1 写为 p0 和 p2 的函数，记为p赞 1 （p0，p2）；同理，可写出p軌1 （p0，p2）。 得出：

引理 2：当且仅当如下条件成立时，排挤竞争对手策略可实现排挤竞争均衡：①

如果p赞 1 （p0
*，p2

*）≤ 2x+k
4

， 则 p0
*≥x-β （7）

p1
*=min[ 2x+k4

，p赞 1 （p0
*，0）] （8）

p1
*·d（p1

*）≥ （x+k）2

4
（9）

p1
*·dI （p1

*）≥max[ （2x+k-β）
2

8
， （x+k-β）

2

4 ] （10）

与引理 1 类似，引理 2 的本质是对价格不同情形的分类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引理 3：市场分割策略组合（p0

*，p1
*，p2

*）是一个市场分割均衡，当且仅当如下条件成立：②

p2
*=min（ x2

，x-β） （11）

如果 p軌1 （p0
*，p2

*）≤ x+k
2

， 则 p0
*≥x+k-β （12）

p1
*=min[ x+k2

，p軌1 （p0，
p2·dII （p2）

β
）] （13）

p1
*·dI （p1

*）≥p·d（p）， p=min[ x+k2
，p赞 1 （p0

*，0）] （14）

p1
*·dI （p1

*）≥max[（x-β）·（k+2β）， x·（x+k）2 ] （15）

p1
*·dI （p1

*）≥max[ （2x+k-β）
2

8
， （x+k-β）

2

4 ] （16）

引理 3 中的均衡条件除了式（11）以外，与引理 2 的逻辑完全相同。 式（11）保证了在市场分割条

① 相关解释与证明过程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② 相关解释与证明过程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钟洲，王麒植：忠诚折扣、产品和消费者的异质性与竞争壁垒

184



2018 年第 9 期

件下，厂商 B 采用价格 p2
*实现利润最大化，进而没有动机偏离均衡，其中，x/2 是 β≥x/2 时厂商 B 利

润最大化的定价，相当于厂商 B 在仅存在厂商 B 与客户 II 的市场中将实施的垄断定价；而 x-β 是

β＜x/2 时厂商 B 利润最大化的定价。 式（12）和式（13）保证了在市场分割条件下，厂商 A 对客户 I 定

价 p1
*的利润最高。 值得强调的是，p1≤p軌1 （p0 ，p2·dII （p2 ）/β）保证了客户 I 愿意接受厂商 A 的忠诚折

扣，同时最大程度提高厂商 B 争夺客户 I 的“竞争壁垒”。 式（14）保证了厂商 A 锁定客户 I 不比同时

锁定客户 I、II 时的利润低，这里 p的含义类似式（5）。 式（15）保证了在市场分割情况下，厂商 A 没有

动机通过削价争夺客户 II。 如果 β≥x/2，那么在市场分割情况下，厂商 B 会定价为 x/2，厂商 A 以略

低于 x/2 的价格即可抢占所有客户；类似地，如果 β＜x/2，那么在市场分割情况下，厂商 B 会定最高

价 x-β。 式（16）的含义类似式（10），保证了厂商 A 在均衡的利润不低于其仅满足剩余需求时的利

润。 给定引理 2 与引理 3：

命题 6：对厂商 A 而言，实施排挤竞争对手策略的必要条件是 k/x≤ 2姨 ，而实施市场分割策略

的必要条件是 k/x≥1。 ①

命题 6 的经济含义是，需求量差异较小时，厂商 A 才有可能实施排挤竞争对手策略；而当需求

量差异较大时，厂商 A 将实施市场分割策略。具体而言，两个客户的差别较小时，厂商对两类客户的

最优定价差别也较小；而当需求量差异大于一定程度时，厂商对两类客户的最优定价差别较大，排

挤竞争对手策略的实现要求厂商 A 定价足够小。 此时，对厂商 A 而言，与其以低价排挤竞争，不如

仅仅锁定客户 I 并对其收取高价。
需要注意的是，探讨命题 6 的目的是阐述厂商 A 实施两类反竞争策略的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

