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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责任竞合问题研究
杜称华
（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惩罚性赔偿是一种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形式。 它本来源于英美法系，1993
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引入这一赔偿制度，并在《合同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 》等法律
中得到进一步的确定。可以说，我国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已经形成一个条文集团 。 这些众多的
法律条文在适用上会遭遇到责任竞合问题 ，即几部法律同时适用于同一个行为的情形 。然而，一个行为
不可能被多次追诉，否则会有违禁止多重追诉的法治原则 。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惩罚性赔偿在适用上
可能出现的责任竞合情形包括两大类 ： 一是在私法内部的责任竞合问题 ； 二是惩罚性赔偿与公法上的惩
处相竞合的问题。针对不同性质的竞合问题，应当采用不同的竞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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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惩罚性赔偿条文集团引发的责任竞合问题
惩罚性赔偿（ punitive damages） ，又称示范性赔偿（ exemplary damages） 或报复性赔偿（ vindictive damages） ，是一种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形式 。 它本来源于英美法系，1993 年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引入这一赔偿制度，并在《合同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 》等法律中得到进一步的确
定。归纳我国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 ，大体上包括（ 如下表所示） ：
可以说，我国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已经形成一个条文集团 。 这些众多的法律条文在适用上
会遭遇到责任竞合问题。惩罚性赔偿来源于英美法系，在本质上属于公法责任，在形式上属于私法责
任，属于兼有公、私法责任双重属性，是一种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混合物 ，但以公法责任属性为主的特殊
［1］
法律责任形式 。正是因为这种混合物的特性，使得我国在引入惩罚性赔偿后发生一些责任竞合问
题。所谓法律责任的竞合，是指由于某种法律事实的出现，导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法律责任产生，而这
些责任之间相互冲突的现象。惩罚性赔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
任法》中均有规定，这就会发生几部法律同时适用于同一个行为的情形。 例如，消费者购买食品，由于
食品的卫生状况较差，食后中毒。这样购买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 ，也因健康损害而存在侵权关
系，同时购买者又是消费者，且因食品这一特定物而引起中毒事件，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
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均可以适用于这一事件。然而，一个行为不可能被多次追诉，否则会
有违禁止多重追诉的法治原则。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惩罚性赔偿在适用上可能出现的责任竞合情形
包括两大类： 一是在私法内部的责任竞合问题 （ 简称内部竞合 ） ，即同时符合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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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二是惩罚性赔偿与公法上的惩处相竞合的问题 （ 简称外部竞合） 。以下分述之。
法律名称

颁布时间

条文内容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993 年

第 49 条

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
务的费用的一倍。

合同法

1999 年

第 113 条第 2 款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
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

第8 条

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 1） 商品房买
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 （ 2 ） 商
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
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
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

第9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
品房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案 件 适

2003 年

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 1） 故意隐瞒
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明； （ 2） 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 （ 3） 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①

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
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 3% ，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
利息的，应予支持。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房屋实际面积大于合同
第 14 条
第2 项

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 3% 以内（ 含 3% ） 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按
照约定的价格补足，面积误差比超出 3% 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
所有权归买受人； 房屋实 际 面 积小于 合 同 约 定面积 的，面积误差比在
3% 以内（ 含 3% ） 部分的房价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面积误差
比超过 3% 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

食品安全法

2009 年

第 96 条

侵权责任法

2009 年

第 47 条

生产或故意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的赔偿金。
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二、惩罚性赔偿在私法内部的竞合问题
惩罚性赔偿在私法内部的责任竞合问题主要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 。有学者举出这样
一个例子： 消费者以 5 元买得一瓶汽水，生产者欺诈消费者喝完该汽水能消除胃痛 ，消费者信赖而饮用，
因为汽水成分不纯导致消费者胃部酌伤 。 他认为，依《合同法 》第 113 条第 2 款规定，消费者只能请求
产品双倍价格 10 元的损害赔偿，以此而得出结论： 我国《合同法 》已作出双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 可在
［2］
实际，有时双倍赔偿已行之有效，有时却起不到一点效果，这种惩罚效果就令人怀疑 。
其实关于这个例子就涉及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 。 消费者购买的汽水本身有缺陷，出售

者就应承担违约责任，同时消费者又因为这一缺陷而身体健康受损 ，出售者还应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
该论者认为受损害的消费者只能追究对方违约责任 ，这是不正确的。然而，出售人毕竟只实施了一个民
事行为，却让其承担两种民事责任，显然过当。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只能择一而用。关于如何进行竞
合②，相关理论大致分为三类： 法条竞合说、请求权竞合说与请求权规范竞合说 。
①

