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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思考

从个人权利到社会责任
———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整体主义解释
刘水林
（ 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造成巨大社会损害的“三鹿 ”事件及由此催生的《食品安全法 》对既有的法观
念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以整体主义观念解读，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从既有法以个体权
利为中心转向以个体对社会责任为中心。作为一种法律责任的社会责任既包括积极的、面
向未来的“预设责任”，也包括消极的、面向过去的，即对已发生的有害行为制裁的“过去责
任”。其本质特性在于： 它是所有主体都负有的责任，即是人人负有责任； 是所有主体在秩
序建构中的责任； 是所有主体，即人人都可追究的责任。
关键词： 社会责任； 整体主义； 预设责任； 过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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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在我国暴发的“三鹿奶粉”事件，
其损害
人数之多、
损害之重，
以及损害所具有一
范围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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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的法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法律制度创新并指
导法律实践。

定的隐秘性、
潜伏性①，
加之事件处理之复杂性，给

就此前对“三鹿”事件反思的路径看，
学术界一

法学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素材。它不仅反映了我国

般并没有对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主流法律

既有的法律制度存在缺失，如一些监管制度的缺

多数分析仍是以建基于
观念本身的不足进行反思，

乏，
也说明既有的建立在个体主义观念之上的，以

—
—侵权责任、
此观念之上的法律责任—
合同责任等

权利为中心、自己责任、国家在维护社会利益中主
要负消极责任的主流法律制度，
在应对这种社会性
② 因此，
损害时本身存在着“失灵”。
对“三鹿奶粉”

事件的法律反思，不仅要探究既有法律制度的缺
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既有
失，
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观念基础和思维方式的缺陷，

即违法行为损害的直接对
① 这种损害可称之为社会性损害，
象是社会———由处于一定时空中的具有智识的个体，
据一定的规范
互动形成的关系状态，而非具体的个人，因而，从受害人看，具有受
害人的不特定性、
众多而不确定性，同时，从造成损害程度看，因受
害者人数众多、
且不确定，
因而，
损害巨大且难以估量。这决定了违
法者不具备完全补救的能力。
②

既有的法律对损害的防范，
主要是以事后的惩罚和补救为

主，
主要体现在法律责任制度上，
这种机制对损害小、受害能被及时
收稿日期： 2010 － 01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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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受害主体特定、
违法者有能力弥补其损害的情况还可应付； 而
对受害范围广、
受害难以及时被发现、
受害主体多而不特定，损害巨
大的违法行为来讲，
由于违法者的能力有限，事后责任既弱化违法
行为的惩罚遏制功能，
又失去了对被害人的补救功能。这种法律难
以发挥其功能的现象就是“法律失灵”。

刘水林： 从个人权利到社会责任———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整体主义解释
① 这种分析研究，
理论分析既有法律制度之不足。

以整体主义的社会观念和思维方式看，
社会作

对完善既有法律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社会性损

为有机整体，是由流变与变化着的、处于不同领域

害固然必要，但正如市场机制本身不可能克服“市

的、
扮演不同角色、具有不同智识和功能的个体互

建基于个人权利为中心之上的法律
场失灵”一样，

整体中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
动构成的有机整体，

制度本身也不能克服自身的“失灵”。因而，
我们还

整体之间的关系是有机依存关系，
社会不是闭锁的

需要一种新的法律观念和新的法律制度与既有制

定在个体的简单相加，
而是开放地流变与变化着的

度互补，
来应对社会性损害行为。

个体不断同构地生成的独立的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下简称《食
品安全法》） 作为“三鹿”事件催生的产物，
理应就是
建基于新的法观念之上的新的法律制度。但目前，
对食品安全法的解读，多数仍沿袭传统的法律观
② 这些研究固然有助于以法律的观点分析现代
念。

社会产生的一些重大社会性损害事件，
也不失为认
但依笔者见，
对于“三
识《食品安全法》的一种路径，
鹿”事件这种社会性损害事件，及其由此催生的以
—
—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保护社会整体利益—
更应该
为目的的《食品安全法》这一新的法律现象，
③
以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

《食品安全法》可以说是社会责任的
按此理解，
法制化，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责任承担者的
社会性。二是责任客体的社会性。三是责任实现
的社会性。本文以下内容就是以整体观念和方法
对这些内容的展
在对一些基本概念界定的基础上，
开论述。
一、
一些定义性的准备

就是分别以民法、刑
① 表现在对“三鹿”事件的法学反思上，
法和行政法的责任理论来思考。这从《法学》2008 年第 11 期所发
的一组文章———张新宝： 《从公共危机事件到产品责任案件》； 吴春
枝： 《“问题奶”生产者、销售者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张雪忠： 《质检
机构产品抽样中的民事责任》； 孙雄飞：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与侵
权法中的因果关系》———中就可看出。表现在经济法中，有的以行
政法的责任理论来思考，
如史际春、冯辉： 《“问责制”研究———简论
《政治与法律》2009 年第 1 期。建
问责制在中国经济法中的地位》，
基于此观念上的责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向后责任”，
即是过去指向
的。有的虽认为“三鹿”案件的赔偿方案所体现的责任已非民事责
任，
而应是经济法责任，
但在对承担责任的原则的解释上，又无意识
地运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无限责任原则”等民法中的一些归
责原则。参见韩志红、宋慈： 《“三聚氰胺”事件赔偿责任的思考》，
第六届中国经济法青年博士论坛论文集： 《经济法中的责任》，南京
2009 年 4 月 25 － 26 日。
大学法学院，
②

在《食品安全权法》的解读中，目前，由于《食品安全法》通

过不久，
既有的观念主要体现在新闻媒体对一些学者的采访，以及
一些法律工作者的看法中，
但就这些看法来讲，主要是以民法、行政
法的思维方式理解的。如在对《食品安全法》亮点的看法上虽有些
许差异，
但主流观点都认为有这几点： 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对
“问题食品”实行产品召回制度、受损消费者可以要求十倍损害赔
偿、
民事责任优先、
明星代言“问题食品”广告承担连带责任等。其
中所有报道特别着笔于民事责任优先、
明星代言“问题食品”广告承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
有必要对本文使用的几个

担连带责任这些传统民法的责任形式。即使对十倍损害赔偿，有关
对起诉的适格主体———食品消费者如何解释，
不难预料与消费者权

这些
基本概念给出定义性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

益保护法中的理解一样，
虽有两种观念，
但主流仍是私法式的理解，

观点不是定论性的、
更不是真理，
而是可以讨论的，

即以侵权或契约理论理解，
认为只有权利直接受到侵害的人才具有

但它却是笔者在此后的论述中所持有的。
（ 一） 社会与责任
社会责任，
是由“社会”与“责任”两个词复合而
因而要界定社会责任，首先必须表明研究者
成的，
在社会观和责任观上的立场。

诉权，
这意味着，
只能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和
服务的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而王海式的打假者不具有诉讼资格，
不是适格主体，
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观念。
③

目前，
对社会经济法的思考方式并不统一，笔者认为社会

经济法是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之法，
其方法论或思维方式应是整体和
谐主义的，
因而，
只能说是经济法的一种思维方式。
④

所有有关社会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可归为两大类，即整体

1. 社会

主义和个体主义。整体主义思维是生物学的、有机主义思维，其基

对于社会是什么？ 不同作者因思维方式④和研

本的观点就是社会犹如生物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是不同于其
构成部分的、
本体论意义上的独立存在（ 唯实论） 。其各构成部分间

