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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虚假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
张保红
（ 韶关学院 法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要： 广告发布者是广告产品的最后把关者和监管者 。现有《广告法 》有关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
的规定不完善，使得该条款形同虚设。应当改向发布商倾斜理念为向消费者倾斜的理念 。为此，法律应
摘

当以信赖财产侵犯说为基础，规定广告发布者实质审查义务和过错举证责任 ； 应当引进惩罚性赔偿，并
建立律师费用请求权和发布者专门赔偿基金救济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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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水、空气和广告的地球上 ① ，如何净化广告就像净化水和空气，对我们过上美好的
生活同样重要。虚假广告泛滥表面上是商业诚信缺失所致 ，然其根源则是制度缺陷。从实证分析看，广
告发布者既是广告产业的主角，又是广告产品的最后把关者和监管者 。因此，治理虚假广告的重点应当
是规制广告发布者。目前，《广告法》的修订被列入十二五立法规划。 制度的改变当然需要扎实的理论
准备。然而截至目前，与虚假广告到处充斥状况极不相称的是 ，国内对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的研究极
少 ② 。有鉴于此，深入研究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十分有必要 。
一、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 一） 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
《广告法》第 38 条规定了虚假广告发布者的侵权责任。 该条规定：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
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广告法 》第 27 条仅规定了广
告发布者的形式审查义务。 因此，“明知或者应知 ”是以广告发布者是否履行形式审查义务为判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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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奥格威（ David Ogilvy） 语。转引自张世鹏： 《论虚假广告侵权责任立法国际趋势及对我国的借鉴》，载《安徽大学学报》

2013 年第 2 期。
②

目前尚未有独立研究虚假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的文献。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虚假广告的归责原则。相关文献主要有： 赵俊：

《虚假广告应二元归责》，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 王敏、俞薇： 《广告侵权赔偿案件的有关法律问题探讨》，载
《法学评论》1998 年第 2 期； 李铁： 《构建合理的广告侵权责任制度》，载《河北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等。造成此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
立法重视不够。无论是《广告法》之前的《民法通则》，还是之后 2009 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都没有规定广告欺诈侵权责任。立法者
似乎仅把广告欺诈侵权看作是一般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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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上述两条规定构建了我国虚假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的基本框架 。
然而，实践中认定虚假广告发布者侵权成立要以广告主的广告欺诈侵权成立为前提 。为此，受害者
不但要证明广告内容虚假，还要证明自己是信赖了广告内容而购买商品或服务 ； 广告欺诈侵权成立后，
还要证明发布者存在过错。但广告发布者是否存在过错，受害人很难知道。 这些举证义务对于地位悬
殊的非专业的普通消费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许多人所受损害一般较小，起诉
［1］
加害者，往往赢了官司而输了金钱 。诉讼效益与支出不成比例。上述原因使得追究广告发布者责任
的法律规范落空。
显然，这种现状需要改变，否则，治理虚假广告将成为空谈。目前制度的革新，需要先了解制度的形
成原因。
（ 二） 问题的成因
目前问题的症结是，理论上一般认为广告主才是承担虚假广告责任的主体 。至于广告发布者，只不
过是被牵连到欺诈广告责任中去的 。 从《广告法 》第 38 条的行文来看，也认为广告主是唯一的责任主
体，广告发布者只是承担连带责任而已 。由于是连带责任，在承担完责任后，广告发布者甚至还可以向
广告主追讨。
之所以如此 ，一是认为广告主是虚假广告的始作俑者 ，广告发布者只是提供了一个传播工具 。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 早期的广告制作和发布往往都是广告主一人完成 ，并无严格的专业制作者
和专业发布者的分工 ，自然不可能由专业制作者和发布者来承担责任 。 二是认为广告发布者与消费
者并无直接关系 ，不像广告主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 ，也并不是广告发布者对消费者实施欺
诈 。 三是认为追究广告发布者责任不利于保护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 。 众所周知 ，保护行为自由是侵
权法的基本理念 。
［2］
实质上，所谓的保护行为自由等理由不过是为鼓励冒险以发展经济的法学思潮寻找借口而已 。
这种思潮表现在侵权法上，便是通过偏向加害人以达到所谓的发展经济的目的 。德国学者曾经承认，为
［3］
了给经济发展提供所谓的动力，侵权法具有保护潜在加害人的倾向 。其理由是经济发展需要部分人
的冒险。如果冒险带来的损害完全由冒险者承担 ，那么将抑制这些冒险活动。过错责任、举证责任分配