而两类必要条件存在重合部分 k/x∈[1， 2姨 ] 。 本节进一步通过命题 7 考察，当需求数量异质性条

件满足时，产能差异程度需要满足何种条件以使得排挤竞争均衡与市场分割均衡存在：

命题 7：需求数量异质性条件下，有如下结论：①当 k≤ 2姨 x 时，存在临界值 β1，使得排挤竞争

均衡在 β≤β1时均存在； ②当 k≥ 2姨 x 时， 存在临界值 β2， 使得市场分割均衡在 β≤β2时均存在；

③如果任何排挤竞争对手策略和市场分割策略不能实现纯策略均衡，那么在该市场环境下，不存在

纯策略均衡解。 ②

命题 6 指出，排挤竞争对手策略仅在消费者需求差异足够小时存在，而市场分割策略仅在消费

者需求差异足够大时存在。 命题 7 则进一步指出，在需求差异满足一定前提时，无论排挤竞争均衡

还是市场分割均衡，只要厂商 B 的产能足够小便一定存在。这是因为，当厂商 B 的产能足够大时，如

果厂商 A 尝试排挤竞争，那么就会发现自己必须定价极低以挤出厂商 B，此时自身利润低于仅满足

剩余需求时的利润；如果厂商 A 尝试维持市场分割，那么它会发现仍然定价过低，导致利润甚至低

于直接削价将厂商 B 挤出市场时的利润。 因此厂商 A 会偏离原均衡。
本文在命题 6 中指出， 市场均衡存在的必要条件是 k≥x。 这意味着市场分割均衡可能在区间

[1， 2姨 ]中存在，但这一点在命题 7 中没有涉及。 为了说明均衡存在性与市场环境之间的关系，特

别是市场分割均衡在区间[1， 2姨 ]中的存在性，本文通过数值计算得出图 2 来做进一步说明。 图 2
中，纵轴 β/x 刻画了产能约束程度，β/x 越大，厂商 B 的产能可以覆盖越大份额的需求，它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表示“市场可竞争部分”的大小。 当 β/x=1 时，厂商 B 有能力满足客户 II 的全部需求；当

① 相关解释与证明过程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② 相关解释与证明过程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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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x

C. 不存在纯策略均衡

A. 排挤竞争均衡存在

B. 市场分割均衡存在

k
x1 2姨

图 2 均衡的存在性

β/x=（2x+k）/x 时， 厂商 B 有能力同时满足客户 I、
II 的全部需求。 横轴 k/x 则刻画了消费者差异程

度，k/x 越大，消费者的需求量差异越大。 当 k/x=0
时，客户 I、II 的需求量相同，此时不存在需求数

量异质性；当 k/x＞0 时，客户 I 的需求量总是大于

客户 II 的。 可以验证，图中的每个点都唯一对应

于一个市场环境（x，k，β）。
对应命题 7 中①部分，图 2 左下方的部分（区

域 A）为排挤竞争均衡存在的区域。图 2 虚线右方

（区域 B）则对应市场分割均衡存在的区域，它包

含 命 题 中②部 分 对 应 的 区 域 以 及 在 区 间 [1，

2姨 ]，排挤竞争均衡存在的区域。可以看到，在区

间[1， 2姨 ]，排挤竞争均衡存在的区域在此区间

内市场分割均衡虽然存在，但是其在图 2 的存在区域的形状较为不规则，在下部出现了“内凹”的情

况。 这是因为，当厂商 B 产能小于 x/2 时，在市场分割条件下，由于产能限制无法实现（仅供应客户

II 时的）最大可能利润 x2/4，厂商 B 将定其所能定的最高价格 x-β。此时，由于厂商 B 的定价更高，厂

商 A 直接削价获得的利润也更高。在 k≤ 2姨 x 的情况下，存在“内凹”部分使厂商 A 削价争夺客户

利润高于其在市场分割条件下可获得的最高利润，此时，市场分割均衡不存在。 因此，为了实现市场

分割，厂商 B 的产能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图 2 区域 C 则对应命题 7 中③部分，该市场环境下不

存在纯策略均衡，其经济含义是，忠诚折扣与产能优势的结合并不必然导致竞争排挤或市场分割，
仅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两者的结合才可能带来反竞争效果。

五、 福利分析

在反垄断领域， 法院与执法机构一般认为反垄断规制的理论基础在于厂商行为将对消费者福

利或社会总福利造成危害，因此，本节对忠诚折扣对消费者与社会福利的影响进行探讨。
直觉上， 福利分析要求对比厂商 A 使用和不使用忠诚折扣两种情形下均衡时的消费者福利和

生产者利润。 但是，根据本文之前的分析，当不存在忠诚折扣时，仅存在混合策略均衡，Levitan and
Shubik（1972）发现类似的混合策略难以计算①并且缺乏经济含义。 为了克服此问题，本文对模型稍

加调整，将本文模型动态展开，通过允许厂商先后交替定价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来刻画不存在忠诚折