究角度的不同而作的界定也不同。本文不可能、
也

的关系是功能分工与互补的相互依存关系，
弊害或利益并非此消彼

不想给“社会”做出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界定，
只是

涨的，
而是共同分担或分享。因而，
合作、
和谐是主流。个体主义是

申明笔者在对社会的界定上的思维方式是整体主

一种物理学的机械主义思维，其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个体的加总，因
而，
只有其名而无其实（ 唯名论） 。个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利益交

研究的视角是法学的。
义的，

换，
因而是此消彼长的冲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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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 法 学

这种社会观念从法学的角度进一步可从两方

④
等，
笔者称之为第二责任。

面理解： 第一，
社会从其构成的主体要素来讲，
是不

目前，
我国法学界不论是法理上对法律责任含

特定的多数人。这种不特定既指在“共时性”的当

义的理解，
还是部门法对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通

因既在的人的流动性产生的人数的不确定性，
下，

可
常着重于在第二责任意义上使用法律责任概念，

也包括在“历时性”的过程中，
因人的生灭变化以及

见其并非法律责任的全部，只是法律责任的一部

职业或经营方向转化产生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

—
—法律课责（ liability respon分，
一个重要的部分—

一意义上，
法律上往往把对不特定人利益的损害称

sibility） ，
即以责任为基础的制裁，比如赔偿、
归还、

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第

监禁或缴纳罚款。它是对指控或控诉作出回应，
这

二，
从客体上看，
社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
是个体以

些指控或控诉一旦成立，就会产生承担惩罚、谴责

一定规范（ 在现代法治社会主要是法律规范） 互动

或其它不利后果的课责，
制裁是责任的核心

形成的关系状态，
即秩序。这种关系状态或秩序是

种责任是向后看的，
是一种对过去的行为或事件后

社会整体利益（ 一种向所有人开放的、能被处于其

即是“过去责任”，它主要关注对坏的结
果的担当，

中的所有成员分享的、
不可排他的好处） 的载体，
其

果的分担，
目的在于对执法和司法中争端或冲突的

优劣关涉所有处于其中的人的利益，因而，现代法

并通过责任的承担对违法行为予以
解决提供工具，

律中常常把对秩序和状态的保护作为保护社会公

惩罚、
对受害者予以补偿，恢复被破坏了的法律秩

共利益，
如《反垄断法》中的“竞争”、
食品安全法中

序，
并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不法行为对既有秩序的破

的“食品安全”。第三，从法律规范保护对象看，社

即法律不仅在我们没有完
坏。它忽视了一个事实，

［1］

。这

会作为秩序状态是一种法益（ 受法保护的难以上升
为权利的利益） 载体，
而不是权利主体。因而，
在现
代社会法、经济法中，行为违法与否，承担什么责
①
大多不是侵犯了社会的权利，
即与侵权无关。
任，

2. 责任
“责任”一词在很多意义上被使用，
由于语境②
“责任”的文字有可能不代表一种相同的实
不确定，
践和概念。本文从一个独特法律的角度来阐述责
整
任。其独特在于本文思考的角度是整体主义的，
体主义角度意味着我对责任的思考，是从社会的、
功能的、
时间连绵性的视角来思考。法律的角度意
味着我的基本关注所在乃是一个与受到制裁的观
但又有所区别的责任概念。
念紧密相关，
“责任”一词有两个相互联系
就一般语义来讲，
具有一定社会
的基本含义： ③一是处于社会关系中、
角色的主体份内（ 或按其功能预设） 应做的事，
往往
与人的（ 角色） 职务和功能有关，如“岗位责任”、
“领导责任”等。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一种角色义务。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一定的角色，
即有一定的职
相应地，也就必须而且应当承担与其角
务或功能，
色或功能相应的义务，
笔者称之为第一责任。二是

①

对此有民法学者在研究反垄断法保护的竞争秩序时指出，

在大多数情况下，
法保护的秩序属于法益而非权利。所以，违反反
垄断法同时又构成民法上的侵权行为的场合极少。（ 参见曾世雄 .
（ 44） . ）
违反公平交易法制损害赔偿［J］. 政大法学评论，
② “语境”是一个极其模糊的用语。本文用它表达的是一切
影响对其含义理解的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社会行动以
及特定的价值体制等社会环境因素。
孙笑侠教授的观点，不过张文显教授
③ 这里综合了张文显、
认为“责任”有三个基本语义，
即（ 1） 份内应做的事。（ 2） 特定的人
对特定的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助长的义务。
（ 3） 因没有做好份内之事（ 没有履行脚色义务） 或没有履行助长义
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 张文显 . 法哲学范畴研究
（ 修订版）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118. ） 在笔者看
来其所说的前两个方面都是一种角色义务。孙笑侠教授认为责任
包含两方面的语义： 主体 A 对主体 B 负有责任（ 表示关系） ； 主体 A
负有……的责任（ 表示方式） ，即“责任”一词包涵责任关系和责任
方式两层含义。没有责任关系就没有责任方式，
没有责任方式则无
以实现责任关系。（ 孙笑侠 . 公、私法责任分析———论功利性补偿
1994，
（ 6） ： 28. ）
与道义性惩罚［J］. 法学研究，
这里的第一责任和第二责任与法理中法律责任
④ 从内容看，
的“义务论”，
即把法律责任看作是没履行第一义务而承担第二义务
“义务论”是个体主义思维，这种法思维的
相同。但从思维方式看，
核心或中心是个人权利，义务只是权利的对应，且没有权利就没有
义务。从此角度看，
责任只是没有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 第一义务）
而产生的强制履行义务（ 第二责任） 。而第一责任和第二责任的思

因没有做好份内之事（ 没有履行角色义务） 或没有

维是整体主义的，
这种责任的产生并不以某种权利或义务的存在为

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一定形式的不利后果或强

条件，
而是以既存的社会及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本身为条
件。因而，
这里的第一责任和第二责任与“义务论”称法律责任为第

“侵权责任”
即法律课责，
如“违约责任”、
制性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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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务，
不仅仅是一种词语替换，
更有着法观念和法思维的转向。