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不是正式的法律，但是在实效上与法律等同，因此，笔者在统计时，也将司法解释计入其

②

本文所说的责任竞合是从加害人承担责任的角度而言的，而从受害人角度而言，涉及其行使何种请求权的问题，因此，责任竞

中。
合也可以从请求权竞合得到说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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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条竞合说。该说认为，对于同一事实均具有数个规范的要件，这些规范之间具有位阶关系，
或为特别关系，或为补充关系，或为吸收关系，而仅能适用其中之一种规范。 这一概念被运用到了民法
学上，认为债务不履行是侵权行为的特别形态 。因此，同一事实具备侵权行为及债务不履行时，依特别
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只能适用债务不履行的规定，因而仅发生合同上的请求权，无主张侵权行为请
［3］
求权的余地 。
（ 2） 请求权竞合说。该说认为，一个具体事实，具备侵权行为与债务不履行的要件时，应就各个规

范加以判断，所产生的两个请求权独立并存。请求权竞合说中又有两种理论，一为请求权自由竞合说，
［4］
一为请求权相互影响说，它们的内容有相当的差异 。 请求权自由竞合论认为，在因为同一个事实关
系而发生复数的请求权，并且这些请求权的给付目的为同一时，各个请求权可以同时并存。 在成立要
件、举证责任、赔偿范围、时效以及抵消等方面，各个请求权相互独立。 对这些竞合的请求权，当事人可
以选择其中一个请求权进行主张 ，也可以就所有请求权同时主张，还可以就不同的请求权先后主张 。权
利人还可以将其中一个请求权让与他人 ，自己保留其他的请求权，或者将请求权让与不同的他人。也就
是说，权利人可以自由处分各个竞合的请求权 。当其中一个请求权应遇到目的之外的障碍无法行使时 ，
其他的请求权可以继续行使； 当一个请求权因为罹于时效而消灭时 ，其他未过时效的请求权继续存在。
当事人行使其中一个请求权未获满足 ，可以继续行使其他的请求权。但是，如果其中一个请求权获得满
足，其他的请求权即随之消灭。所谓相互影响说，是主张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当事人只可主张一个请
求权，不得重复或同时主张复数的请求权 。但是，为克服不同请求权在管辖法院、诉讼时效、证明负担、
证明标准、赔偿范围等方面的差异给原告带来的不便和不公 ，允许不同的请求权之间可以相互影响 。在
主张契约上的请求权时，可以适用侵权法上的有关规定； 在主张侵权法上的请求权时，也可以适用契约
法上的有关规定。以损害赔偿的范围为例，在伤害身体健康的情形，权利人在侵权法上享有的广泛的赔
［5］
偿范围，在主张基于契约的请求权时，可以同样适用 。
（ 3） 请求权竞合规范说。该说强调一个具体生活事实符合债务不履行及侵权行为两个要件时，并

非产生两个独立的请求权，论其本质，只产生一个请求权，但有两个法律基础，一为合同关系，一为侵权
［6］
关系，其内容应结合两个基础规范加以决定 ，债权人得主张对其有利的部分 。
大体上说，大陆法系的早先司法实践采法条竞合说 。但这一理论来源于刑法，并不适合于民法，因
为刑事法律规范主要在于控制国家行为 ，而民事法律规范主要在赋予权利主体选择自由 。因此，在当代
［7］
司法实践大多采用请求权竞合说 。我国《合同法 》也采纳了这一学说。 依据《合同法 》第 122 条的规
定：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

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该条规定既没有采纳“法条竞合说 ”，也没有采纳“请
求权规范竞合说”，而是采纳了“请求权竞合说”的观点，即同一法律事实合于违约赔偿责任与侵权赔偿
责任的构成要件，在相同的当事人之间产生同一目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权或两种性质的赔偿责
任，其中一个请求权的行使或责任的承担 ，使得另一个请求权或责任因目的的实现而消灭的制度 。在此
等情形下，依《合同法》第 122 条确立的制度，权利人只能选择违约赔偿请求权或侵权赔偿请求权中的
一项请求权行使。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双重性，既符合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也符
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合同法》第 122 条允许受害人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 ，选
［8］
择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 ，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自愿 。 更进一步说，由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一） 》第 30 条的规定，我国明确采纳了
“请求权自由竞合说”，认为竞合之数请求权之间绝对对立，不能相互作用，并没有采纳“请求权相互影
［9］

