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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第 41—43 条的立法问题
——立法错误导致“过错责任说”
汪吉友， 李晓琳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

摘 要
年《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立法错误，
年没有改正；
年制定《侵权责任法》时几乎是复制了《产品质量法》的相关条文，对其中的立法错误失察未
见。
《侵权责任法》第 — 条规定了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产品责任以及二者对被侵权人的
产品责任，分别称为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由于存在立法错误导致这两个方面的规定都有问题。
对第 条所规定的销售者的侵权责任（产品责任）存在争议，究其原因主要也是立法错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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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法学界对《侵权责任法》第
条（由《产品
条演变而来）所规定的销售者的侵
质量法》第
权责任（销售者的产品责任）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销售者应当承担过错责任，也有人认为应
当承担无过错责任；有人认为是销售者对被侵权人
（消费者）的责任，即外部责任；有人认为是销售
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责任，即最终责任。“过错责任
说” 、“外部责任说”有法条依据在手①，“无过错
责任说”、“最终责任”则是据理力争。“无过错责
任说” 、“ 最终责任”的理由，已有学者充分阐
述②，笔者甚是赞同，无须赘述；倒是“过错责任
说”、
“外部责任说”的法条依据很有必要加以专门
剖析。
为了便于研究，先将对《侵权责任法》第
— 条的分析结果以法条修改建议的方式给出，
然
后进行具体分析。
第四十一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生
产者、销售者都应当对被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一
方请求全部或部分赔偿，也可以同时或者先后向双
方请求全部或部分赔偿。
第四十二条 生产者造成产品缺陷，致人损害
的，生产者对受害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应当由生产者承担的侵权责任，销售者赔偿
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
第四十三条 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
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
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
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应当由销售者承担的侵权责任，生产者赔偿
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二、对连带责任的规定有失完整、准确
（一）对连带责任的规定应当是“由外到内”
关于连带之债，
《民法通则》第
条规定：
“债
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
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
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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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

规范或非规范性内容，或是把同一内容分散到几个

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
他应当承担的份额。
”连带之债分为连带债权和连

条文中加以规定，是立法者的大忌。
”
（二）连带责任内容应当完整、准确
《侵权责任法》第 条第 款对连带责任的规

带债务，后者即连带责任。连带责任包括外部关系

一个债务人，都有义务清偿全部债务，债权人有权
请求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一个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

定并不完整，没有全面、准确地规定生产者、销售
者对被侵权人的责任，没有包括其全部内涵。
对于《民法通则》第 条所规定的连带责任，
学者解释为：
“连带债务人都有义务向债权人清偿全

债权人的债务得到清偿后，外部关系归于消灭。内

部。换言之，债权人可向债务人之一人或数人或全

部关系即负有连带义务的各债务人相互之间的关
系，负有连带义务的各债务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清偿

部，请求全部或一部之给付，被请求之债务人不得
以超过自己应付份额为由，提出抗辩。
”
台湾学

了全部债务之后，外部关系归于消灭，内部关系产

者梅仲协对连带责任的解读更进了一步，
“在连带债

生，即债务人之间的按份责任。清偿了债务的债务
人，有权就超出自己债务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负有连

务，债权人得对于债务人中之一人，或数人，或其
全体，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一部之给付。
”
可以看出，连带责任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三个方
面。首先，对于请求对象，债权人可以选择一人、
数人，或全体债务人。其次，对于请求顺序，债权
人可以选择一人，或者同时选择数人或全部债务
人；也可以先选择一人或数人，然后再选择其他债
务人。最后，对于请求范围，债权人可以请求一人
偿还全部债务（清偿），也可以同时请求数人或全
体中的每人各自偿还全部，还可以请求一人、或者
数人或全体中的每人各自偿还部分债务。《民法通
则》第
条规定了连带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
债务的义务”，这是连带责任具有担保作用的体现，
立法确认这一责任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债权人合法
权益的实现。但是如果各债务人都没有清偿能力，
而只能部分偿还，要求部分或全体债务人都给予部
分偿还，最终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也是
一个理想的结果。
第 条第 款对生产者、销售者连带责任的
规定过于简单，语焉不详。
首先，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是否可以同时或者
先后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在“被侵权人可
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
者请求赔偿”中，
“可以
，也可以 ”是一种
常见的择一的立法模式，法律提供了两个方案，可
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是“或此或彼，但不能同时”④。
按照法条的规定，对于产品责任，受害人只能或者
是向生产者请求赔偿，或者是向销售者请求赔偿，
但是不能同时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也不能
先向生产者、销售者一方请求赔偿后，再向另一方
请求赔偿。