刘水林： 从个人权利到社会责任———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整体主义解释

成我们的责任的时候判定我们有责任并制裁我们，

综合上述“社会”和“责任”的观念，
本文认为：

同时还告诉我们对什么负有责任，
并激励我们积极

社会责任就是社会法和经济法中规定的个体对社

负责地行为。

会整体承担的责任，
是由第一责任和第二构成的二

这种现象的产生，部分是因为法学是应用之

元结构体系，是与私法责任、公法责任相同的个人

学，
因而，
在研究中注重适用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机

责任范式。其特性不仅体现在结构的二元性上，
更

构的行为而不是立法机构的行为，
注重争议和冲突

体现于以下类型划分及功能中。

的解决而不是防止争议和促进合作与建设性的行

第一，
从时间维度划分，社会责任可分为面向

为。然而，
法律发达史说明，法律不仅仅是消极被

未来或朝前看的“预设责任”和面向过去或向后看

动地防止纷争，维护既有秩序的工具，法律还承担

的“过去责任”。第一责任可称为“预设责任”，因

着积极促成理想秩序实现的使命，
即能动地建构着

为，
由社会角色及其功能所决定的职务和任务的理

理想社会（ 秩序状态）

［2］

。这意味着，
现代法律责任

念是面向未来的，
一个承担某项职责的人对于履行
［1］49

① 第二责任可称为“过去
。

实践的主要目的更主要的应是打消人们实施造成

此职责具有预设责任

我们就有理由把所有
将来损害的行为动机。为此，

责任”，
是对过去的行为和事件所做的交待或回应。

而不仅仅是那些已造
那些可能实施损害行为的人，

其中对预设责任的重视是社会责任范式的特性之

成损害结果的行为人纳入这一范围。

一。

当然，
笔者并不是要否认既有的法律责任（ 法

第二，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讲，
社会责任可分

律课责） 向后看的定位。换言之，我不是说第二责

为“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第一责任可称为

或者说它的惩罚性、
补偿性、
权益配置性
任不重要，

“积极责任”，这些种责任要求行为人采取积极行

对防范将来的某些特定行为以及阻碍其他类似行

动，
促成有利于社会（ 不特定多数人） 的后果的产生

为的发生，
维护既有秩序不重要。但是在社会化高

或防止坏的结果的产生。第二责任可称为消极责

市场主体日益庞大、其行为的影响日益巨
度发展、

只是在行为人的行为对社会产生有害后果时，
任，

大的现代社会，
在许多情况下预防比治理更好。因

要求行为人予以补救。对积极责任的激励、倡导

使人们知道对什么负责，并激励其完成预期法
而，

（ 如惩罚性陪偿，
激励个体利用司法维护整体利益，

律责任比惩罚未完成或修补其后果更好。正是在

美国公益诉讼中的个人告发诉讼） 是社会责任的特

此意义上，
有学者指出： “在一个运作良好且成功的

性。

不遵守预期责任并且因而施加过去责
法律制度里，

第三，
从目的角度划分，
社会责任可分为“促成

任的机会被降低到最低点。过去责任只有在未完

合作性责任”和“争端解决性责任”。第一责任设立

成预期责任时才能找到他的角色和意义，
在这个意

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各行其责，从而达到功能互补，

义上它是从属的和寄生的。当然施加过去责任有

实现关系结构整体和谐，
因而，
可称为“促成合作性

［1］55

”
助于最大限度地遵守预期责任。

因此理解法律

责任，
不仅仅是理解我们负有责任的含义，同时也
要理解我们的过去责任、我们的预期责任是什么，
以及如何使有责者承担责任。

责任”。第二责任设立目的在于解决争端，属争端
解决机制之一，
因而，
可称为“争端解决性责任”。
第四，
从实践应用角度划分，社会责任的第一
责任主要是用于立法机构，
可称为“规范性责任”。

所以，
笔者的观点是，法律责任的两个方面的

社会责任的第二责任主要用于执法和司法，
可称为

意义同等重要，
即第一责任与第二责任的理念对于

“权益配置性责任”。规范性责任主要是基于一定

理解法律责任同样重要。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第一

社会观念而指出人们负有社会责任，
而权益配置性

第二
责任对第二责任的设立和执行具有指导作用，

即我们通常说的法律责任（ 法律课责） ，其主
责任，

责任的执行，
加强和支撑第一责任。第二责任本身

要是在一定的法律关系发生后，
法律关系主体的权

不是一个目的，
而仅仅是法律通过创造和赋予第一
责任来寻求促进各种目的的一个方式。
（ 二） 社会责任

① 不过书中把“份内应做之事”这种面向未来的责任译为
“预期责任”，
我称之为“预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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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如何配置，主要是对坏的后果如何分担，它指出

社会观决定了法律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圭臬，
而保护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规范性告知是社会责任的特

个人利益的最好规范就是赋予个人权利。这种规

性。

范不仅可以定分止争、化解冲突，更有利于个人对
第五，
从功能角度划分，社会责任的第一责任

自身利益的追求。这种法律观念只要求个人对自

的主要功能有三点，即产生好的结果、预防坏的结

己负责，
即自己责任。这种责任从积极角度讲，就

果和避免坏的结果，相应地产生三种社会责任，即

是自己对自己的利益负责，
即尽情使用自身权利追

“建 设 性 责 任”、“预 防 性 责 任 ”和“保 护 性 责

求自己利益，
而没有积极促进他人利益的责任。从

［1］50 － 51

任”

。社会责任的第二责任的功能也有三点，

即惩罚性、
威慑性和修复性（ 或“矫正性的”） 。相应

消极角度讲，
只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损害的行为负
责。

的责任也有三种，即“惩罚性的责任”、“威慑性责

以整体主义观念看，
社会看作为有机整体，即

任”和“修复性责任”。惩罚性责任与威慑性功能往

是由变化着的、
处于不同领域的、
扮演不同角色、
具

往是密切相连的，它们注重负有责任的人，主要包

整体中
有不同智识和功能的个体构成的有机整体，

括监禁和罚款。而修复性的责任同时考虑赋予责

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有机依

任后所要造福的那些人的利益。修复性责任包括

存关系，
社会不是闭锁的定在个体的简单相加，而

支付补偿金和恢复原状、
采取其他类型的行为以及

是开放的流变着的个体不断同构地生成的独立的

剥夺一个文件或决定的法律效力。当然，
第二责任

存在。这意味着，
人是社会的人，
任何人都必然地、

但相对于第一责任而言这种
也有一定的预防功能，

自觉不自觉地从他所不曾建造的社会中获得其生

因而不是
功能只是其惩罚与威慑功能的附属结果，

这决定了个人生存和
存和发展所需的财富和智识，

主要功能。

发展、
个人利益的获得不仅取决于个人拥有的财

二、
主体的视角： 社会责任是人人在社会角色
扮演中的责任

① 这种社
富、
禀赋和努力，
更与其所处的社会有关。

会观决定了法律以保护社会和促成良好的社会秩
—
—整体利益为宗旨，
这势必要求每个人都对其
序—

（ 一） 规范性阐释

所处的社会负有维护（ 防止他人侵害和自己不侵

人是社会动物，因而，人的行为和责任实践都

害） 和促进其完善责任，
即人人对社会负责、
亦即人

有一个社会背景，
一个人在社会秩序形成中的角色

人对人人负责，
否则，
社会秩序就会被损害，
产生社

以及附加或预设于该角色的（ 对整个社会的） 责任

会性危害。正因此，罗斯科·庞德说： “在社会中，

（ 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义务） 可能影响对受其行为影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履行的某种职能。不能容许他

响的个体的修复的法律课责（ 即通常说的法律责
责任最终关涉到人的权益的配置，
如何
任） 。可见，
配置取决于一定的社会观念。法律责任的规范性
分析，
就在于揭示支配这一配置的社会观念，并回
答人应对什么负有责任或者说人的责任是什么？
依笔者见，
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两种基本的社
即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个体冲突主义
会法律观念，
和以社会责任为中心的整体和谐主义。
目前，
主流法律理论就是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体
其基本的社会观念是，社会是生而平等
冲突主义，
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由独立的个体机械加总构
成的，
即社会是个人之和，
而不是独立的存在，
社会
中个人之间的利益主要是冲突的，社会组织（ 包括
国家） 的建立只不过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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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 世纪末，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霍布豪斯就指
① 对此，
出： “那些认为他‘造就了’他自己和他的生意的产业组织者们会发
现，
在他手边的全部社会制度都是预备好了的，如技术工人、机器、
市场、
治安与秩序———这些大量的机构与周边的氛围，是千百万人
与数十代人共同创造的结果。如果将这些社会因素全部去掉，我们
还不能像鲁滨逊·克鲁索（ Robinson Crusoe） 那样有破船上的什物
与他所获得的知识，
而只是以树根、
草果和鼠虫为生的裸体的野人。
‘赤裸裸而来’（ nudus intravi） 这句铭语应镌于成功者的墓上，但他
可增加一句说： ‘如果没有社会关系也将赤裸裸而去’（ sine sociis
nudus exirem） 。
”（ 伦钠德·霍布豪斯 . 社会正义要素［M］. 孔兆
2006： 108） 在当代，就连一些自由主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症，
义思想家、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者对此也予以承认，正如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布坎南所说： “无论比较富裕的人还是比较贫困的人，在与
都只能获得非常微薄的收入。个人的
社会交换体系隔绝的情况下，
‘自然天赋’与他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交换体系密切相关。任何人享
”“若没有社
有的几乎全部收入都源于由社会互动产生的合作剩余。
会、
法律和政治组织带来的利益，我们当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现在能
”（ 詹姆斯·M. 布坎南 . 宪法秩序的
在这里。我们会生存不下去。
2008： 268，
经济学与伦理学［M］. 朱泱，等，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326. ）

