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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食品安全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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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要： 针对食品安全案件中食品生产者、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
九条规定为合同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为侵权责任，《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根据具体
摘

情况既可附加于合同责任又可附加于侵权责任中。三法所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在构成要件、赔偿范围
方面各有不同。在构成竞合的情况下，在合同责任内部，《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应为特别法;
在侵权责任内部，应当允许受害人根据个案选择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或《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
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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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化剂饮料、瘦肉精火腿肠、皮鞋胶囊……食品安全事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食品安全案件中，
消费者往往只能获得赔礼道歉、全额退款或一般的损害赔偿。面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单个消费者 ，低廉的
违法成本使企业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责任感已然让位于经济利益的优势 。 因此，食品安全案件中的惩罚
性赔偿责任已成为法律为消费者合法权益设置的最后屏障 。 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与《食品安全
法》出台以来，学界关于其中惩罚性赔偿规范构成要件不明确、赔偿标准过低、过于固化的诟病一直不
断，对该两法以及《侵权责任法》有关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关系也莫衷一是。 解释这些条文，厘清条
文间的适用关系，实现法律内部自治的同时达到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目的 ，是本文试图解决
的主要问题。
一、现行立法之检讨
惩罚性损害赔偿（ punitive damages） ，也称示范性的赔偿 （ exemplary damages） 或报复性的赔偿 （ vindictive damages） ，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 ①。 在大陆法系，无论是侵
［1］

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都是奉行单纯的补偿性民事法律责任制度 。 然而在生产、销售食品
而致消费者遭受损害的案件中，从惩罚、遏制严重违法行为，补偿受害人损失，激励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
等角度出发，赞同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观点已成为主流 ，并为立法所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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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地区在食品安全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始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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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也规定： “经
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与之相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侵权性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 该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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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
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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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致人损害的案件中，受害者可以依据《食品安全法 》第九
十六条要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 在适用中，该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
九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在适用范围上存在重叠 ，但各自适用
要件不相同，“十倍”、“一倍”与“相应的 ”惩罚性赔偿在赔偿范围上也相去甚远。 在法律适用中，准确
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帮助消费者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权益 ，需要对该条做出解释，以明确该
条与以上各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关系 。
二、民法规定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适用
对于生产、销售食品而造成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除《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
《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规定外，受害人可依据《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在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解释适用中 ，有学者认为，该款规定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
［2］
规定 。但运用文意解释的方法，该条所指“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应不限于侵权责任，还包括违约责任
及缔约过失责任。其原因在于，结合《食品安全法》其他条文，“违反本法规定”涉及多个责任主体，不仅
包括食品生产者，还包括与消费者订立合同的食品销售者以及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 、柜台出租者和展
销会举办者、虚假广告代言者、食品检验机构等； 违法行为也不仅限于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还包括不召回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食品广告内容虚假等。“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 ”不
应限于固有利益损害，例如经营者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还侵害消费者依据合同本应获得的
履行利益； 食品检验机构违反本法规定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使食品生产者、销售者对消费者负担赔偿责
任，对生产者、销售者而言，此种损失为纯粹经济损失，亦不属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 另一方面，
根据立法者的解释，“对于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的，除了适用本条的规定外，还要
［3］
依据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承担民事责任 ” ，由此可见，立法者也未将该条
所指赔偿责任限于侵权责任。

从法律效果来看，该款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然而，该条并未明确责任构成要件，为一
不完全法条。不完全法条虽然仍具备法律效力 ，但规范要素不完整，只能被用为进一步说明、限制或引
用另外一个法条或章节的依据。这种法条与其他法条联合，以组成命令或授权规定，才能发挥规范功
［4］
能 。就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而言，该款使用了“违反本法规定 ”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的语句，表明该
款为一引用性法条，需要结合《食品安全法 》的其他条文及其他法律明确其规范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
果。因此，适用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应当依据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引用《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
责任。
关于能否依据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所指“违法”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
关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立法者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有学者从法条的内在逻辑体系出发，认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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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 ，而第一款仅规定了填平性、补偿性的损害赔偿责
任。在消费者追究食品生产经营者民事责任时 ，人民法院应当坚持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填平性赔偿责任
［5］

并行不悖的原则

。笔者认为，根据上文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解释 ，该款所指“违法 ”可以指违反《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及《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不能排除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可能性 。
三、食品安全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构成
( 一) 合同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构成
针对食品经营者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
十九条规定了经营者应承担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 。学者大多认为，此种惩罚性赔偿责任为合同责任 。
究其理由，在于该项惩罚性损害赔偿发生的场合乃是消费者与经营者间的消费问题的纠纷 ，因合同关系
所生

［6］

； 又因该条规定的产品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所着眼的是欺诈的恶意［7］，无须具备损害事实要