给受害人等实质上是给冒险者控制自己的责任提供了工具 。受害者遭受了损失，如不能举证，即不能得
到赔偿。由此，加害者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并不是所有损害都能保留证据，且有些不能保留证据，
未必是受害者的原因。
我国法律所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即是上述理念的反映 。笔者认为，随着分工不断深化和传媒业的快
速发展，在竞争的压力下，一些媒体深度参与了广告欺诈。此时，追究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乃是补偿受
害人损失和遏制广告欺诈的关键措施 。此外，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
考虑，有必要改过去偏向加害人的思维为偏向受害人的思维 ，并在此基础上重构虚假广告发布者侵权责
任的法理基础。
二、重构虚假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现有的广告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不足以应对目前虚假广告泛滥的严峻形势 。因此，重构
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势在必行 。
（ 一） 独立追究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
1． 传统路径之探讨
依侵权法传统理论，广告发布者侵权属于纯经济损害。纯经济损害原则上不予赔偿。 如果要予以
赔偿，除了过错之外，还必须有其他正当原因。依照侵权法的传统分析路径，追究广告发布者的侵权责
任，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
第一，控制风险之人，应当是责任之人。广告发布者是广告的最后把关者和监管者 。广告发布与纯
粹作为工具的通讯是不同的。通讯的信息是巨量的，且基于隐私保护的需要，通讯提供商没有权利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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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通讯信息。但广告时段和版面总是有限的，发布者有能力、有条件对广告是否存在欺诈进行审查。
事实上，发布者比起他人更有条件阻止虚假广告涌入社会 。
加大对广告发布者的责任符合经济效率原则 。遏制广告欺诈，广告发布者最有能力。 如果发布者
认真审查广告内容，对广告欺诈将是釜底抽薪。但是，广告发布者往往存在竞争压力，更容易屈服于支
付广告费的广告主，如果没有损害赔偿责任的威慑，他们很难有动力负起监管虚假广告的职责 。从法经
济学的观点看，给广告发布者适当地增加注意义务 ，督促广告发布者监管广告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这种增加 的 注 意 义 务 对 于 发 布 者 的 利 益 损 伤 不 大 ，但 相 比 让 消 费 者 提 高 注 意 义 务，要 经 济
得多①。
第二，利益之人，应当是责任人。所谓“利之所在，损之所归。”广告发布者通过广告赚取了更多的
利润，理应当承担广告欺诈的责任。
［4］
应当说，长期来看，虚假广告对发布者整个群体也是有害的 。 多数发布者也希望有适当的责任
追究机制将行业内的害群之马开除 ，否则将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最终将扼杀整个行业。 但是，上

述追究虚假广告发布者责任的理由并不充分 。 不能仅仅因为我能控制风险，便让我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样也不能因为我营利便赋予我责任 。责任的赋予，必须是该损失可以归因于我。易言之，该损失的造
成是因为我的原因。所有责任的正当基础实质都是因果关系 。控制风险和获取利益并不是造成损害发
生的原因。因此，必须寻找更为准确的理由。
2．“信赖财产侵犯说”
笔者认为，广告发布者侵犯了消费者的“信赖财产 ”。 目前，广告收费不斐，并且，这些广告费最终
由产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广告费本身即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同时，产品价值的创造实际上广告发
布者也参与其中。在现代世界，一个产品的价格往往是和它的知名度成正比的 ，而产品的知名度往往是
由广告效应决定。或者说，发布者相当于与广告主共同缔造了产品 ： 广告主提供的是产品的硬件，而发
布者提供的是软件，即声誉。因此，出售的产品也可以视作是发布者出售的产品。 因此，广告发布行为
相当于广告发布者向消费者出售某种信赖 ，消费者因此对向广告发布者出售的信赖享有信赖财产。 如
果这种信赖最终变成了欺诈，那么相当于发布者直接欺诈了消费者 ，因此应当承担责任②。
信赖财产与一般的信赖不同。简单地说，信赖财产支付对价，一般的信赖则没有。 例如，媒体进行
虚假新闻报道滥用了受众的信赖 ，通常不需要向受众赔偿。 因为受众并没有为此支付对价③。 更重要
的是，广告之外的新闻传播肩负着言论自由 、传播信息的使命，因此，基于利益衡量，不能赋予消费者以
信赖财产。可见，广告发布完全是一种经营行为，与一般的新闻传播完全不同。发布者承担责任是有充
［5］
足依据的。因此，那种把追究发布者责任上升到侵犯言论自由的高度只能说是无稽之谈 。
发布者收取了对价，就应当对信赖财产的购买者负有义务 。 一个是担保义务。 广告费并不是可有