和内部关系两个方面。外部关系即负有连带义务的
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负有连带义务的每

带义务的债务人追偿。对于连带责任，先要解决外
部关系，了结连带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
关系；然后解决内部关系，了结连带债务人之间的
债权债务关系；法律条款的安排顺序应当体现这一
逻辑顺序。“立法技术也要求在设置篇章、编排条
款时按照内容的重要性安排先后顺序，即重要的内
容安排在前边，次要的内容安排在后边。
”
产品责任属于连带责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
生产者、销售者就产品缺陷对受害者（消费者）承
担的责任，是外部责任；二是生产者、销售者之间
的责任，即最终责任，是内部责任。从立法技术上
讲，本着“先外后内”的原则，在安排法条顺序
时，应当是先规定外部责任，解决生产者、销售者
与受害者之间的责任问题；然后规定内部责任，解
决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责任问题。但是，《侵权
责任法》不但先规定内部责任（第
条、第
③
条） ，后规定外部责任（第
条第 款），而且
在第
条中将外部责任与内部责任（第 款）混
在一起。逻辑顺序的混乱，也导致了对第
条的
歧见，应当对法条的顺序进行调整。
在修改建议中，调整了法条顺序，将生产者、
销售者对被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放在前面规定。修改
后的第
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的外部责任，第
条规定生产者的内部责任，第
条销售者的内
部责任。这样，内容集中，关系清楚。“每个条文
的内容，在法的整体中都应当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
性。一个条文只能规定一项内容，同一项内容只能
规定在同一个条文中，这是现代立法技术的一个基
本要求。在一个条文中规定几个具有不同内容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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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第

—

条的立法问题

条对连带责任的内

实施的行为直接结合，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侵权

容做出了原则规定，第 条第 款是针对产品责
任的具体规定。具体规定是将原则规定予以体现和

行为）、共同危险行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
有侵害他人权利危险的行为，并且已造成损害结

落实，应当较为详尽、具体和全面。“被侵权人有

果，但不能判明其中谁是加害人）等。产品缺陷致

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规定
比较原则，是有权“同时请求”，还是有权“先后

人损害属于客观关联的共同侵权行为。因产品缺陷
致人损害时，生产者、销售者并没有共同的加害故

请求”，抑或二者兼有，也就是对请求顺序的规定
不够明确，作为具体制度规定的第 条第 款就
应当加以明确规定。

意或者过失（不排除生产者、销售者一方的故意或
过失），但是缺陷产品是由生产者生产出来之后，经

其次，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请求部分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
条第 款“请求赔偿”，以及
条中的“承担责任”是“全部赔偿”、“全部
第

生的损害与生产者、销售者都有关系，是生产者的
生产行为与销售者的销售行为直接结合而发生这
一损害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缺陷致人损害就

责任”，还是“部分赔偿”、
“部分责任”，抑或二者
兼有，不够清楚。法律的功能之一是指引功能，法

构成了共同侵权行为（客观关联的共同侵权行为）。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因产品缺陷而产生的对

律条文应当提供的是清晰的、明确的指引，而不应
是含糊的、模棱两可的。
条中，有如下的修改：被
在修改建议的第
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一方请求
全部或部分赔偿，也可以同时或者先后向双方请求
全部或部分赔偿。对生产者、销售者连带责任内容
的规定就比较具体、完整、清楚。