［8］

； 此外，《合同法》也已明确将此种责任归于合同责任制度中［9］。在此基础上，更有学者认为惩罚性

件

赔偿责任以合同的有效存在为适用前提 ，是违约的补救措施，合同若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当事人即
［10］
丧失双倍赔偿的依据 。但也有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与
合同命运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合同因消费者请求而被撤销，则该消费者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可
［11］
得发生缔约上过失责任。在缔约过失或违约责任中，都可以并用惩罚性赔偿 。 笔者认为，不仅在违
约责任中，消费者在缔约过失责任中也同样可以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请求 。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第九条也明确规定，
在出卖人欺诈买受人，导致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解除的情况下，买受人仍得请求惩罚性损害赔偿 ，此种规
定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在缔约过失责任上附加惩罚性赔偿亦已为民事审判实务所接受 。
在法律适用中，依据该二条追究食品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需要满足的要件有： 第一，请求权主
体为消费者，对象为与消费者订立合同的食品经营者 。消费者是指不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购买 、使用商品
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鉴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服务时不以生产、销售为目的，经营者以食品销售者、餐饮
服务提供者为主。第二，主观方面，食品经营者有欺诈消费者的故意。 构成欺诈，要求经营者有欺诈的
故意，实施了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 ，并因此而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进而做出错误
［12］
的意思表示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食品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在符合以上要件的情况
下，消费者得依《合同法》第四十三条、五十四条，撤销合同，要求经营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或者依《合
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要求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在以上两种情形下，消费者均得依《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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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以上两款外，《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其中，食品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亦存在合同关系 ，存在适用合同责任的可能性。然而关于该款惩罚性赔
［13］
偿责任的性质，有观点认为，为侵权责任 ，其理由有多点： 第一，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是对食品生产经营
者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依体系解释原则，该条第二款应当是对第一款的补充规定，也是侵权责任方面
［14］

的规定

； 第二，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无合同关系 ，消费者要求生产者承担违约性惩罚性赔偿责任没有

请求权基础； 第三，违约性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为行为责任 ，不以实际损害为要件，对生产者克以行为责任
与缺陷产品召回规定会产生冲突 ； 第四，在未造成固有利益损害的情况下要求生产者、经营者承担惩罚
［15］

性赔偿责任违背法律责任认定的公正原则

。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适用该款，食品消费者既可基于侵

权责任法理追究食品生产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也可基于违约责任法理追究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
［16］
消费者可以对此做出选择 。
应当看到，相较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有其特殊性： 在功能上，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以制裁、遏制
为其目的； 在构成要件方面，惩罚性赔偿的成立也要求在一般责任成立要件基础上具备特殊的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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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惩罚性赔偿责任仍然具有附随性 ，具体表现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法律关
［17］
系之上，或是基于合同关系或是基于侵权关系 ，因此，惩罚性赔偿责任究竟为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也
应依所依附的补偿性赔偿责任的性质而定 。在法条的内部逻辑结构上，第九十六条第二款针对生产、销
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一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是对该条第一款所做的补充规定。 该款所规
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取决于依据第一款提出的补偿性赔偿责任的性质 。
依对第一款的解释，第一款所指赔偿责任可以为侵权责任 ，也可以为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那么
第二款所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也不限于侵权性质 ，还可能为合同责任。在与其他法律条文的关系上，要
求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并不会与《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法》规定的产品召回制度产
生冲突。
因此，消费者请求销售者承担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亦可以依据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附加惩罚性
赔偿责任，该项责任的成立需具备以下要件 ： 第一，主体方面，责任主体为食品销售者，请求权主体为与
销售者订立合同的消费者； 第二，主观方面，销售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具有欺诈消费者的故
意； 第三，客观方面，生产者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
企业标准，具体包括《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规定的食品、食品相关产品中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
定，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等八项内容。该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为消费者购买食品所支付
价款的十倍。
( 二) 侵权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构成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适用于缺陷产品致害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根据《产品质量法 》第二条，产
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应当经过“加工、制作”，未经加工制作的初级产品，生
产者难以对其质量加以控制，但该类产品亦有相关的质量标准 ，由于行为人的过错致使初级产品具有致
人损害的缺陷，例如明知会造成农药残留超标，仍然对苹果的果实喷洒农药，将苹果出售后，造成他人食
物中毒，农户仍要依据《侵权责任法 》承担侵权责任，但不能适用该法第五章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 此
外，产品需用于销售。非用于销售的制造物，如自己制作、自己使用或馈赠他人的物品，不能对其制作者
适用产品责任。在《食品安全法》中，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
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 食品不仅包括经过加工制作的能够直接
食用的各种食物，还包括未经加工制作的原料，囊括了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中的食品 。按照传统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如山楂，既是食品，又因其具有药用价值而可以作为中药，也属于食品范畴。
《食品安全法》调整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如食品包装材料、食品经营工具的生产、经营活动。
因此，受该法调整的食品同样是用于销售的食品。 此类食品经过加工、制作即构成《侵权责任法 》第四
十七条所指产品。因此，生产者、销售者明知食品类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 、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健康
严重损害的，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
在补偿性赔偿的基础上，适用《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七条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还需附加以下要件： 第
一，主体方面，责任主体不限于与消费者直接订立合同的食品类产品的销售者 ，还包括生产者，但不包括
运输者、仓储者等其他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未对请求权主体作出限定，即请求权主体并不限于消
费者，还包括其他因缺陷产品而遭受严重健康损害的自然人以及已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第二，主观方
面，食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故意 ，即明知其生产、销售的食品类产品存在缺陷，但
仍然生产、销售。第三，客观方面，食品类产品存在缺陷并造成受害人死亡或严重健康损害。《侵权责
［18］
任法》以生产、销售的产品有无缺陷作为客观行为要件，与我国《产品质量法 》的规定保持了一致 ，
“缺陷”是指产品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质量标准，即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