响”的学说

。这一“二者择其一”的竞合选择理论对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10］。

就前文所举的例子而言，购买并使用的消费者，因经营者的欺诈造成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时，就会
发生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此时，消费者要求惩罚性赔偿的基础关系为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 ，至于
［11］
到底适用何种基础关系，应由受害消费者根据自愿原则选择 。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择其一 ”的竞合选择理论并不能充分救济损害方的损失。 他认为，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受害人会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方式提起诉讼 ，因而确实能够使其损失得到充分的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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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制度也有缺陷，即只允许受害人就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择一提出请求 ，而不能就两种责任同时
提出请求。这在例外的情况下不能完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例如，甲交付电视机有严重的瑕疵，乙购买
以后在使用中发生爆炸，造成乙身体受伤，花费医疗费一万元，电视机本身的价值是一万元。 如果乙基
于侵权提出请求，只能就医疗费一万元以及精神损害要求赔偿 ，但不能对电视机本身的损失要求赔偿，
因为此种损失属于履行利益的损失 ，只能根据合同责任要求赔偿。如果乙基于合同责任要求甲赔偿损
失，只能就电视机的损失主张赔偿，而原则上不能就其身体受到伤害以及精神损害问题要求赔偿 ，因为
此种损失属于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 ，应当由侵权法提供补救。在这个例子里，受害人只能选择违约责任
或者侵权责任中的一种，其结果是无论如何所遭受的损失均不能全部获偿 。如果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例如乙根据合同责任要求加害人甲赔偿电视机双倍的价款 ，则受
害人遭受的两万元的实际损失得到了实际赔偿 。因此，该学者认为，虽说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不在于
［12］

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为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补偿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有不妥当之处 ：

。

（ 1） 如果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择一竞合普遍存在不能充分救济的问题 ，那么作为特殊赔偿方式
的惩罚性赔偿岂不是要成为普遍性规定 ，才能弥补择一竞合的不足。
（ 2） 在上面所举的例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正好是一比一的比例 ，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正
好规定的是两倍赔偿，那么如果不是一比一，而是一比二或更多，那岂不是还是不能弥补？ 如本文第一
节所列举，我国惩罚性赔偿大多采用倍数赔偿的方式 ，而社会生活中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并不是呈现
为倍数关系，那么试图通过惩罚性赔偿来弥补择一竞合的不足的愿望就会落空 。
（ 3） 惩罚性赔偿是补偿责任之外，另行加处的赔偿，只能在少数情形下适用 ①，而对受害人的全面救
济还是应当通过常规的补偿方式来进行 。因此，笔者认为，该学者所举例子中的救济不足是补偿计算方
式的问题，而不是责任竞合理论的不足。在该例中，侵权责任的计算当然应该将财产损害，即电视机受
损，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三、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公法责任的竞合问题
同一种行为可能同时构成刑事（ 行政） 违法和民事违法，因而对于同一种违法行为分别要承担刑事
（ 行政） 责任和民事责任。例如，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情
节较轻，不构成犯罪，但属于违反行政处罚法的行政违法行为 ，则须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同时，该犯罪行
为或违反行政处罚法的行为也属于民事侵权行为 ，应当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 在传统的法律责任承
担理论上，公法责任（ 刑事和行政责任） 与私法责任 （ 民事责任 ） 并不冲突，公法责任是对犯罪或违法行
为人的惩罚和制裁，私法责任是对受害人所受损害的补救 ，因而二者同时适用，分别实现的是法律责任
的不同目的和不同功能。因此，通常来讲，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可以同时并行不悖，不发生竞合问题。
然而，将惩罚性赔偿责任纳入民法之后 ，使其成为私法责任的组成部分，这样私法责任也具有了惩罚性。
在此情况下，对于同一种行为是不是仍然同时适用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 ？ 还是竞合适用？
例如，《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第 5 条规定： “对本办法第三条、第四条所列欺诈消费者行为，法
律、行政法规对处罚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处罚。”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0 条规
定的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方式 ，如责令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吊销
营业执照等。纵观整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条文，并没有明确规定，已经给予了惩罚性赔偿的，可以
减轻或免除行政责任，也没有规定给予了行政处罚的，可以减轻或免除惩罚性赔偿。 显然，在适用惩罚
性赔偿时，责任承担者可能面临双重惩罚的危险 。
［13］