被侵权人的产品责任，之所以生产者是无过错责
任，而销售者是过错责任，是因为销售者与生产者
在缺陷产品生产流通中的地位和责任形式不同。
“一般而言，生产者对产品的设计、制造处于积极
主导地位，承担着投入流通的产品因制造、设计、
警示上存在缺陷而引致的责任；相对而言，销售者
则处于较消极的地位，其承担的只是产品投入流通
领域时不存在缺陷而营销中存在的产品致损的责
任，主要是对其故意或过失引起的产品缺陷造成的
损害承担责任”。 的确，销售者与生产者在缺陷
产品生产流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生产者造成缺陷
的情形与销售者造成缺陷的情形也是有区别的，但
是这不能成为“生产者无过错责任、销售者过错责
任”的理由。对于消费者来讲，其所面对的是生产
者、消费者这样一个对立的整体，而且是强势的主
体，没有能力去判断缺陷是产生在哪一个环节，是
生产者造成的，还是销售者造成的。但是对于这些
问题的判断，生产者、销售者是比较容易作出的
（他们比消费者更为专业），而且法律还赋予了销售
者进货检查验收的权利和义务， 所以，不管销售
者是否有过错，都应当与生产者一同承担对消费者
的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条第 款没有规定产品缺
陷是因生产者、销售者的共同侵权行为所致，因此
后面的关于“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
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这一连带责
任的规定就失去了前提依据。正因为如此，学者就
将第
条，甚至将第 条理解为生产者、销售者
外部责任。

当然，
《侵权责任法》第

三、应当明确产品责任
所以为连带责任的依据
（一）共同侵权使产品责任成为连带责任
生产者、销售者对被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原
因在于缺陷产品造成的损害是由生产者和销售者
对被侵权人的共同侵权行为导致的，生产者、销售
者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受害者承担责任。《民法通
则》第
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条也作了相同的规定。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事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 条进一步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
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
失，但其侵权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
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
条规定承
担连带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就是指加害人为二人
或二人以上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加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包括意思联
络的共同侵权行为（数人基于主观上的关连共同而
侵害他人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客观关联的共同
侵权行为（数人既没有共同故意又没有共同过失，

由销售者传递到消费者手中的，因此对消费者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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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销售者对受害人也应当是无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由于是共同侵权行为所致，所以，因产

在生产者与销售者共同对受害人承担责任的
层面上，生产者是无过错责任，销售者承担的也应

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不但生产者应当对被侵
权人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也应当对被侵权人承担

当是无过错责任，即产品责任应当是无过错的连带

侵权责任，都是无过错的责任。这样，后面的关于

责任。如果承认销售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而生产
者却是无过错责任，那么，生产者与销售者对受害
人承担连带责任就成了一句空话。根据《侵权责任
条的规定，自己存在过错，销售者才应
法》第

“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
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的规定也就有果有因了。
条中，加上了“因
所以，在修改建议的第
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生产者、销售者都应当

当对受害者承担产品责任；没有过错，就不应承担

对被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这一前提（修改建议是

（这也正是“过错责任”论者所主张的）。这显然与
第
条的规定相矛盾。根据第
条第 款的规

将这一增加内容与作了修改的《侵权责任法》第
条第 款合并为一条，集中规定生产者、销售者的

定，只要是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被侵权人（受害

外部责任），表明生产者、销售者都对被侵权人承

者）就都有权或者向生产者索赔，或者向销售者索
赔；当被侵权人向销售者索赔时，销售者不能以自

担无过错责任。

己对缺陷产品没有过错为由加以拒绝。也正是因为
如此，也才有了第 条第 款“产品缺陷由生产
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
生产者造成了产品缺陷，最终责任应当由生产者承
担，但是因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尽管自己
没有过错，销售者在被侵权人索赔时，还是应当承
担赔付责任；因为此时最终责任应当由生产者承
担，所以才会发生再向生产者追偿的问题。但是，
根据第
条的规定，既然产品缺陷是由生产者造
成的，销售者自己并无过错，销售者当然就可以拒
绝被侵权人对自己的索赔主张；既然不会发生替生
产者赔偿的情形，第 条 款规定的所谓的“追
条的规
偿”当然就不会发生。所以说，有了第
定，并且将其理解为销售者对被侵权人的过错产品
责任，那么第
条第 款关于销售者连带责任的
规定就没有任何意义，第 款规定的情形也根本就
不可能发生。相反，由于第
条规定了生产者的
无过错责任（理解为对被侵权人），因此第 条第
款对生产者连带责任的规定才有了意义；尽管是
销售者的过错造成产品缺陷，由于生产者对被侵权
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因此被侵权人可以向无过错的
生产者主张赔偿。也正是因为如此，第
条第
款的规定也才顺理成章。由于产品缺陷是由销售者
的过错造成的，因此销售者对产品缺陷承担最终的
赔偿责任；基于连带责任的规定，无过错的生产者
替销售者赔偿后，就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为了明确产品责任是连带责任的前提依据，建
议对连带责任进行规定时加上“因产品存在缺陷造
成损害的，生产者、销售者都应当对被侵权人承担