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 同时，除已对
瑕疵作出说明外，产品应当具备应有的使用性能； 此外，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 ，
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损害后果上，该条要求损害后果具有严重性，即造
成受害人死亡或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食品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符合以上要件 ，受害人得依《侵权责任法 》
第四十七条，要求食品类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 此处所称“相应 ”，应指被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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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要求的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应当与侵权人的恶意相当 ，应当与侵权人造成的损害后果相当 ，与对侵
［19］
权人的威慑相当，具体赔偿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个案判定 。
除此之外，依据对《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的解释，在侵权责任之上附加惩罚性赔偿，亦可
以该款作为请求权基础。依据该款，在成立侵权责任的基础上，惩罚性赔偿因责任主体是生产者或销售
者的不同其构成要件又有区别，主要体现在主观方面，销售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必须存在故意，即明
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而生产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为严格责任 ，不以故意为构成要件。关于生产者的
主观状态，《食品安全法》草案曾规定： “生产或者销售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以要
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由此，追究生产者的责任，仍需生产者“明知 ”。 在对该
条的审议意见中，有些常委委员提出，生产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不存在是否是明知
的问题，建议修改①。在该条的修改中，生产者的主观方面要件被删除。 主体方面，该条请求权主体仍
然限定为消费者，主要为自然人，但不以自然人为限； 客观方面，生产或销售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 》第二十条，具体包括食品、食品
相关产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
规定；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求； 对
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 与食品安全有关的
质量要求； 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 其他需要制定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等八项内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公布 ，没有国家标准的适用地方标准，没有地方标准的适用企业标准。
四、食品安全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确定
( 一) 合同责任内部的竞合
在法律后果上，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九条追究食品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消费者
可请求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为购买食品价款的一倍 ； 但依《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该数额为消
费者购买食品价款的十倍，法律效果存在冲突。
在法律适用中，同一法律事实符合数个法条的构成要件 ，数个法条的构成要件间有包容、重合或交
集情形的，构成法条竞合。在出现法条竞合的情况下，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法律效力不同的，数个法条在
适用中不能并存，只能选择其一适用。在选择优先适用的法条时，同位阶的法律之间应当遵循上位法优
［20］
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 。 反观以上竞合的法律，二者属同一法律位
阶，《食品安全法》虽颁布较晚，但该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引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无法依据
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判定《食品安全法》应当优先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在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判
断上，特殊规范的适用范围完全包含于一般规范的适用范围内 ，则二者具备逻辑上的特殊性关系，换言
［21］
之，特殊规范的构成要件除包含所有一般规范的要素外 ，至少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 。 从构成要件来
看，主体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所适用的责任主体为经营者，《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
第二款所适用的责任主体为食品销售者 ，前者范围能够涵盖后者，后者更具备特殊性； 客观方面，第四十
九条未对行为类型作出限制，而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将违约行为限于销售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一项 ，
亦能为前者所包容。除此之外，两款在构成要件上重合。 因此，在逻辑上，《食品安全法 》更具特别性。
此外，从规范的目的来看，《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第二款专门就食品销售者欺诈消费者的行为作出
特别规定，并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意在加重食品销售者的责任，是对一般性的欺诈消费者行为的
补充性规定，相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在内容上也具有特殊性质。 因此，应当认定，运用该二条追究
食品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应为特别法，优先于《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四十九条适用。消费者在合同责任中请求销售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 ，应当根据该款，请求销
①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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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者支付购买食品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
( 二) 侵权责任内部的竞合
食品类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追究生产者与销售者的侵权责任，可以依《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六
条第一款，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也可以直接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在法律效果上，适用前者，消费者可以获得“相应的 ”惩罚性赔偿，而适用后者，该赔偿数额为消费者购
买食品价款的十倍，法律效果亦有不同。
从构成要件来看，《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与《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七条之间存在交集，构