扣的福利水平②，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异质性情形分别进行福利分析。 为了避免复杂的公式堆砌，本

文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展示结论。
1. 产品异质性

在产品异质性条件下，仅存在排挤均衡。 图 3 与图 4 分别展示了厂商 A 在产品更差（a=-0.25
和-0.5）和更好（a=0.25 和 0.5）时，忠诚折扣对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福利的影响③。 图中横轴皆为产

① 即使在不存在本文讨论的异质性条件下，非对称产能的伯川德—埃奇沃思竞争均衡就已经较为复杂，其均

衡的价格策略需要用非连续的密度函数表示。

② 具体调整方法与相关解释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③ 为了展示方便，本文在模拟中都不失一般地令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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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β，图 3 纵轴为消费者剩余，图 4 纵轴则为社会总福利（消费者剩余+厂商利润和）。 每个图中的两

组虚线均为无忠诚折扣时的福利水平，与之分别相连的两组实线均为相同产品差异下，厂商 A 通过

忠诚折扣实现排挤均衡时的福利水平。需要指出的是，图 3 也说明了，即使厂商 A 的产品质量较差，
其仍可能通过使用忠诚折扣锁定消费者、排挤竞争。

可以看出，忠诚折扣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损害了消费者和社会总福利。 此时，忠诚折扣与产能约

束的结合扭曲了价格信号，迫使竞争对手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参与竞争，消费者亦因此承受更高的产

品价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产品异质性较小且厂商 B 产能上限较大时，即便忠诚折扣将竞争对

手排挤出市场，它依然有可能提升消费者福利。 其原因在于，当产品异质性较小而对手厂商产能较

大时，厂商 A 排挤对手的难度越大，越需要通过降低折扣价格来实现排挤竞争对手策略。 厂商 A 在

排挤对手的同时也降低了市场价格、增加了总供给，当后者的效应大于前者时，便可能出现福利增

加的结果。 换句话说，本文表明，当产品异质性较大或小厂商产能上限较低时，忠诚折扣的使用很可

能损害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福利。
2. 需求数量异质性

在需求数量异质性的条件下，忠诚折扣的使用可能导致两种均衡结果：排挤均衡和市场分割均

衡。与上文类似，图 5、图 6 中横轴为产能 β，纵轴为消费者剩余或社会总福利。图 5 左半部分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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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较小（k=0.4 和 k=0.8）的情形，两组实线为不同消费者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厂

商 A 通过忠诚折扣实现排挤竞争均衡时的消费者剩余。 图 5 右半部分则展示了消费者需求数量异

质性较大（k=4 和 k=8）的情形，两组实线为不同消费者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厂商 A 通过忠诚折扣实

现市场分割均衡时的消费者剩余。 图 6 为与图 5 相对应的社会总福利分析。
从图 5、图 6 左半部分可以看到，类似存在产品异质性的情形，当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较小

且厂商 B 的产能上限较小时， 厂商 A 通过忠诚折扣实现排挤竞争均衡将损害消费者和社会总福

利，而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较小而厂商 B 的产能上限较大时，厂商 A 通过忠诚折扣实现排挤竞

争均衡将使厂商 A 的定价较低，进而使得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上升。可能出现福利增加的原因

是对于大厂商而言，需求数量异质性小、对手产能大时会增加锁定成本，进而导致定价较低。
从图 5、图 6 右半部分可以看到，当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较大且厂商的产能上限较小时，厂

商 A 通过忠诚折扣实现市场分割均衡将损害消费者，而当厂商 B 的产能上限较大时，消费者福利

同样可能出现“反转”，其原因同样在于，此时厂商 A 需要以很低的折扣价实现市场分割。
综上所述，忠诚折扣的福利影响是不确定的，既可能损害消费者剩余，又可能提高消费者剩余；

既可能损害社会总福利，又可能提高社会总福利。 但整体而言，提高福利所要求的竞争环境较为苛

刻。 无论在产品异质性还是在数量异质性条件下，忠诚折扣提升福利的情形都伴随着一个非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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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结果———小厂商闲置大量产能。 在排挤均衡下，福利的提升要求小厂商产能足够大，但是均衡

