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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费安全问题事关消费者的生存与发展， 是构建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前提与基础。 消费安全权是消
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 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 其以经营者不得从事消费侵权行为为前提，
核心为 “安全”。 消费安全法律体系以实现消费者的安全权为宗旨， 通过国家立法、 行政、 司法等行为约束消费侵权行
为， 保障消费安全法律体系内部运转之和谐和外部环境之优良， 最终达到消费者享其权， 经营者尽其务的目的。 这一
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从制度上约束消费侵权行为， 符合世界民事立法的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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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这是

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消费安全，

迄今为止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也

我国台湾地区 《消费者保护法》 第7条明确规定：

是我国针对近年来相继发生的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而
制定的一部关键性法律。①该法几经易稿，历经艰难，但

“从事设计、生产、制造商品或提供服务之企业经营者
应确保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务，无安全或卫生上之危险；

终究得以问世。 此法的制定必将对市场环境的净化和

商品或服务具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健康、财产之

保障其放心消费，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消费者消费信心的培养产生积极影响， 也必将对我国

可能者， 应于明显处为警告标志及紧急处理危险之方

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及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发挥

法。”日本《消费者保护法》第4条规定：“企业者就其所

积极作用。

供给之商品或服务，应采取防止危害、实施适当的度量

事实上，我国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消费侵权事件，不

及标示等所必需之措施， 并对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所

能不引起我们对消费安全的关注。②因为这些事件的频

实施关于消费者保护之政策，有加以协力之义务；企业

繁发生不仅会威胁消费者的消费安全， 重挫其脆弱的

者应经常致力其所供给商品及服务之品质及其内容之

消费心理，也必将对现行法律造成严重破坏，使原本脆

改善，并切实处理消费者之申诉。”韩国《消费者保护法

弱的消费安全体系雪上加霜。究其根源，与某些企业违

及施行令》 第14条规定：“有关当局对所有消费品之安

反行业标准及操作规程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有关；与

全性及消费品不合标准，需经常检验及调查。”我国《消

某些企业丧失企业道德，公然逃避其社会责任有关；也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

与我国现有法律的不健全及政府职能部门功能的丧失

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有关。在当代中国，毕竟“存在着法律之外的多种社会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符合保障

治理资源。” 这些法外治理资源的普遍存在不仅对消

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这些规定表明，消费者安全权

费者依法维权构成威胁，也干扰了我国依法治国、依法

作为构建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核心权利， 是消费者对

治市（场）的进程。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

获得安全可靠商品的基本要求。 其不仅意味着消费者

天，我国采取何种手段，特别是何种法律手段保障消费

的付出应与得到的回报相一致， 也包含着对经营者潜

者的消费安全就显得尤为紧迫与重要。

在的道德约束。 这种约束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消费

［1］

一、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一般理论

者现有的认识水平且具有苛求性， 但却不能突破经营

（一）消费者安全权及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内涵
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消费需求呈

者的道德及认知底线——
—即保障消费安全。因此，消费
者安全权就是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

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琳琅满目的商品在满足人们

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其以经营者不得

个性所需的同时，也使消费侵权行为复杂化。如何在物

从事侵害消费者法定核心权利为前提， 以保障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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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安全为宗旨，核心为“安全”。

护法》的制定，标志着我国消费政策的基本形成。［4］

消费者安全权作为消费者九项权利之首选， 作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广告业逐渐兴起。广告成为经

消费安全法律体系之核心， 其实现与否事关消费者自

营者推销其产品和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的重要渠道。

身的生存与发展， 也事关立法保护消费者弱势地位宗

但因广告存在以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的可能， 这使立

旨的实现，同样关系到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法规范广告业成为时代所需。 我国为此于1994年10月

因此，所谓消费安全法律体系，即指一国现存的消费安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该法于1995年2月正

全保护法， 按照其内部效力等级的不同而组成的自上

式施行。其第19条对食品、化妆品等商品的卫生及安全

而下的统一体。 它以一国现有消费安全保护法的存在

标准作了明确规定。

为前提，以保障消费者安全权的有效实现为宗旨，通过

1995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正式实施。该法《总则》第1条明确规定了其立法宗旨，

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行为约束消费侵权行为，保障
消费安全法律体系内部运转的和谐和外部发展环境的

即“为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

优良，最终达到消费者享其权，经营者尽其务之目的。

的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增强人民体质”。同时该法

（二）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的法律性质
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及维权途径的多

第8条则明确规定：“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当对人体
安全、无害。”