对于上述情形，一般来讲，解决的办法有以下几种
①

：

至于到底哪些少数情形可以规定惩罚性赔偿是一个立法政策的判断问题，本文不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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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同时适用，即按照通常的适用方式，公法责任与惩罚性赔偿责任各自追究 ，平行存在。 然而，同
时适用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会导致对行为人不合理的惩罚即双重惩罚 。例如，对于犯罪或违法行为人
已根据刑法或行政处罚法处以罚金或罚款 ，这是来自公法或来自于国家的惩罚 ，如果同时再由受害人主
张惩罚性赔偿，则行为人还须承担来自私人的惩罚 ，即第二次惩罚。对于同一行为，不得为两次惩罚，这
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也为各国学说、立法和实践所公认，因此，同时适用显然是不合理的。
（ 2） 择一适用。如果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不能同时适用，在此情况下加害人应承担公法责任还是
私法责任？ 换言之，公法责任优先还是私法责任优先？ 显然无论是谁优先都有不合理之处。 如果完全
由国家独享惩罚权，惩罚性赔偿显然将失去意义，也没有必要将其纳入私法中。 如果排除国家的惩罚
权，显然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惩罚性赔偿只是对公法的补充 ，而不是替代。
（ 3） 互为补充。当同一种行为同时涉及公法责任和私法上惩罚性责任时，应当既允许受害人追究
私法上的惩罚责任，也允许国家追究公法上的责任，但是，如果行为人已经先承担了一种责任 ，则在承担
另一种责任时，须要考虑先前已经承担的惩罚责任 。如果先前已经承担的责任已足以实现对违法的制
裁，则后一种责任即不再追究。如果先前已承担的责任尚不足以实现对于行为人的制裁 ，后一种责任在
追究时一般应考虑行为人先前已受到的惩罚 ，仅在惩罚不足的范围内追究行为人的责任，起补充作用。
这一方法实际上有些类似于请求权竞合理论 ，即两种追诉方式都可行，只是在处以惩罚时进行竞合处
理。
以上第三种办法较为合理，既能兼顾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的适用 ，又不至于对违法行为人施以过度
的惩罚。在被告因其行为受刑事法律上的制裁后 ，如未于刑事法上明文规定其应同时对被害人负惩罚
性损害赔偿者，即如同刑事法之“并科”罚金外，基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即不应再课与被告惩罚性损害
赔偿。如前所述，惩罚性赔偿损害金判决的目的不是仅仅为填补被害人的损害 ，而是出于公益考虑，因
［14］

而对于同一行为既以刑事处罚为制裁 ，又再以民事赔偿作为惩罚，从比例原则观之，显属过当 。 即便
在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美国，虽然法律上并无明确的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基本是采取第三种解决办
［15］

法，可资借鉴

。

然而即便采纳“互为补充”论，仍然有公法责任与惩罚性赔偿同时存在的可能性 。 公法责任与私法
责任的追究分别遵循两条不同的诉讼途径 ，刑事责任要走刑事诉讼，而惩罚性赔偿走的是民事诉讼，由
于两大诉讼在我国是各自独立进行 （ 除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 ，关于管辖的规定也不一样，因而可能同
一被告由于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法院或同一法院不同的审判庭被起诉 。这种同时被起诉的情形该如何处
［16］
理？ 遵循私法自治的原则，受害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主张对不法者的惩罚 ，而刑事追诉，检察机关不
得主动放弃。由于这种请求权与追诉权的区别 ，加上我国刑罚权专属于国家，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以形

式追诉优先，而民事赔偿可以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途径进行 ，惩罚性赔偿的部分与刑事惩罚部分要竞合
处理，才能不至于对被告处罚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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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ability Concurrence in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Du Chenghua
（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Punitive damage is a kind of compensation which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real damage and it comes
from the common law． In 1993，such a compensation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Law of the PRC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which is also further applied in the Contract Law，Food Safety
Law and Tort Liability Law in China． In fact，China’s provisions on punitive damages can form a system of legal rules，which leads to the problem of liability concurrence of the same act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rules
from different laws． However，an act cannot be punished in law for several times，which obviously works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on against repeated prosecution in the rule of law． In light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the potential liability concurre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falls into two categories： liability concurrence with private laws and concurrence between punitive damages and punishment in public law． Different principles of concurrence shall be applied for the concurrence problems with difference natures．
Key words： punitive damages； liability concurrence； internal concurrence； external concurrence； fre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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