可无的通道费。广告费在产品成本构成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实际上即是荐证的成分在内 （ 与明星代言
类似） 。不同平台的收费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消费者对平台的信赖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信赖如果支付
了对价，那么收取对价的一方就要承担某种担保义务 。另一个是审查义务。 信赖财产要求义务人维护
这种信赖。这种维护即表现为对广告主广告产品的审查义务 。审查义务和担保义务是一体两面的，也
是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
从“信赖财产”角度思考广告发布者，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第一，基于合同相对性，广告发布者本不
应当向第三人承担责任。“信赖财产说 ”则可以解释虚假广告发布者应当承担独立的责任。 第二，“信
赖财产说”也使得增加广告发布者实质审查义务成为当然。 第三，“信赖财产说 ”使得因果关系证明也
如果一方承担注意义务比另一方更为经济，那就应由其承担。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 《法律的经
① 根据法经济学的观点，
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版，第 105 页以下。
②

在涉及广告各个当事人中，消费者信赖更多的是诸如具有信誉的电视台、报纸等广告发布者而不是广告主。例如，我国经常会

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因为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广告而变得名声大噪。显然，大家更相信的是中央电视台而不是那个企业。
③

现代传媒基本上是免费的。报纸收取的微薄的费用远不能应付支出。同时，如果认为报纸不是免费的，报业对读者负有侵权法

上的损害赔偿义务，那么相对于电视和网络，对报纸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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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简单。这些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 二） 惩罚性赔偿的法理基础
虚假广告播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侵权成本太低 。普通消费者很少因为一个金额不是特别
巨大的损害而起诉强大的广告发布者 。由于违法利益高于违法成本，客观上就鼓励了违法行为。
为此，有必要引入惩罚性赔偿（ punitive damages） 制度。目前，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仅规定于《侵权
责任法》第 47 条，仅适用产品责任，且适用范围被严格限定于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 ”。 笔
者认为，导致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异常谨慎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 第一，认为惩罚不符合矫正正义，违
反补偿原则。大陆侵权法一般认为侵权法的主要功能是补偿 ，至于教育、惩戒等功能则是由补偿原则衍
［6］

生而来，不能违反补偿原则

。第二，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将会打破公、私法界限，将本属于公法领域
［7］

的惩罚功能和手段不恰当地适用到私法领域
［8］

的性质

。因此，长期以来惩罚性赔偿被冠之“私罚”和“准犯罪 ”

。即使一些英美法学者也认为，惩罚性赔偿是离经叛道的，是“歪理邪说，犹如一个丑陋的肿

［9］
瘤正侵蚀着美丽的法律躯体” 。
但是，英美法最终还是普遍接受了惩罚性赔偿制度。Mitchell Polinsky 和 Steven Shavell 认为，损害
赔偿仅仅与损害相当，不能促使致害人采取预防措施预防损害 。为达到损害与赔偿在总体上相当，此时
［10］

应当提高致害人的损害赔偿金

。Keithn． Hylton 认为，惩罚性赔偿将促使行为人考量成本效益 ，以利

［11］
。
益而不是强制的手段来阻遏加害行为 ，是最优化的遏制方式（ optional deterrence）
然而，这样依然不能减轻大陆法学者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将使整个私法体系遭受破坏的担忧 。 笔者

认为，惩罚性赔偿并不违反补偿原则①。第一，损害赔偿一般是不足的。 近现代的法律价值倾向也是限
［12］
制责任以保护加害人 。受害人如若得到损害赔偿，往往要承担包括过错、因果关系、损害大小等在内
的一系列的证明义务。加害人的错误行为要由受害人去举证 ，这意味着某种不公正。正因如此，美国一
［13］
些法院经常根据潜在的损害的大小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水平 。可见，惩罚性赔偿“名为惩罚，
［14］