刘水林： 从个人权利到社会责任———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整体主义解释

不去履行这种职能，因为如果他不去履行，就会产
［3］

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

” 因此，
生对社会的危害。
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最

”除
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好规范就是社会责任。这种规范不仅在于化解冲

此之外，
第四章食品生产经营（ 第 27 条 － 56 条） 的

更重要的是促成和谐。
突，

内容基本都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如经

具体到食品安全法中，
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

营的食品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27 条） ； 不得生产经

市场经济社会，
一方面人们生活必需的食物几乎完

营有毒、
腐烂变质、
过期、
无标签食品（ 28 条） ； 健全

全依赖市场，即依赖于市场上的生产经营者的提

33
食品安全管理，符合良好生产规范要求（ 32 条、

供。另一方面，随着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食品的

条） ； 规定了标识和保证责任（ 41 条）

生产和经营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生产经营者行为愈

供商的审查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52 条） ； 对不符合

益社会化，
这意味着其影响愈益巨大，涉及的对象

安全标准的食品负有召回责任（ 53 条） 等。

具有不特定性（ 交易对象的不特定性） 和不确定（ 交

①，
服务平台提

从与上述内容相关的法律条文看，
除总则中的

易范围，以及与不同交易者交易量的不确定性） 。

第四章的有关内容虽
第 3 条明确宣称社会责任外，

这必然地导致，
一旦损害发生就非常巨大且难以估

没明确说是社会责任，但就责任受益对象讲，不论

仅依传统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的事后
量。对此，

是食品召回责任，还是标识和保证责任，以及服务

救济和惩罚的消极的“向后责任”范式，
不仅因有些

平台提供商的审查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都是要求

损害无法弥补（ 如“三鹿”事件导致的消费者对奶制

生产经营者采取积极措施，
防止存在安全隐患的食

品信用危机，从而致使奶制品消费量锐减，对整个

品流入市场，被众多消费者消费，从而防止大规模

因
奶制品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的损害难以估量，

其保护对象是不
的社会性损害的发生。不言而喻，

而也无法弥补） ，而且有时也因经营者的能力有限

—
—（ 既有的和潜在的，现实的和未
特定的多数人—

难以补偿（ 如“三鹿”事件中，
因损害儿童多，
治疗费

来的） 食品消费者； 从功能讲，
它们都主要是面对未

三鹿集团的资产不足以补偿） 。这意味着，
用巨大，

重在积极预防的责任。
来的、

既有的责任范式难以实现法律对个人利益以及社

第二，
生产经营者消极的过去性社会责任。这

明确现代社会中生产经
会利益的有效保护。可见，

种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法律责

营者及相关的公共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

98 条。从制裁方式看，
任”中的第 84 条及第 96、
其

申明其行为的社会性，让其承担含有积极的、向前

责任分为财产、
行为、
能力以及人身自由四种形式。

是现代社会经济法的必然
看的“预设的社会责任”，

财产责任主要包括罚金（ 虽然在食品安全法中没明

要求。

但第 98 条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理应包括罚
确规定，

（ 二） 实证性解释

金刑） 、
罚款、
没收财产（ 如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

就是各类法
社会责任体现在具体法律规定中，

设备、原料等物品） 、没收违法所得、多倍赔偿
具、

律关系主体承担的与其角色、
功能以及行为相符的

（ 第 96 条） ； 行为责任主要包括停止违法行为（ 如第

责任。在《食品安全法》中，
所有法律关系主体按角

86 － 88 条规定的责令停产停业） 、
责令改正； 能力责

色和功能划分都可归为： 食品生产经营者、政府食

（ 如 86 － 88 条规定的吊销许可
任主要是资格剥夺、

品安全监管部门、其他组织和个人四种，因而，《食

证） ； 人身自由责任仅在特别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发

品安全法》中社会责任的就是这四类主体承担的角

生后承担刑事责任时发生。

色责任。按社会责任的结构，
所有责任主体的社会

这些责任之所以是社会责任，
可以从两方面说

—
—积极的预设性社会
责任包括两方面： 第一责任—
—
—消极的过去责任。
责任和第二责任—
1. 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
第一，
生产经营者积极的预设性社会责任。这
种社会责任在我国《食品安全法》总则中体现在第 3
条，
即“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
法规和食品

并对这种责任在我国
① 有学者把这种责任归为民事责任，
《产品质量法》以及相关产品和食品质量和安全的法律、
法规中的历
史演化作了详细叙述。对此，
可参见： 王艳林 . 解蔽与重述： 中国食
品安全法民事责任评析［G］/ / 第六届中国经济法青年博士论坛论
2009 年 4 月 25 － 26 日。
文集： 《经济法中的责任》，
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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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行为的判定
明： 一方面从责任发生的根据—

一功能，
是由于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

标准看，
这些责任是行为人没有遵守《食品安全法》

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人的理性缺陷和局

有关食品安全标准、法律关于食品安全规范要求

限导致的有害后果愈益严重，
理性的缺陷使人们往

（ 如标识明确、
不能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有害物

往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为了自身利益而疏于顾及对

质、
产品召回） ，
因而对不特定的人存在潜在损害的

甚至故意损害他人。而理性的局限使
他人的损害，

可能。而不是违反约定义务或侵权的结果，因此，

人们即使想预防自身的有害行为的发生，
但由于智

这里的责任的发生，
不以对特定人利益的损害为前

识所限而难以做到。因而，
依法设立专门性的政府

提。另一方面从责任功能看，
这些责任虽也具有惩

公共组织，
或授权一些公共组织履行特定职能，利

罚功能，
但主要是通过惩罚达到预防。因而，惩罚

用组织中各种专业人才的智识，
制定特定的行为规

是手段性功能，
而预防是目的性功能。而传统公法

范和标准，
指引、
监督、
约束人们的行为促成好的结

责任范式①的主要功能在于惩罚，预防只是一种反

果的发生和避免坏的后果的发生在现代社会尤为

射性或附带性结果或功能。

也是现代社会法、
经济法的普遍做法。
必要，

2. 政府监管机关的社会责任
政府监管机关的预设性社会责任。这种
第一，

第二，
政府监管机关消极的过去性社会责任。
这种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法律责

责任在《食品安全法》的总则中有 3 条规定，
即第 4、

94、
95、
98 条中。其责任形式从制裁方
任”的第 93、

5、
6 条。其中，
除第 6 条明确宣示： “县级以上卫生

式看，
主要是精神与能力责任，
包括给予警告、
行政

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
行政、

降级、
开除、
撤职） 、
引咎辞职、
资格剥
处分（ 记大过、

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

夺（ 如第 93 条 规 定 的 撤 销 该 检 验 机 构 的 检 验 资

5
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外，第 4、

格） ； 另外，
还有财产责任（ 只在第 94 条规定“没收

条是关于各监管机关的职责规定。其中第 4 条规

违法所得”） 和人身自由责任（ 仅在特别严重危害社

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在国务院专门设立食品安
定，

会行为发生后承担刑事责任（ 第 98 条） 时发生） 。

全委员会，
同时对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务院质

这些责任与传统的行政责任相似，
但不是行政

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量监督、

责任而是社会责任，对此可以从两方面说明： 一方

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职责及相互协调作了规定；

面从责任发生的根据看，
这些责任并不是因行政行

第 5 条规定了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食品安全

为对相对人造成了损害，
而是行为人违反积极的社

除第七章外，
监管中的职责以及分工和协调； 另外，

在《食品安全法》中就是没履行法定监管职
会责任，

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多数内容都是政府监管机关的

责或者滥用职权（ 如食品检验机构、食品检验人员

职责规定，
按前述有关职责和责任的观点，职责中
含有责任，或者说从一定角度看职责就是一种责
任，
即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监
测和评估、
制定食品安全标准、
做好食品检验、
处置
食品安全事故以及日常监督管理。
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作为公共组织，
其设
立的目的决定了这种责任不是对特定个体的责任，
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责任，因此，这些实则是对
政府机关社会责任的规定。
与其它形式的私人主体相比，
政府监管机关积
极的预设性社会责任既有产生好的结果的“建设性
责任”，也 有 致 力 于 避 免 坏 的 结 果 的“保 护 性 责
［4］②