但因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得较晚，加之消费

2000年7月8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修改稿。

者集体维权意识偏低， 使消费者与经营者力量对比二

该法第13条、 第26条第1款及第27条第4、5款对产品的

元失衡的现状一时难以改变。在此情况下，将经营者违

安全标准作了强制规定。2006年4月29日， 十届全国人

反其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性质定为侵权更具有合理
性。首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各种情形下经营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该法对产品的质量

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做了较多的规定，而合同法却没有；

标准及包装要求均作了详细规定。

元化，经营者的违法经营行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其次，如果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视为合同义务，在

在最大限度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同

实践中不仅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也难

时，我国也十分重视配套法律的立法与实施工作。问题

以解决那些与安全保障义务人没有合同关系的受害者

产品召回制度的建立与推广即为一例。2004年10月1

的损害赔偿问题；再次，将安全保障义务视为经营者的

日，我国正式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截至

法定义务，视其违法行为为侵权行为，也有利于国家立
法、行政及司法权的强力介入，进一步加大对经营者违

2008年11月，已累计召回缺陷汽车130余万辆。此规定
的颁布， 对保护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极作

法行为的心理震慑力，符合我国法律、法规所建立起来

用。2008年8月，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了《食品召回管理规

的模式；最后，将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定为

定》和《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以规范食品安全监管

侵权， 也可以保证消费者在遭受损害后获得更多的赔

与儿童玩具召回等活动；同时抓紧制定《缺陷产品召回

偿， 这也符合世界民事立法的发展潮流。“在充分认识

管理条例》， 努力提升缺陷产品召回管理的法律层级，

到消费者弱者处境的前提下，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对

强化对缺陷产品的监管力度， 扩大了问题产品召回范

消费者给予特殊的保护，让经营者承担稍多的义务，是

围。③

符合这个世界立法思想潮流的， 也是实现平等理念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 先进的检测技术不断应用于食

要求。”［2］因此，“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的民

品卫生检测中， 促使食品卫生安全标准不断升级。过

事赔偿责任主要为侵权责任。 经营者的硬件设备等不

去， 人们一直认为卫生安全的食品如今经过先进技术

符合有关安全规范的要求，直接导致消费者的人身、财

的检测，在其中也能发现有损健康的成分。制定一部高

产损害。这一般是物上侵权或者产品责任”。

效、实用的《食品安全法》势在必行。2008年10月25日，

二、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评析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食品安全法》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消费

案作了八项重大修改……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

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不仅奠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高票通过该法律。 这是迄今为

定了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础， 也为消费者依法

止我国针对食品安全问题而制定的最为详尽的法典。

［3］（p155）

维权提供了保障。1989年11月13日，《化妆品卫生监督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基本

条例》发布。该法明确了“保证化妆品的卫生质量和使

法的相继出台， 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强制功能也

用安全，保障消费者健康”的立法宗旨，标志着我国消

不断增强。其在净化市场环境，加强市场监管及维护消

费安全政策初步形成。1993年，《产品质量法》与《消费

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功能日益凸显。可以预见，随着

者权益保护法》相继出台，两部法律互为补充，成为维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纵深发展， 我国消费安全法

护消费者消费安全的重要保障。特别是《消费者权益保

律体系的强制及保障功能也必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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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优点
⒈反映了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 促进了
部门法之间的融合。1993年2月以来， 我国相继出台了
《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这
些法律的制定， 不仅整体勾画了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

曝光及公众与执行机关互动平台的搭建并不理想等问
题，都是消费侵权现象逐渐加剧的重要原因。
⒊法律规定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差距明显。当
前， 我国消费安全权的法律保护正逐步与国际社会接
轨，如规定冷冻食品不得裸买，商品出厂时要在其显著

系的现状， 也通过其社会实践而实现了在内容上的交

位置张贴QS标志等；

融，对《广告法》及《食品安全法》等后续法的制定起到

工作起步较晚，法律法规制定的前瞻性不强，后续保障

但因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

④

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措施不到位， 使我国消费安全权的法律保护落后于世

⒉彰显法律人文精神，提高了消费者维权实效。自
上世纪90年代至今， 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消费安全

界其它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维
护消费安全等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保障法。 这些法律在体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立法宗

如德国对问题产品的处理、 荷兰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及

旨的同时也提高了消费者的维权实效， 凸显了消费安

韩国为保护消费安全而设立的消费者保护院等。

全的重要。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消费者安全权

（三）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缺陷形成的原因

放在其九项权利之首就是明证。 此外，《产品质量法》、

“权利永远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
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 ［5］（p12）当前，我国消费安