实为补偿”。第二，惩罚性赔偿制度有私人协助执法的功能

。即使在美国，政府监管部门也只能把有

［15］

限资源投入到一些有影响的案件中去 。为此，不得不考虑由私人协助政府执法 。 但是执法都是需要
成本的。执法成本包括诉讼费、律师费、车旅费、误工费等 （ 在我国，律师费并不算做损失，不能由败诉
方承担） 。私人没有执法义务，它理应为自己所付出的劳务获取一定的报酬。 这些报酬理应由加害人
支付②。补偿不足和协助执法可以充分说明惩罚性赔偿并不违反补偿原则 。
三、虚假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的制度重构
解决了广告发布者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 ，那么就可以着手重构广告发布者的侵权责任。 重构广告
发布者侵权责任，重点在于清除制约治理虚假广告的诸多因素 。
（ 一） 变形式审查为实质审查
如前所述，《广告法》第 27 条仅仅规定了广告发布者的形式审查义务。 有学者据此认为，“广告发
布者对广告内容的核实，主要是通过对照有关证明文件，审核广告内容是否与有关证明文件的内容相一
致而进行的。对于有关证明文件内容的虚假或错误 ，导致广告虚假的，”不能认定为广告发布者违反审
［16］

查义务

。

笔者认为，应当改形式审查为实质审查。第一，形式审查不适应我国信用体系崩溃的现实 。形式审
查仅审查证明文件与广告是否符合 ，但是，我国目前鉴证体系已经基本无信用可言。 大量的鉴定、证明
等并不能反映产品的真实质量。第二，消费者支付高昂的广告费，发布者有义务承担更高的审查义务。
收费高低与义务是正比的。既然发布者收取了如此高昂的费用，理应帮消费者挑选出质优价廉的产品
①
②

详细论述参见张保红： 《论惩罚性赔偿制度与我国侵权法的融合》，载《法律科学》2015 年第 2 期。
这种学说可以有效的解释王海“知假买假”的法律适用问题。王海为著名的职业打假人，其“知假买假”的打假方式引起广泛争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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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第三，加大审查义务可能对小的广告发布者不利 。因为他们的能力可能存在问题。但是，我国对广
告发布者有资质要求，符合资质要求的，能力上应该不成问题。如果没有能力，可以委托专业调查公司
进行调查。当然，专业调查的最终的责任是由广告发布商承担的 。 还有一个担心是，可能会提高广告
费，从而增加消费者的负担。但是，实质审查并非需要太高的费用，与高昂的广告费相比，是微不足道
的。即使增加了产品价格，相比于消费者能得到真实品质的产品 ，消费者也是值得的。
实质审查实质是尽职调查（ Due Diligence Investigation） 。发布者除了进行形式审查之外，对于可疑
的文件、可疑的产品还要进行实质审查。发布者要调查提供证明的机构，并亲自就可疑的产品做检验。
还要对广告主做诚信调查，排除一些不诚实的广告主。对于一些广告费占据产品价格比重较大的 ，也应
当排除。这样或许会觉得对广告发布者过于严苛 ，但对于治理虚假广告却是有效的。笔者认为，实质审
查的目的是提高广告发布者的注意义务 。告诉发布者，面对诱惑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如果发布者谨
慎调查，绝大部分的欺诈行为将无所遁形 。同时，对于那些拿不准是否存在欺诈的，尽量别做。 这样或
许能阻止一些中小企业一夜成名 。依靠广告一夜成名对于踏踏实实做实业的成名企业也是一种不公
平。发布者尽到了尽职调查职责，便不会承担过重的责任。
（ 二） 变一般过错为专家过错
按照《广告法》第 38 条规定，广告发布者只有“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才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过错责任可以增加广告发布者在监管时的责任心 。 如果发布者承担无过错责任，那
么他就没有办法通过谨慎审查来控制自己的责任 。为了规避自己可能存在的风险，发布者可能会增加
广告费用，最终遭受损失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 。
笔者认为，广告发布者承担的过错责任，与普通的过错不同，而是类似于专家责任。具体地说，这里
所说的过错，是一种客观的过错，是对公认的广告发布者应当履行的操作规程的违反①。 质言之，这里
主要是对审查义务的违反。因此，它不是行为人内心的心理状态。行为人内心的心理状态也是无法查
知的。把过错及其判断标准客观化，有利于避免法官的主观判断。 为此，在判断过错时，应当摒弃所谓
的“合理人”的标准②。
发布者发布的广告中，如果明显违反法律或行业规则，那么就可以直接认定发布者有过错。 例如，
有的医疗广告，直接让患者现身说法，这违反了相关法律。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可以认定发布者有过
错。如果广告词过分夸大，给出一些不合理的承诺，也有理由认定发布者有过错。
过错的举证责任应当分配给广告发布者 。举证责任之所以由广告发布者承担，原因在于消费者不
可能掌握广告发布者与其他当事方之间的合作情况。“审查程序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幕后行为，且现
［17］