任”

，
而私主体的预设性社会责任主要是“保护

性责任”。之所以在监管机关的社会责任中预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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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私法责任范式，
是以受害人为中心建立的，其主要功能是

补救受害人，
使受害人恢复到损害行为没有发生以前的状态，即在
于修复，
因而，
在其后的责任追究中受害人具有重要的关键作用。
公法范式中的刑事责任，主要是以行为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其主
要功能在于惩罚违法行为，因而，在事后责任追究中受害人的作用
并不重要。而行政责任，
是以行政行为的作出者———行政机关为中
心建立起来的，
主要功能在于惩罚，以防止权力滥用给公民造成损
害。其事后责任追究，
主要以行政机关为主，受害的行政行为相对
人起辅助作用。而社会责任范式，同时考虑到行为人和受害人，其
功能不仅注重事先预防，也关注事后补救，因而，惩罚、补偿等救济
手段并用。其事后责任的追究，
在既发挥公共执法机关执法的专业
优势的同时，
也利用私人易于发现违法行为的信息优势。
②

不过笔者认为对凯恩的观点有必要梢作修改，即“保护性

责任”与“预防性责任”虽都在于避免坏的后果的发生，但“保护性
责任”在于行为者积极采取行动，防止他人的致害行为，而“预防性
责任”则是积极采取行动防止自身有害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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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承

法的行为，
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

担食品检验职责的机构向消费者推荐食品） ，这种

”这一规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不履行法定监管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并不对行政

定既是权利，又是责任。作为权利，是因为任何组

其行为本身也不产生食品安全隐
相对人造成损害，

食品安全最终都直
织和个人都是构成社会的成员，

—
—生产经营者
患或食品损害，
只是没能防止他人—

接或间接关系到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因而，任

造成的安全隐患或损害的发生。另一方面从责任

何人都有权利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之所以说

功能看，
这种责任具有惩罚功能，但目的在于促使

又是责任，
是因为，这条规定针对的是没有直接受

责任人履行监管职责，
从而防止有安全隐患的食品

到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损害的主体，
不论是举报食

进入市场，
保护社会成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可见

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
还是对食品安全监督提

其真正的责任对象是所有的社会成员，
而不是特定

出意见和建议，
直接维护的主要是社会整体利益而

的人。

不是自己的利益。因而，
这种举报以及提出意见和

3. 社会团体的社会责任

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责任。
建议与其说是权利，

第一，
社会团体的预设性社会责任。这种责任

这里的社会责任基于主体的社会成会员身份

在《食品安全法》总则性规定中只有 1 条，即第 7

所享有的社会性权利，是权利性社会责任，即使没

条： “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
引导食品生

有履行，
也不会不造成社会损害。加之，对生产经

产经营者依法生产经营，
推动行业诚信建设，
宣传、

营者的违法行为的发现及对食品监管提出意见和

”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建议具有一定的或然性，
人们是否履行这一责任难

具体内容规定于第 54 条第 2 款： “食品安全监

因而，也就不会产生具有制裁性的第二社
以判断，

督管理部门或者承担食品检验职责的机构、
食品行

会责任。而前两类主体的社会责任，
或基于其行为

业协会、
消费者协会不得以广告或者其他形式向消

的社会性所具有的潜在的社会损害性，
或基于作为

”与第 55 条：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
费者推荐食品。

因
公共部门的职责。其不履行会给社会造成损害，

织、
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

而，
当没履行第一责任时，
要承担第二责任。

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
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
连带责任。

在食品安全法律中，
以上四类主体包括了社会
上所有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人（ 自然人和法人） ，

这种社会责任是向前的预期责任中的保护性

因而，
社会责任从第一责任讲，意味着是人人对人

这种责任的根据不仅在于这些主体利用了消
责任，

可以说现代法治社会是人人责任① 的社
人的责任，

并直接从生产
费者对其权威的信赖而促成了交易，

或者说是一个责任社会。
会，

经营者处获得了利益，
而且更在于其作为具有一定
公共性的专业组织，从社会上获得了一定资源，其
职责在于维护公共安全，因而，按得失平衡的正义
原则，
其理应承担这一社会责任。
第二，
社会团体消极的过去性社会责任。这种

三、
客体的视角： 社会责任是人人在社会秩序
建构中的责任
（ 一） 规范性阐释
社会看作为有
如上所述，以整体主义观念看，

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 94 条第 2 款中。

机整体，
即是由变化着的、
处于不同领域的、
扮演不

其责任形式从制裁方式看，主要是精神与能力责

具有不同智识和功能的个体构成的有机整
同角色、

任，
包括给予行政处分（ 记大过、
降级、
撤职） 和财产

体。社会不是闭锁的定在个体的简单相加，
而是开

责任（ 没收违法所得） 。这种责任不仅因为对众多
更因为滥用了社会公众的
食品消费者造成了损害，
信赖。
4. 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
这种责任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 10 条： 即“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

①

以整体主义看现代法治社会，不论是政府权力，还是个人

权利，
都是缘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授予和赋予的。因而，不仅政府
作为公共部门，
其权力（ 职权） 因负有社会责任而不得滥用，而且政
府是责任政府，
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其权利也因负有社会责任而不
能滥用，
个人也是责任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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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 法 学