《广告法》等对产品安全标准、质量要求及广告经营者
的宣传内容均作了强制规定；与此同时，我国对食品安

全法律体系的建构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全、美容美发、汽车装潢等行业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

的影响，其缺陷成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除。

规予以规范。

⒈消费者个人需求的不同和认知水平的差异，导
致消费侵权现象形式各异。 层出不穷的消费安全事件

⒊实现了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转变及角色转型。我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之前，消费者维权因缺乏

远远超出立法者的想象。 法律制定与社会需求之间矛

法律的强力支撑而困难重重。 其可怕后果是消费者不

盾明显， 造成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经常处于法律真空

愿、甚至不敢与侵权事件作斗争。但这一状况伴随《消

状态，这是消费者维权困难的主要原因；⑤与此同时，各

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出台而大有改观。随着消费

级执法部门执法标准偶有不同，协调性较差；加之消费

者维权意识的转变和维权方式的拓展， 其在消费侵权

者消费安全知识较为匮乏，安全防范意识较低，即使遭

事件中的角色也逐渐由被动承受转向主动维权。 这是

遇消费侵权事件，也很少采取法律手段维权，而是忍吞

消费安全法律体系保障及强制功能作用发挥的有力体

苦果，导致消费者集体维权难成气候。这不仅加剧了消

现。

费者与经营者力量对比的二元失衡， 也在一定程度上
（二）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缺陷
在看到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所具优点的同时，

助长了部分经营者违法经营的嚣张气焰。⑥

我们也要看到这一体系自身所存在的缺陷。 主要表现

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部分经营者见利忘义，违
反职业道德及企业良心，不能真正履行其社会责任，生

在以下几点：

产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

⒈法律规范自身内容不健全， 影响制约着其功能
的发挥。当前，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消

高薪聘请影视明星作代言人， 充分抓住消费者相信名
人可信度较高这一点， 大肆宣传、 故意夸大其产品功

费者依法维权实现的可能性较以前大有改观， 但我们

效，误导消费者，这也是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⑧

不能因此忽视这一体系自身所存在的缺陷。 法律规定

甚至为达到赚钱目的，

⑦

偶有冲突，立法机关解释缓慢，法律规范内容不健全，

⒊政府职能部门功能的部分丧失， 也为某些不法
经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⑨提高消费者依法维权的能

安全标准滞后或缺失等因素已成为影响消费安全的关

力，离不开过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同样也与各行政部

键。 法律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不作为与行

门执法能力的高低密不可分。当前，制约各级执法部门

政乱作为等处罚措施规定不明； 对屡教不改或有严重

依法行政的因素广为存在，如法律自身不健全问题，法

违法行为的经营者，其惩罚力度及心理威慑不强，曝光

律规定前后冲突等。因此，彻底打破地方保护壁垒已成

途径不多、力度不够。

为维护消费安全的关键。

⒉法律制定与社会需求之间矛盾明显， 制约两者
的运转和谐。随着消费侵权行为的复杂化，我国《消费

三、对完善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思考
完善消费安全法律体系， 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等基本法已不能满足消费者的维权需

安全，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精髓，也是我国

求。因此，制定统一完备的消费安全保障法典，为消费

《宪法》基本人权原则的体现，符合世界民事立法发展
的潮流。

者依法维权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是时代之必需。同时，法
律对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特别是对其注意义务规定
不明，对经营者生产行为缺乏长效监管，对伪劣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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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立法制定工作，促进部门法之间的协调
⒈立法强化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 立法机关应随

孙文若－消费安全法律体系建构论纲
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逐步强化经营者安全保障义

法的原则，努力实现消费者与经营者力量对比的均衡；

务，明确其法律责任，以保障消费者的消费安全。坚决

加快解决新旧法律对产品标准前后要求不一的问题，

打击形式各样的消费侵权行为， 对少数经营者心存侥

做到产品质量要求有国家标准的， 要严格遵照国家标

幸，将过期产品再次投放市场的行为予以严惩；充分发
挥法律的预测、指引、教育、评价及强制功能。 ⑩加快问

准；没有国家标准但有行业标准的，要适应行业标准；

题产品召回法律法规制定的步伐， 对其召回情形及方

的一般认知要求。
（二） 适时增设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能

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⑾

⒉明确立法宗旨， 改革救济程序。“权利是保护消
费者的基本依据”。［6］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要立足于权
利实现这一宗旨，正视消费者弱势地位的现实，加大立
法倾斜的力度。在诉讼程序上，“应该借鉴国外的做法，