成要件部分重叠。两个规范的构成要件部分重叠，一些事件属于其中一个法条下，一些事件则属于其他
另一个法条下，然而有些事件同时属于两个法条之下 ，此时产生两个请求权并存的情形，学者称之为请
［22］
求权竞合 。此种情况下，两种请求权能否同时发生或者其中之一排除他者适用取决于各该规范的意
义、目的及背后的价值判断，即法律是否基于特殊理由意欲对特定事件做终局性的规定 ，从而使一请求
权取得优先于另一请求权的地位 。比较第九十六条与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在具备以下法律事实的情况
下，受害人仅可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提出请求： 第一，受害人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购买、使
用食品的自然人，即不属于“消费者”的范畴； 第二，造成损害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但具有《产品质
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缺陷。而在存在以下法律事实的情况下，不满足《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七
条的构成要件，受害人仅能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提出请求： 第一，造成损害的食品是未
经加工、制作而供人食用或饮用的原料，即不符合“产品”的要求； 第二，追究生产者的责任，生产者对食
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存在故意或受害人难以证明该项故意存在 ； 第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
该食品以外的财产损害或造成人身损害但未达到“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 ”的程度。 在出现以上法律事
实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所适用之特定法条就该法律事实取得特别法的地位 ，应当优先适用。 排除以上
情形，《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与《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七条的构成要件重叠，从规范的目的来
看，无法得出其中之一请求权排除另一请求权适用。 从赔偿数额的计算来看，“价款十倍 ”以食品价格
为基点，“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包含了侵权人恶意、损害程度等因素的综合考虑，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出
发，应当允许两种请求权竞合，由受害人根据个案选择更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效果 。
( 三) 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销售者故意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消费者得依据《合同法 》请求其承
担违约责任，造成消费者死亡或严重健康损害的 ，销售者的行为同时满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此时合
同责任与侵权责任构成竞合。针对此种竞合情况，《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继承了源自德国的选择性
竞合的法律技术，即允许消费者做出选择，请求销售者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 。
在此基础上，消费者能否同时请求合同性与侵权性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包含
了对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对一个行为适用两种类型的惩罚性赔偿不符合一事不二罚的法律适用原则 。
从另一角度来看，既然惩罚性赔偿是依附于补偿性赔偿的责任类型 ，那么在消费者选择确定补偿性损害
赔偿请求权的类型后，应根据该选择，确定适用合同或者侵权性质的惩罚性赔偿。 具体而言，消费者选
择违约责任的，可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请求销售者支付价款或服务费用十倍的惩罚性
赔偿金，此种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依附于合同上的请求权 ，亦为合同责任。 消费者选择侵权责任的，
可以进一步依据侵权性惩罚性赔偿责任内部竞合的选择方法 ，在《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七条与《食品安
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当中做出选择，依据前者要求销售者承担与其损害等各方面情况相应的惩罚
性赔偿责任或依据后者要求消费者支付价款或服务费用十倍的惩罚性赔偿 。
［23］
在方法论上，人们把由个别要素组成的，无抵触的，有序的关联体称为“系统” 。在调整食品安全
责任的各项规范中，允许竞合及选择请求权使惩罚性赔偿的各项规范成为一个体系化的能够有效规范
社会生活的系统。这一做法也有效回应了学者对于《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惩罚性赔偿标
准过低以及《侵权责任法》惩罚性赔偿要件过于严苛的诟病。 造成消费者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案件
中，消费者可以选择适用《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九条，请求支付以所受损害为计算基点同时考虑主观恶
性等因素的惩罚性赔偿，其效果与学者所推崇的灵活、有力的美国式惩罚性赔偿无异。 在此类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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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食品经营者并无故意或消费者难以证明该故意存在 ，或固有利益损害尚未达到严重程度 ，消费者仍
可以退而选择合同责任或者侵权责任，都得以适用《食品安全法 》的十倍赔偿。 如此，三法在对于食品
安全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的调整上 ，形成了轻重有序、内部和谐的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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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afety and Punitive Damages
Yao Hui1

Liu Yanyang2

（ 1，
2．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 About the nature of punitive damage undertaken by food producers and food sellers，Article 49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holds it as the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Article 47 in the Tort Law holds it as
the liability for tort，while Article 96 of the Food Safety Law determines it as both，depending o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The punitive damages in these three articles differ in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and compensation
scope． When concurrence happens，Article 96 of the Food Safety Law is a special law for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but for liability for tort，plaintiffs can choose Article 96 of the Food Safety Law or Article 49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in specific cases．
Key words： punitive damages； food safety； con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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