放的流变着的个体不断同构地生成的结构性网络

一个个体成员需求和意欲的，
又能同时在一定程度

关系状态及运作秩序。这意味着，对于个体，社会

上给予这些需求和意欲予以满足的“存在”。具有

并没有起点，每个个体都是中途融入社会的，每个

不可分性、
受益的不可排他性、受益的开放性及受

个体在被社会化的同时参与着社会的建构； 个体与

［5］
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和广泛性等特性 。

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是有机依存关系，
但又相对独

最后，
从形成过程的角度看。它既是具有不同

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社会是独立于个体的存

功能的各类主体，
在一定价值共识下遵循一定的社

在，
是 本 体 论 意 义 上 的 社 会。从 法 律 角 度，按 主

会规范互动逐渐形成的结果，同时，它又检验着既

体—客体思维范式，从其对主体的意义来讲，社会

有的社会规范并塑造着新的社会规范，
从而促使其

就像财产、
身体、
行为等传统法律中的行为客体、
责

自身向更优的关系状态演变。由于人的智识和社

任客体和保护的客体一样，是所有人获取其生存、

会规范都是累积形成的，因而，社会这一网络关系

发展以及利益的基础，因而，可以作为法律保护和

状态也是历史的生成的，
而不是当下的人在一夜之

—
—客体。作为一种新
法律责任的直接指向对象—

间建立的。

—
—财产、
型的客体，它不同于传统法律上的客体—

从以上四点不难看出，
社会作为网状结构关系

人身、
行为（ 属于具体的特定个体行为） ，并具有以

作为整体利益的承载体，
其生成过程的特性，
以
体，

下特征：

及影响其优劣的因素说明： 它既不是单个行为的结

首先，从存在形式的角度看。它是由流变着

果，
也不是同一类型或相同角色（ 具有相同功能） 的

扮演不同社会角色、具有不同功能无数主体互
的、

而是处于一定社会结构中具
主体双边行为的结果，

简称网状结构
动形成的一种结构性网络关系状态，

有不同功能的各类主体性行为互动的结果。其优

关系体。这意味着，
任何个体的行为虽然可以影响

劣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依人的智知（ 人的规范性知

这种状态，
且个体因角色、能力不同其影响的程度

识、
科学知识和思维能力的综合） 的累积，
以及所制

但任何个体不能在短期内根本上决定这种
也不同，

定标准的科学性和行为规范的合理性对人的行为

关系状态； 而个体的能力及行为是变化的，
因而，
作

任何人不仅
予以约束而人为地建构而变化。因而，

为法律保护客体和责任客体的社会是相对动态的、

都负有不损害其所处的良好关系状态的消极责任，

不确定的。而不像财产、身体、个体的特定行为那

也负有利用自己的智识，
促进社会规范的科学与合

样是相对静态的、
确定的。这意味着，
其作为客体，

理，
并遵循之，
以建构更优的关系状态的积极责任。

虽是一个既存的在者，
但不是定在者。

具体到《食品安全法》中，
作为整体利益载体的

其次，
从价值评价的角度看。社会作为一种关

亦即食品安全法保护的客体和责任的客体就
客体，

系状态，
其是否对处于其中的所有主体有益，即对

是由食品生产经营者、政府监管机关、广告及交易

其价值评价，既与一定社会的社会观念、文化传统

平台提供商、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以及个人各自

有关，
又与其社会发展状况、政治经济体制和人们

按法律规范和标准的要求从事生产经营、
监管及社

的认识水平有关。这意味着，
社会的形成既具有一

会监督而形成的没有食品安全隐患的状态，
简称食

定的社会客观性，又具有很强的主观的人为建构

品安全秩序。这种状态或秩序会随着安全标准的

性。因而，
社会的优劣，既与对以往经验证明的有

不断科学化和行为规范的不断完善，
以及政府监管

也与当下人们对理想状态的不
益状态的确认有关，

食品
和社会监督制度完善而愈益理想。这意味着，

断追求的建构有关。

安全秩序的建构的核心就是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和

再次，
从其承载的利益角度看。作为法律保护

规范的建构，以及被各类主体有效地遵守。因而，

和法律责任的客体，总是承载着一定的利益，即法

各类主体在食品安全秩序建构中的责任就是遵守

律上的客体都是一定利益的载体。社会这种关系

和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和行为规范的责任。

状态，
作为客体所承载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它不是

（ 二） 实证性解释

而是在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形
个体利益的加总，

具体到《食品安全
按上述规范性分析的结论，

成的，
独立于个体但又为共时地处于该社会中的每

法》中，
所有责任主体在食品安全秩序建构中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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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从对秩序的影响结果看包括两方面： 一是不侵害

责任是行为人违反第一责任，
即没做分内应做之事

食品安全秩序（ 消极的维护既有秩序） 的责任。二

的结果，
在食品安全法中就是违反有关食品安全标

是促进食品安全秩序完善（ 积极的构建新秩序） 的

准及有关食品安全规范要求。这种违法产生了具

①
责任。

有安全隐患的食品，直接损害了食品安全秩序，而

1. 消极的责任

不是损害了特定主体的财产、
人身或对其有益的行

食品安全秩序建构中的消极的责任，
包括第一

为等权利保护的客体，
因此，
这里的责任的发生，
不

责，
即与食品安全秩序相关的主体遵守既有的与其

以有无受害人为前提。就是说，
只要从事了食品安

角色和功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标准的责任，
以及

全法禁止的行为，
即使没有受害人，
也要承担责任，

第二责任，即因没履行第一责任而产生的第二责

如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未经许可从事食品

—
—法律课责。这种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是经营
任—

生产经营活动或生产食品添加剂，
即使还没进入消

者、
政府监管机关、中间商和社会组织（ 行业协会、

费领域，
还没产生一点实际的社会损害，也不能免

消费者协会） ，
这是因为，
这些主体的不法行为对食

②
其责任。第 96 条第 2 款的规定就说明了这一点。

品安全秩序具有直接损害。
第一，
对生产经营者，第一责任的有关规定在

第二，
对政府监管机关，
第一责任规定于《食品
5、
6 条。其
安全法》的总则中有 3 条规定，即第 4、

本文第二部分已经说明，与之相比，这里的范围稍
窄，
主要包括《食品安全法》总则第 3 条的前半部
即“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
法规和食品
分，
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及第四章食品

①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的积极责任与消极责任是从对秩序的

影响后果的角度来说的，与从对责任人的行为要求，即从责任的实
现是否需责任人积极行动的角度所讲的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有所

生产经营（ 第 27 条 － 56 条） 的一些内容，
如经营的

不同。从秩序后果角度比从行为要求角度所说的积极责任的范围

食品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27 条） ； 不得生产经营有

相应地其消极责任的范围则广。因而，第一责任从行为要求
要窄，

腐烂变质、
过期、
无标签食品（ 28 条） ； 健全食品
毒、
33 条） ；
安全管理，符合良好生产规范要求（ 32 条、
标识和保证责任（ 41 条） ，
服务平台提供商的审查和
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52 条） ； 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负有召回责任（ 53 条） 等。
从这些责任指向的客体看，
这些责任的实质是
要求生产经营者按其在秩序结构中的角色根据相
应的行为规范或标准做分内之事，因为，食品安全
秩序的形成，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按食
品安全标准和规范要求从事活动。这种责任要求
经营者积极行动，但从结果或目的看，却旨在消极
其主要指向既
地防止既有安全秩序被破坏。因而，
有的食品安全秩序。
第二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法
律责任”的第 84 － 89 及 96 条中。其责任形式从制
裁方式看，
主要包括： 财产责任，
如罚款、
没收财产、
多倍赔偿（ 96 条规定的 10 倍赔偿） ； 行为责任，
如停
止违法行为、责令改正； 能力责任（ 主要是资格剥
夺，
如吊销许可证） 。
这些责任从保护客体来说，
就是安全秩序。从
—
—违法行为的判定标准看，
责任发生的根据—
这些