既没有国家标准也没有行业标准的， 则要符合消费者

消费者权益的国家保护是指通过行政机关的行政
行为保护消费者的消费安全。因此，应该“在国务院设
立‘消费者保护委员会’，⒀作为全国消费者保护最高决

对小额消

策和协调机构。 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应该由国务院总理
或副总理任主任委员，由国务院各部委的首长、全国消

费侵权案件开辟专门消费纠纷法庭，及时受案，高效结

费者团体、企业界代表、专家学者作为成员。地方各级

案；同时，在归责原则上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

政府也应该设立相应的地方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在现

在法院专门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

［7］（P196）

原则、公平责任原则”相结合。适当扩大严格责任原则
适用范围，加大经营者举证归责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护
消费者的消费安全。

这符合世界民事立法的发展潮

⑿

流。

有的行政部门中， 确立消费者保护的行政主管机关”。
制定、完善对行政机关责任人的问责追究制度，强
化制度管理；坚决制止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问责不强、

［8］（p99）

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乱作为等现象的发生。⒁

⒊正确处理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现行
法律的保障功能。 通过法律解释弥补法律规范自身存
在的缺陷，推进立法制定及完善工作；遵循新法优于旧

防线。司法机关可在法院专门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

①2008年9月初，我国甘肃、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相继出现大
批肾结石患儿。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初为父母
的年轻人）的广泛关注。卫生部特派遣专家组就此事展开周密调查，并
及时将调查情况向社会予以公布。经查，这些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
儿配方奶粉的历史。三鹿集团违反行业标准及操作规程，在其所生产的
婴儿配方奶粉中人为掺加有毒物质三聚氰胺。 正是这种对人体肾功能
损害极大的物质的加入，直接导致婴幼儿泌尿系统生成结石。另据新华
网2008年12月1日报道，截至2008年11月27日8时，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
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有29万
余人。
②仅以食品安全为例， 我国近年来相继发生的系列食品安全事件
就是明证。想必“毒火腿”、“大头儿”、“福寿螺”、“红心蛋”、“多宝鱼”等
这些消费安全事件给消费者造成的恐慌心理一时难以消除。
③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法第53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
制度。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
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
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
④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法第42条对预包装食品的标签要
求作了详细规定。
⑤2008年12月2日，南京市栖霞区卫生、工商等部门联手对该辖区
内几家大型餐饮店餐具消毒情况进行抽查。抽查结果令人震惊。据工商
部门负责人介绍，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餐具消毒标准，也没有规定
专门从事餐具消毒工作的人员需办理营业执照才能从业， 这给执法部
门的执法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⑥2006年5月，山东省济宁市一对青年男女在办婚宴时，因朋友喷
洒的彩带失火，致使夫妻二人被烧成重伤。事后查明，该彩带为“三无产
品”。
⑦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在伊利、蒙牛、光明等品牌奶中也相继发
现三聚氰胺成分；此后上海产大白兔奶糖，大连、湖北等地产的鲜鸡蛋
中也查出了该物质。2008年11月2日， 蒙牛奶业驻唐山工作站质检员李
忠平、张利伟在采样时，由于质检严格，遭到不明身份人的报复。据知情
人透露，可能与部分经营者的利益有关。见《中国青年报》2008年11月14
日报道。
⑧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名人代言不合格食品将与食品生
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我国立法约束名人代言行为的重要举措。

⑨早在2008年6月，有人向石家庄政府反映在三鹿奶粉中发现有害
物质——
—三聚氰胺，但一直没有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
⑩英国法学家哈特认为：“有些人并不会触犯法律， 但法律仍对他
们施以压力，使他们受到法律惩罚的威胁，以要求其服从”。哈特著．法
律、自由与道德［M］．法律出版社，2006．23．
⑾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法从生产与经营两个方面确立了
对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制度。
⑿有学者主张：“严格责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过错推定责任”。王
利明主编． 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 ［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17．
⒀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
全委员会，其工作职责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
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
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
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
⒁2008年9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因在三鹿奶
粉事件中监管失职，国务院接受其辞职申请。据商务部网站2006年10月
对“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向有关部门投诉时，对投诉解决是否满意”的
调查问卷显示，只有6．09％的人很满意，32．92％的人较满意，43．76％的人
不满意，17．23％的人很不满意。
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全国各地超市出现顾客退货高潮。为此，
大多数商家能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配合， 但也有部分商家对自己所
售问题奶粉以消费者发票丢失为由，不予退货。
⒃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法第60条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对食品不得实施免检。
⒄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了民
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该法第96条第2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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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⒅据新华报业网2008年12月19日报道，常州市消费者协会、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工商局联合发文，正式组建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制
度。该机制建立后，消费者协会在处理重大疑难纠纷时，将邀请人民法
院派员参与调解；人民法院审理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时，也可以根据审
理案件的需要，委托消协进行调解，或邀其协助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
人民法院在确认其效力后，将出具民事调解书。