代商品或服务多具技术性和专业性 ，消费者要进行举证，其实多属不可能。” 因此，自然应当由发布者
进行举证。如前所述，受害人相比加害人，本身即处于不利的位置。
（ 三） 变信赖因果关系为买卖因果关系
传统理论认为消费者必须要证明自己是因为信赖了虚假广告然后才购买了产品的 。美国《侵权法
重述》（ 第二版） 第 525 节规定： “为诱使他人依据己方的表述采取行为或不行为，而对事实、意见、意愿
［18］

或法律做出不当表述的人，应对该他人因合理依赖该不当表述而遭受的金钱损失承担欺诈责任 。” 这
给消费者维权制造了几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 。目前，基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美国的一些州法院不
［19］

要求信赖要件，即使成文法明确规定要适用这一要件
［21］

而不是虚假广告法

。 在纽约州，当事人也可以依欺骗性行为法［20］
［22］

提起损害赔偿，这样就可以绕开前者要求证明信赖的壁垒

。 笔者认为，应当完

全摒弃因果关系中的信赖理论。理由是，产品价格里面包含了广告费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即相
当于购买了那个虚假广告。此时，如果存在广告欺诈，那么消费者自然受到了欺诈。 当存在广告欺诈
①

主张广告发布者承担严格责任并不好。严格责任，总体上说，更接近于无过错责任。如此，不能起到鼓励广告发布者对经营者

从严监管的作用。
“合理人”和“良家父”标准是客观标准，这是相对于行为人来说的。但是，由于“合理人”和“良家父”标准均取决于
② 一般认为，
法官的自由心证，实际上是另一种主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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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当于消费者支付了不必要的广告费 。此时，如果广告发布者没有尽到尽职调查义务，那么欺诈主
体不仅仅是广告主，而且也包括广告发布者。因为发布商出售了信赖，却没有好好的维护它。至于消费
者是否看了广告，是否对广告产生了信赖，已经无关紧要了。
（ 四） 变责任补偿为惩罚性赔偿
［23］

刊登欺诈广告是大众媒体的病态行止

。广告欺诈层出不穷，广告发布者难辞其咎。 巨大的利益

诱因只有让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方可遏制 。关于数额确定，第一，根据能够证明的损害赔偿额倍数确
定，
以十倍为限。我国《食品安全法》第 96 条已经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
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
十倍的赔偿金。”第二，惩罚性赔偿额不低于 3000 元。根据遏制违法行为的需要和受害者为诉讼活动的
付出，如果损害仅为很小的数额，例如低于 100 元，那么即使受害者十倍赔偿额也不会起到遏制违法行
为的作用。如果赔偿额较少，那么对于受害者来说也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建议此时应当规定固定的赔
偿额。数额可定为 3000 元。3000 元相当于我国人均月工资收入 ①。消费者为诉讼所付出的精力，应当
有 30 个工作日的时间。目前可定为 3000 元，以后可视经济发展水平适当提高。
（ 五） 增加原告律师胜诉律师费用请求权
要鼓励消费者与广告欺诈作斗争 ，就必须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武器，并让消费者在诉讼时无所顾忌。
其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突出律师在此类侵权诉讼中的作用 。在美国的广告欺诈诉讼中，大多数州都赋
［24］
予原告律师胜诉律师费用请求权 。 不但律师费可以得到支持，而且其他必要的费用也可以得到支
［25］