时其产量为 0。 同样地，在市场分割均衡下，福利的提升也要求小厂商产能足够大，但小厂商最多只

生产 x/2 单位产品。 这均意味着小厂商需要维持大量冗余产能。 显然，如果小厂商是理性的，这种现

象不会发生———理性的小厂商总有激励避免过剩产能以消减成本。 因此，从现实性角度考虑，这里

可以认为忠诚折扣往往是损害消费者福利或社会总福利的。 特别地，如果这里引入一个符合实际的

假设，要求小厂商的过剩产能足够小，那么便可以基本排除忠诚折扣提升福利的“异常”情况。

六、 总结与政策建议

1. 总结

本文通过刻画一个包含两个厂商与两个消费者的模型，证明在小厂商存在产能约束条件下，大

厂商可以通过忠诚折扣使小厂商对 “临界价格”而非直接价格做出反应，并据此将其产能优势转换

为竞争壁垒。 具体而言，本文指出：①当产品异质性较小时，优势厂商可能通过包含较高“标签价”与

折扣门槛的忠诚折扣实施排挤竞争对手策略，以迫使小厂商需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争夺客户。 在相

应的“排挤竞争均衡”下，大厂商锁定全部客户并获得正利润，小厂商则被挤出市场。 特别地，当产能

差异较大时，即便消费者更偏好小厂商的产品，排挤竞争均衡依然存在。 ②当消费者存在较小的需

求数量异质性时， 优势厂商亦可能实施类似的排挤竞争对手策略并实现把小厂商挤出市场的排挤

竞争均衡。 ③当消费者存在较大的需求数量异质性时，大厂商可能更愿意通过忠诚折扣实施市场分

割策略，即一方面通过设置较高的标签价与折扣门槛提高小厂商争夺大客户的难度，另一方面又以

高于小客户窒息价格的折扣价把小客户“让”给竞争对手，以诱使竞争对手高价供货给小客户，并放

弃争夺大客户。 本文证明存在“市场分割均衡”：两个厂商默契地分别仅供货给一个客户。 就福利影

响而言，本文表明忠诚折扣对消费者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忠诚折扣可能危害消费者福

利和社会总福利，也可能提高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但提高福利要求的竞争环境较为苛刻，仅

当厂商 B 主动闲置大量产能时，厂商 A 的忠诚折扣策略才可能提高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
值得一提的是，在需求数量异质性模型中令 k=0，即可得：在消费者与产品皆同质条件下，只要

小厂商产能约束较大，大厂商就可以通过忠诚折扣构建竞争壁垒，并将小厂商赶出市场。 而本文之

所以强调并区分产品异质性与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两类情形，主要原因在于：①消费者与产品皆

同质的情形非常罕见，现实案例更多地体现出产品异质性与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的特征；②在反

垄断领域，不同类型的反竞争行为与不同程度的反竞争效果对应不同的规制与处罚，而本文试图分

别基于产品与消费者异质性，厘清忠诚折扣可能带来的不同反竞争行为及其反竞争效果，赋予模型

更明确的现实意义。
2. 政策建议

本文表明一定条件下，忠诚折扣确实可能危害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福利，这为法院与反垄断执

法机构规制忠诚折扣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本文可进一步看到：
（1）将忠诚折扣简单“类比”为掠夺性定价的方式值得商榷。 本文表明，忠诚折扣与掠夺性定价

的区别在于：①掠夺性定价是通过第一期负的价格排挤竞争对手，并通过第二期获得的垄断利润弥

补第一期损失的竞争策略，而忠诚折扣仅需通过定价低于临界即可排挤竞争对手，当产能差异较大

时，大厂商甚至可以同时排挤竞争对手并获得垄断利润；②掠夺性定价的反竞争效果仅在于排挤竞

争对手，而忠诚折扣可能带来的反竞争问题包括排挤竞争对手与市场分割。 相应地，仅仅通过判断

是否构成掠夺性定价的“价格—成本测试”不足以证明忠诚折扣是否排挤竞争，也无法证明忠诚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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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造成市场分割。
（2）将忠诚折扣简单“类比”为独家交易的方式值得商榷。 本文表明，忠诚折扣的反竞争机制与

效果都与独家交易协议存在不同：①在独家交易协议相关文献中，垄断厂商通过签署独家交易协议

确保消费者仅与其进行交易，并以此阻碍竞争对手进入或提高竞争对手的进入成本，而忠诚折扣反

竞争机制的核心则在于临界价格的大小；②独家交易协议是否排挤竞争依赖规模经济、优先谈判等

先发优势（Whinston，2006），而忠诚折扣是否排挤竞争对手依赖小厂商产能约束的大小；③独家交易

协议的主要问题在于竞争排挤，而忠诚折扣可能带来的反竞争问题还包括市场分割。 相应地，如果

把忠诚折扣简单类比为独家交易协议，许多适用独家交易协议的反垄断审查流程对忠诚折扣是无意

义的，法院与执法机构也很可能无法识别出分割市场的忠诚折扣。
（3）在实践中，法院与执法机构应该首先考虑相关市场的市场环境，在此基础上，考察忠诚折扣

对竞争的实质影响，并以此判断忠诚折扣是否违反反垄断法。 本文将结合利乐案对此进行进一步阐述。
本文认为，在忠诚折扣反垄断案件中应首先明确相关市场的市场环境，原因在于：如前文所述，