（三）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时效
司法救济是对消费侵权行为进行法律救助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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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学 论 坛
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实行独任制方式结案；同

⒋充分利用消费者的各项权利，形成维权合力。消

时，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对符合法定起诉条

费者安全权，作为消费者基本权利之首选，维系着其自

件的消费侵权案件必须受理，按时结案；对消费侵权事

身的生存与发展， 也是消费者享有其它权利的前提与

实清楚， 经营者拒不承担责任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

基础，在消费安全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其实现与

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 在征

否，离不开与消费者其它各项权利的互动。知情权的实

信系统记录、 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

现，有利于消费者全面把握产品信息，以便对商品的安

规定的其他措施”。 必要时可以将主要责任人予以拘

全性做出准确判断，趋利避害；受教育权的实现，有利

留，树立人民法院在消费侵权案件中的权威。

于提高消费者对商品操作规程的认识， 保证其认知水

（四）努力营造实现消费维权的良好氛围

平与时代发展同步；结社权的实现，扩大了消费者自我

⒈消费者要提高自身消费安全意识， 树立维权信

救济的空间，便于其集体维权；公平交易权，本身就意

心，增强维权实力。长期以来，我国消费者自身安全防

味着消费者的付出与其得到回报相一致。 这是消费者

范意识较低，其法定权利经常处于闲置状态，而改变这

对物美价廉商品的潜在追求，是“安全”的应有之义；同

种状况的有效途径就是教育。 教育不仅能提升消费者

时，消费者也要积极配合行政主管机关加强市场监管，

的安全防范意识，实现趋利避害，也能使消费者在遭受

积极举报肆意侵害其自身安全权的行为， 在形成对经

损害后选择正确的救济途径，提高维权效率；同时，消

营者心理威慑力这一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

［9］

总之， 我国消费安全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过程

费者也要通过合法程序组建维权社团， 以社团的力量

是国家行政与司法行为和谐互动， 以保障消费者安全

给经营者心理上施压，逐渐树立其维权信心。
⒉经营者要善待消费者。 经营者善待消费者包含

权实现的过程， 是国家面对不断发生的重特大安全事

着双层含义。一方面，经营者要正视消费者弱势地位的

故逐步推动立法工作深入发展的过程， 也是改变消费

现实，恪守经营之道，努力提升其信用指数。对经营者

者与经营者力量对比失衡现状， 最终实现两者利益均

来讲，毕竟“信用是一种资格，一种财富，一种权利，一

衡的过程。这一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不仅有利于从制度

种信息”。［10］（p82）另一方面，经营者要充分发挥其自身资
金及信息优势，积极向消费者宣传安全防范知识，化解
消费风险， 在消费者无过错使用其所售商品而遭受伤
害时，应主动承担不利后果，以最大诚意抚慰消费者。⒂
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要积极作为， 努力探索消费
维权新途径。 政府职能部门要依法加强对经营者经营
行为的监管，特别是各级工商、卫生、质检等部门，要在
规范经营者自身行为、 保障消费安全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⒃严把市场准入关，对经营规范、信用优良的经营
者予以重点扶持；对个别资质优良、却从事违法行为的
经营者，要予以及时整改；对经营者的严重违法行为要
予以严惩，⒄对屡教不改者要坚决予以取缔。在做好上
述工作的同时，各级司法机关及消协也应积极作为，努

上对经营者加强监管，强化、提升其安全保障义务与社
会责任感，也能够对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其职能，
培养和树立消费者的消费信心， 从而提高其安全防范
意识会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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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探索消费维权的新途径。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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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n Consumption Safety
Sun Wenruo
Abstract：The issue of consumption safety relates to consumer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and therefore，it provide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th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n consumption safety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ight of consumption safety，the
personal and property safety of a consumer should not be infringed on when he buys，use or enjoy goods and services．And the right
centers on safety and works on the premise that business dealer is not supposed to engage in actions of such infringement．The legal
system of consumption safety refers to the top－down entity of a country＇s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rnal validity．It aims to realize consumers＇ safety right， and in order to let consumers enjoy
their rights and dealers fulfill their duties，it makes use of state legislation，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 to prevent consumption infringement and ensure the harmonious internal operation and excellent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in consumption safety．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are favorable for the institional prevention of consumption infringement，and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he civil legislation in the world．
Key words：right of consumption safety；consumption infringement；legal system in consumptio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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