条不再必要、
四、第
条第 款有失严谨
第
（一）第 条不再是必要的
如前所述，对于产品责任，生产者、销售者作
为一个整体对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是共同侵权
人，都对被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在对生产者、
销售者的连带责任进行规定时，有必要加上“因产
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生产者、销售者都应当对
被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这一前提依据。对《侵权
责任法》第
条似乎没有争议，都认为规定的是
生产者的无过错责任，是生产者对受害者的责任。
即便如此，由于前述建议已经加上了生产者、销售
者都负无过错责任这一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依据，
因此，再单独对生产者的无过错责任进行规定就失
去了意义。
问题还在于，由于将第
条理解为规定的是
生产者对被侵权人的的无过错责任，属于外部责
任，因此循着同样的思路，一些学者将第
条也
理解为属于外部责任，是关于销售者对受害者的责
任的规定，更由于“过错”一词的使用，理所当然
地认为销售者对受害者承担过错责任。
笔者认为将第
条理解为内部责任更为符合
立法逻辑，只是这一条的规定不够精确。因为在内
部责任上，销售者是过错责任（第
条第 款）
和推定过错责任（第 条第 款），生产者不是无
过错责任；应当是过错责任加上无过错责任。因产
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产品责任）
中，除了销售者的过错责任和推定过错责任以外，
都是生产者的责任，包括了生产者的过错责任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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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侵权责任法》第

条第 款没有向第

款那样使用“过错”一词，而是用了“造成”，就
是这样的意思。
基于以上理由，删去《侵权责任法》第 条，
条第
将其内容（修改后）与《侵权责任法》第
款合并为一条，集中规定生产者的内部责任，这
就是修改建议中的第 条。
同样，将《侵权责任法》第

条和第

条第

款合并为一条，集中规定销售者的内部责任，这
就是修改建议中的第 条。
（二）第 条第 款不够严谨
《侵权责任法》第 条第 款“因销售者的过
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
者追偿”，不够精确，因为这一款的规定只是与第
条第 款“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
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相对
应。第 条第 款“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
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不是“因销售者的过错”，而是
适用推定过错，要求销售者承担责任。由于应当承
担连带责任，生产者也应当就第
条第 款规定
的销售者的侵权责任向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但
是，生产者代为赔偿后，是否有权向销售者赔偿成
条第
为疑问，因为这一情形并没有包括在第
款中。
所以，在修改建议中的第
条第 款将《侵
条第 款的“因销售者的过错使
权责任法》第
产品存在缺陷的”改为了“应当由销售者承担的侵
权责任”，包括销售者的过错责任（第
条第
款）和推定过错责任（第 条第 款）。为了保持
表述的一致性，相应地，也将《侵权责任法》第
条第 款的“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改为了
“应当由生产者承担的侵权责任”
总之，《侵权责任法》第 、 、 条存在
立法问题，没有准确地规定出生产者、销售者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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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责任，而且还引发了对销售者责任的不必要的争
论，因此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 这一点在经济法学界比较突出，经济法的一些大家都是“过
错责任说”的主张者（参见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学》，北京
年版，第
页；漆多俊
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潘静成 刘文华主编：
《经济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等），依据是《产品质量法》的第
条。
②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中国
法制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杨立新：《
〈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司法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③ 对《侵权责任法》第 条似乎没有争论，都认为是外部责
任。但是笔者认为同第 条一样，第 条规定的也应当是
内部责任。否则立法的逻辑就出了问题：第 条是生产者
的外部责任，第 条却是销售者内部责任（参见王利明主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杨立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条文解释与司法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年版，第
页），第 条却又是外部责任。
④ 《民法通则》第 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
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只能是或者选择书面形式，
或者选择口头形式。《担保法》第 条“本法所称保证合
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定金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
合同，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等，也
可以是主合同中的担保条款。
”订立合同时，只能选择保证
合同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公司法》第
条第 款“公司发
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
”记名
股票、无记名股票两种股票择一发行。
参见《产品质量法》第 条，法律将“执行进货检查验收
制度”规定为销售者的责任和义务，其实表明进货检查验收
是销售者的义务，也是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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