将都是积极责任，
而从秩序后果看，
第一责任中有些为消极责任，即
从秩序后果看的消极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
②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 96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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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法学界通说，
其中第一款是补偿性损害赔偿，而第二
的赔偿金。
款通常被称为“惩罚性赔偿”———一种兼具公法和私法责任的属
性，
即惩罚和补偿的属性的责任形式。这种学说是公法责任范式和
民法的责任范式机械结合的结果，主要以公法的行为人为中心范
式，
从对行为人的功能（ 惩罚、
遏制） 影响，
以及以民法的受害人为中
心的范式，
从对受害者的功能（ 补偿） 影响看问题。依笔者看这种分
即损害的确定性、违法者的所得与受害者的收
析暗含着三个假定，
益相等以及所有受害者都会起诉并获得足额补偿。只有如此，才可
说由于赔偿金额高于受害者的损失，因而，对受害者来说得到补偿
而有余，
而对违法者来说则是惩罚。其实，这种责任主要是一种社
会责任，
因为，
按整体主义观念，
违法者不仅违反了对特定主体———
原告的法定、
约定义务或侵犯了原告的权利造成了损害，而且对社
会交易和安全秩序造成了破坏。因而，通常对特定原告的损害，远
远低于社会的损害，
也低于违法者的违法所得。这意味着，从被告
角度讲，
多倍于特定原告的损害赔偿未必就是对违法者———被告的
惩罚（ 到底是不是惩罚因为社会损害难以侧度，主要应从违法者的
如果大于违法所得就是惩罚，
否则就不是惩罚） 。从对整
所得来看，
个社会来说，
这种责任旨在遏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即从客体讲是
对社会秩序责任，
从原告的角度来讲，
从这种责任所获得的利益，主
要是社会的激励性报偿，
即社会对个体作为“私人检察官”通过诉讼
维护了社会秩序这种行为给予的超过其诉讼成本的报酬。同时，从
责任的基础看，
这一责任源于经营者生产或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
而不在于第一款的实际赔偿的根据———“造成人身、财产
或者其他损害”。并且“价款”虽与损害有关，甚至是损害的一部
分，
但并不等于损害，
因而，
依笔者看“价款”在此只有计算责任量的
标准意义，
而与损害无关。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与其说第 96 条第 2
款的这种规定是一种责任形式，
还不如说是现代法中一种实现社会
责任的激励机制。（ 详细论述可参见： 刘水林 . 论民法的“惩罚性赔
偿”与经济法的“激励性报偿”［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2009： （ 4） . ）
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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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内容是关于各监管机关的职责规定，
以及要

律责任”的第 94 条第 2 款中。其责任形式从制裁

各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

方式看，
主要包括行政处分（ 记大过、
降级、
撤职） 和

自职责分工，
依法行使职权，
承担责任。另外，
除第

财产责任（ 没收违法所得） 。这种责任的产生不仅

从第二章到第八章的多数内容都是政府监
七章外，

更在于滥用了
在于对众多食品消费者造成了损害，

管机关的职责的具体化规定。主要包括对食品安

社会公众的信赖，
破坏了以信赖为基础的食品安全

全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做好食品检验、处置食品

秩序，
因而，
这种责任的产生有时并不一定以实际

安全事故以及日常监督管理。

损害的发生为必要。

这些责任的实质是要求政府监管机关按其在

2. 积极的责任

秩序结构中的角色履行职责，因为，食品安全秩序

食品安全秩序的优劣，
从宏观上取决于食品安

从监管角度，
需要不同部门相互配合，
只有
的形成，

全标准是否科学合理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及规范被

各部门履行职责，才能减少食品安全隐患，维护较

而科学合理的标准及遵守依赖于充分
遵守的状况，

好的食品安全秩序。因此，
这些职责实则是政府监

的信息，
这些信息主要源于监管和社会监督、
建议。

管机关维护食品安全秩序的责任。

因而，
各类主体在食品安全秩序建构中的积极的责

第二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法

即通过监管、社会监督和建议不断完善这些标
任，

94、
95 条中。其责任形式从制裁
律责任”的第 93、

准和规范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承担者是所有主体，

主要是精神与能力责任，
包括给予警告、
行
方式看，

其中监管机关和社团组织作为责任主体，
是由其性

政处分（ 记大过、
降级、
开除、
撤职） 、
引咎辞职、
资格

质和设立的目的决定的，
个体（ 个人和经营者） 作为

剥夺（ 如第 93 条规定的撤销该检验机构的检验资

则因为所有的个体都从良好的食品安全
责任主体，

格） 。

秩序中直接受益。

这些责任的产生并不是因没履行职责对相对

第一，
政府监管机关的责任，
主要体现在《食品

人造成了损害，
而是没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或者滥用

安全法》第 2 章“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中的第

食品检验人员出具虚假检
职权（ 如食品检验机构、

13、
15、
16、
17 条，
以及第 18 条和 53 条第 2 款。其主

验报告，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承担食品检验

要内容是： 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 第 13 条） ，

职责的机构向消费者推荐食品） ，这种不履行法定

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并提供有关信息和

监管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本身也不产生食品安全

资料（ 第 15 条） ，
并依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制

隐患或 对 食 品 消 费 者 的 损 害，只 是 没 能 防 止 他

修订食品安全标准使之科学合理并对食品安全
定、

—
—生产经营者造成的安全隐患和损害的发生，
人—

18 条） 、
实施监督管理（ 第 16、
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警

使食品安全秩序遭到破坏。

示并予以公布（ 第 17 条） ，农业行政部门对农业投

第三，
对社会团体，第一责任在《食品安全法》
总则性规定中只有 1 条，
即第 7 条： “食品行业协会

入品使用的管理和指导，
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的安
全使用制度（ 53 条第 2 款） 。

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具体内容规定于第 54 条

第二，
社会团体的责任，
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

第 2 款和第 55 条。社会团体作为具有一定公共性

10 条。主要内容是： 食品行业协会
法》总则的第 7、

的专业组织，
其产生和发展依赖于从社会上获得资

应当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生产经营，
推动行业

源，
其设立目的，就是为了从特定方面保护整体利

诚信建设，
宣传、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第 7 条） ，
以及

益，
因而其职责就是维护有利于整体利益实现的社

举报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和对食品安全监督

会秩序，
在食品安全中，就是对维护食品安全秩序

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负责。
第二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法

42

第三，
个人的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
总则的第 10 条，即任何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

刘水林： 从个人权利到社会责任———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整体主义解释

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
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

了保证社会责任的实现，
现代经济社会法设计了两

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

种实现机制，
即公共执行实现机制和私人执行实现

议。

机制，
并通过授权使各种主体在不同实现机制中发
第四，
生产经营者的责任，
主要体现在《食品安

促使执行机制的良性运行。
挥其智识和信息优势，

32、
33 条，
全法》总则的第 9、
主要内容是： 国家鼓励

1. 公共执行实现机制

和支持生产经营者开展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基础研

社会责任的公共执行实现，
即由法律授权的公

究和应用研究，
以及为提高食品安全水平采用先进

共机关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对侵犯社会利益

技术和先进管理规范（ 第 9 条） ，
建立健全本单位的

的违法行为采取的行动而实现。包括公共机关对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加强对职工食品安全知识的培

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者处以罚款或命令违法

配备专职或者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 第 32
训，

公
者停止某一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特定违法行为，

条） ，
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第 33 条） 。

保证
共机关甚至也可以通过发动诉讼来执行法律，

这种责任有两个特性： 一是，这一责任既是权
利，
又是责任。对监管机关来说，由于这种责任是

社会责任的实现。
这一实现机制的设立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

因而，
具有职权、
权利属性。而对于社团组
其职责，

我们知道，
现代社会是高度社会化的发达的市场经

织及个体来说，作为权利，是因为任何组织和个人

济社会，
社会分工细化、生产大规模化以及科学技

食品安全最终都直接或间接
都是构成社会的成员，

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不仅使个人更加社会化，

关系到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因而，任何人都有

社会更加有机整体化，
从而使个人的行为的外部性

权利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之所以说又是责任，

或社会影响增强，而且使社会关系愈益复杂化，对

是因为，
这条规定针对的是没有直接受到不符合安

个体行为社会影响的认知愈益困难，
从而对个人行

不论是举报食品生产经营
全标准食品损害的主体，

为社会影响的准确认识需要专业的知识和经验累

者的违法行为，
还是对食品安全监督提出意见和建

积。因而，
依法设立专门的公共机关，授予一定的

直接维护的主要是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自己的
议，

司法权（ 通常称为准立法权、
准司法权） 和执
立法、

利益。因而，
这种举报以及提出意见和建议与其说

法权，
利用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制定特定领域的

是权利，
还不如说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二是，这种

标准和行为规范并监督执行，
不仅可以使各类主体

责任一般没有第一责任与第二责任之分。因为，
这

知道在其所处领域的社会活动中自己角色的社会

也不会造成对既有安全秩序
种责任即使没有履行，

以及准司
责任是什么（ 第一责任） ，而且通过执法，

的损害。加之，
标准的科学性程度以及规范的合理

法活动，
通过对不履行第一社会责任行为的制裁使

对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
化程度本身难以确切界定，

社会责任得以实现。

为的发现及对食品监管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具有

这一机制设立的目的及特性（ 专业性） 决定了

一定的或然性，因而，要求承担具有制裁性的第二

主要体
其在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

社会责任，
既不科学，
也不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现在两方面： ①

四、
责任实现的视角： 社会责任是人人作为社
会一员都可追究的责任

第一，
在获取有关主体承担社会责任的信息方
面，
公共机关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主要有两个原
因： （ 1） 社会经济领域的法律，具有高度的专业性，