市场可竞争部分的大小①、产品或消费者异质性的大小都对厂商是否使用忠诚折扣、厂商使用忠诚

折扣的动机、忠诚折扣是否可能危害市场竞争，是否危害消费者福利或社会总福利造成很大影响。
其中，市场可竞争部分的大小决定厂商是否可能使用忠诚折扣实施反竞争策略，以及反竞争策略潜

在的福利影响。 正如上述第三、第四与第五部分的分析所述，若市场可竞争部分相比消费者需求较

大，大厂商将很难通过忠诚折扣实施反竞争策略，即便大厂商成功实现其反竞争策略，消费者福利

或社会总福利亦可能因此上升，此时，忠诚折扣的反垄断风险较小。 而若市场可竞争部分相比消费

者需求较小，具有产能优势的大厂商很可能通过忠诚折扣实施反竞争策略，并危害消费者福利以及

社会总福利，相应地，法院与执法机构有理由对忠诚折扣持竞争关切。 不同类型的异质性则决定了

厂商使用何种竞争策略。 上文表明，在产品异质性为主的市场中，忠诚折扣可能被用于竞争排挤，而

在消费者需求数量异质性为主的市场中，忠诚折扣既可能被用于竞争排挤，又可能被用于市场分割。
在给定较小可竞争部分与异质性判断基础上， 需进一步考察忠诚折扣导致的临界价格对市场

竞争的实质影响。 给定产品差异或较小的需求数量异质性，若忠诚折扣迫使“同等效率的”竞争对手

需要以很低的价格参与竞争， 而其市场份额又较低， 那么忠诚折扣很可能具有排挤竞争对手的效

果。 而若需求数量异质性较大，而大小厂商分别仅供货给不同的客户，其价格水平，利润水平类似，
消费者被迫承受较高的价格，则忠诚折扣很可能实现了市场分割。

在利乐案中，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并没有将忠诚折扣简单类比为掠夺性定价与独家交易协

议②，而是认为忠诚折扣的反竞争机制主要在于支配地位企业利用不可竞争部分需求限制和影响可

竞争部分需求③。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指出，只要竞争对手无法满足客户的全部需要，就必须要在

利乐折扣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让利；而若竞争对手希望争夺利乐某客户的一定销量，就需要对该销

量给出比利乐公司年度销量折扣明显更高的折扣。 忠诚折扣导致的竞争后果是在市场需求快速增

长的背景下，2009—2013 年中国大陆市场众多中小包材厂商经营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无

① 在本文中即小厂商的产能。

② 一个主要证据是，工商总局认为利乐的忠诚折扣构成《反垄断法》 第十七条第（七） 项“国务院反垄断执法

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而不是认定忠诚折扣为“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

产品”，或“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的滥

用行为，这事实上暗示了工商总局将忠诚折扣区别于掠夺性定价与独家交易协议。

③ 参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竞争执法公告 2016 年 10 号利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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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yalty Discounts， Product and Consumer Heterogeneity and
Barriers to Compete

ZHONG Zhou1， WANG Qi-zh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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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yalty discount is one of the most contentious antitrust issues in recent years. Some fortune 500
companies have received huge antitrust penalties for their use of loyalty discounts， while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on why and to what extent loyalty could discounts harm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field of antitrust. Most
of literatures on loyalty discounts rely heavily on particular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nd therefore can not provide
concret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ntitrust cas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existing antitrust cas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discuss the competition related issues of loyalty discounts， the model allows the
“small firm” to have capacity constraints and allows for both product heterogeneity and consumer heterogeneity. It
points out that under product heterogeneity， the “big firm” may squeeze out its competitor with loyal discounts，
while under consumer heterogeneity， the “big firm” may either squeeze out competitors or forcibly divide the
market with loyalty discounts.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welfare impact of loyalty discount is ambiguous
theoretically， however， it may definitely induce negative impacts on both consumer and social welfare under
reasonable assumption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within this study， the common view point of analogizing loyalty
discounts to predatory pricing or exclusive dealing agreement in modern antitrust is debatable.

Key Words： loyalty discounts； antitrust； anticompetitive foreclosure； market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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