持。其中，单独支付律师费的比例达到损害赔偿费的 30% 以上
兴趣，客观上抑制了美国的虚假广告。

。 可观的律师费激起了律师极大的

笔者认为，确定律师费用请求权应当注意： 第一，应当确立受害者律师对广告主和广告发布商的律
师费用请求权。此请求权从属于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如果后者成立，那么该请求权也成立。这样
做就免除了受害者对于诉讼代理费的担忧 。第二，法院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费用可由律师垫付 ，诉讼完毕
后，根据法院判决或由侵权人承担或由律师自己承担 。律师费用独立请求权是假定律师是在履行协助
执法的功能。执法成本当然应当由违法者承担。此种做法极大地突破了现行的律师体制，但对于减轻
受害人的顾虑，维护其权利，打击广告欺诈，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四、立法建议
近期修改《侵权责任法》的可能性已不大。目前更为重要的是修改《广告法》的相关民事责任条款。
对于广告发布者侵权的法律规范 ，笔者的修改建议如下：
关于尽职调查义务。“广告发布者应当尽职调查广告内容是否真实 。广告发布者应当查验产品和
服务是否符合广告内容。必要时，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关于责任承担。“广告发布者对消费者负有担保广告内容真实的义务 。 广告发布者，没有尽到尽
职调查义务②，发布虚假广告的，应当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惩罚性赔偿数额以损害数额的 10 倍
为限，但最低不得低于 3000 元。造成精神损害的，应当赔偿精神损害。
“尽到尽职调查义务仍未发现广告内容虚假的 ，以广告费收入的 20% 为限承担责任③。

2011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2452 元，因此，月平均工资应当 3538 元。
①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参见李金磊： “23 省份 2011 年平均工资排行 北京最高甘肃垫底”，中国新闻网： http： / / finance． chinanews． com / cj /2012-07 － 06 /4012169．
shtml，访问日期： 2013 /8 /18。
②

这里未用“明知或应知”这样模糊的词语，一是反映了过错客观化的趋势，二是结合尽职调查义务的规定，使过错判断标准明确

化，使各方获得准确预期。
③

广告发布者发布广告，是向消费者推荐商品和服务。如果商品和服务有质量问题，当然应当承担一定的保证责任。这一点广告

发布者的担保责任与无过错的销售者所承担的担保责任的法理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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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款责任，广告发布者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①。 第二款责任可以向广告主全额追偿，第一
款责任按相应过错分担责任，不能确定过错比例的，平均分担责任。但广告发布者的责任以所收取的广
告费为限。”
关于律师费。“广告发布者对虚假广告发布负有责任 ，因而被要求损害赔偿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支
付原告律 师 代 理 费 用 和 其 他 必 要 的 费 用 。 代 理 费 应 当 相 当 于 赔 偿 原 告 数 额 的 20% ，但 不 得 低
于3000 元。”
上述立法建议体现了“向消费者倾斜保护”的立法理念。 具体地说： 第一，假定消费者是“弱而愚 ”
的，
降低对消费者的注意义务的要求 。应当注意，消费者不仅是广告主 （ 产品提供者 ） 的消费者，而且也
是发布者（ 传媒 ） 的消费者。 现代民法中的人的行为并不是平等无差别的人 ，而是不平等的具体的
［26］
人 。第二，假定发布者是“强而智 ”的，提高发布者的注意义务。 作为传媒的发布者，理应承担相应
［27］
的责任，甚至是社会责任。第三，充分发挥损害赔偿对抑制侵权行为的作用 。 对于发布者，不仅仅适
用补偿原则，还要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要注意的是，法律规制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广告欺诈行为。如果包括广告发布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 ，消费者和律师等能
够勇敢同广告欺诈做斗争，那么广告欺诈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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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Ｒeconstructing the Tort Liability of Fraudulent Advertisement Publisher
Zhang Baohong
（ Law School，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Guangdong 512005）
Abstract： The advertising publishers are the last gatekeepers and supervisors of advertising products． Ｒegulation relating to the advertising publishers’tort liability in the present Advertisement Law is imperfect，which
makes the law malfunction． The idea should be changed from tilting toward the advertising publishers to giving
bias to the consumers． So，the law should make the theory of infringing the trust property as the base and require the advertising publishers assume the duty of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ng the
fault． Punitive damages should be adopted and system of claiming for the lawyer’s fees and the remedy system
of publishers’special compensation fund should be developed．
Key words： fraudulence； trust； punitive damages； remed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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