（ 一） 规范性阐释

有的含有复杂的技术标准，
因此，
对于一般人来说，

社会责任的实现固然有依赖于各类主体自觉

理解其相关的技术框架和复杂的技术标准是非常

地履行，
但经验证明，由于人的理性固有的缺陷和
有限性，
往往导致社会责任不能得以有效履行。为

①

这从反垄断法的执法机制也可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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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所以，除非直接受到损害，一般人既不容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公共选择理论”说明，

易、
也没激励获取有关主体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违

人类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完美的组织及制度，而且，

法行为的信息，
即难以获得有关主体没有履行社会

公共组织中的人也是理性人，
公共组织的行为未必

特别是一些具有潜在危害还没造成实
责任的信息，

为了使有责任者承
就一定是为了公共利益。因而，

际损害的行为，
如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生产所使用的

担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设立专门的公共

原料、
添加剂是否符合安全标准，
从事食品、
食品添

组织执法固然必要，
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使有责任

加剂或餐饮业的经营者是否具有经营许可证，
食品

者的责任得以履行。还必须以私人执行实现机制

检验报告是否虚假等。（ 2） 重大社会性致害行为主

作为补充。同时，
私人执行机制对于社会责任的实

要发生在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的大企业、
政府监管

现不仅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机关或授权的具有公共职能的组织（ 如卫生检疫、

两方面：

质量检测等机构） ，
因而，
大企业和政府相关执法机

第一，
社会责任的私人执行对不履行社会责任

关社会责任重大，
它们不仅易于以合法的外衣掩盖

的违法行为具有明显的威慑效应。这种威慑体现

违法的信息，
也拥有各种手段防止人们获取它们违

在社会经济法中主要就是通过民事诉讼，
要求违法

即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
法的信息，

即通常被称之
者承担损害赔偿。特别是多倍赔偿，

第二，
在实施法律的威慑实现社会责任方面，

为“惩罚性赔偿”，
如《美国反垄断法》规定的 3 倍赔

公共机关具有私人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知道，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两倍赔偿及
偿，

法律的实施，
即责任的实现必须以一定限度的威慑

《食品安全法》规定的 10 倍赔偿，其结果往往使违

威慑力主要源于在立法中法律赋
力的存在为基础，

因而，
对违法者，
亦即不承担社会责
法者得不偿失，

予一定主体的可资使用的制裁措施。在现代社会

任者具有极大的威慑效应。

法律的专业技术性使这些制裁措施的制
经济法中，

第二，
社会责任的私人执行可以为进一步的社

定与使用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专门的公共执法机关

会责任的公共执行提供有关违法或不履行社会责

（ 各种委员会制组织，
如我国《食品安全法》设立的

任的信息，
从而克服公共执行因信息不足而难以发

“食品安全委员会”） 以行政制裁方式实施。这就使

动的困难。这是由于相对于公共执法机关，
私人在

公共机关不仅可以使用有关法律所规定的制裁措

获得违法行为的信息方面具有三点优势： （ 1） 私人

施，
强制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并且可以自己创设

主体人数众多，分布广泛，有可能发现在社会各个

以实现法律责任。
制裁性规范，

角落所发生的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行为。而

正因为公共实施机制在社会责任实现中的重

公共主体人数有限，受时空限制，获得信息的范围

因而在现代社会经济法律中，国家都通过
要地位，

有限。所 以，只 能 有 选 择 地 重 点 关 注 某 些 领 域。

授权已有的公共机关或设立专门公共机关执行法

（ 2） 在有机社会里，
一些行为虽主要损害的是社会

律，
促使各类主体履行社会责任。

但往往也有私人主体直接受到损害，因
整体利益，

2. 私人执行实现机制

而，
私人主体对有些违法行为的信息十分敏感，容

社会责任的私人执行实现，
即由私人发动法律

于察觉，
因而，
获得特定违法信息的成本很低。（ 3）

的执行，
从而使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私人参与社会

私人主体能够保障某些违法信息被充分地利用于

经济法的执行有多种途径，
除了其各自自觉遵守法

实现社会责任。这是因为，
某些没有履行社会责任

律，
不从事违法行为，
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外，
还可

的违法行为，常常给众多的个人造成损害，违法者

以通过介入司法和执法，
即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和

要“俘获”所有受害者，
既无获取所有受害者信息的

向执法机关举报违法行为，
促使没自觉履行社会责

可能，
经济上也不可行。因而，违法的信息总会因

任者履行社会责任。

一些个人的诉讼或举报而被暴露。同时，
私人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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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往往受到损害，
因而，
为了自身利益，
私人有充分

法行为而发动执行机制。我国《食品安全法》第 8

利用掌握的违法信息，
利用诉讼或举报获得救济的

章“监督管理”（ 第 76 － 83 条） 就是有关公共机关发

激励。私人的这种行动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同时也

动这一机制，实施法律的规定。但正如前述所言，

迫使违法
遏制了违法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

由于公共机关人力、资源所限，以及人性缺陷导致

者承担社会责任。

的怠惰和被“俘虏”的可能。公共执行机制还可通

正因为私人执行实现机制在社会经济法的实

过私人告发而发动。这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只

施并进而在促使各类主体承担社会责任上具有以

在两条中作了部分规定，即第 10 条前半部分规定

上独特的价值，
因而，
世界各国在社会经济法领域，

的：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

都利用司法机制通过授予私人诉讼请求赔偿，
或申

违反本法的行为”，
以及第 80 条前半部分规定的：

以及利用行政机制
请禁令（ 停止违法行为） 的权利，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
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

来防止危
赋予私人直接向公共执法机关的举报权，

投诉、
举报，
对属于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接到咨询、

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行为的发生，
保障社会责任

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受理，并及时进行答复、核实、

的履行。在社会责任的私人实现机制中，
私人诉讼

”
处理。

机制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这里的私人包括自然人和私法人，因而，

可见，
在《食品安全法》的公共执行机制中，虽
然是以相关监管机关依职权的主动执法为主导，
但

这里的两种执行机制，
从主体讲涵盖了所有的法律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论是作为社会一员，还是作

关系主体，因而，社会责任，从实现的角度讲，是人

为良好食品安全秩序的受益者或不良食品安全秩

人都有权追究的责任。

以实现对违法者
序的受害者都有权参与启动执法，

（ 二） 实证性解释
《食品安全法》作为社会经济法，
其社会责任的

社会责任的追究。
2. 私人诉讼机制

实现，
或者说对违法行为的制裁，也主要通过以公

社会经济法中的私人执行机制主要是司法的

以及以私人执行为
共执行为主导的行政执法机制，

私人诉讼机制，从形式上看与传统的民事诉讼相

主导的诉讼机制。

同，
通常在立法和法学研究中也被称为民事诉讼，

1. 公共执法机制

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授予私人受害者或利益受影响

社会经济法中的公共执法机制虽从形式上看

者以诉权，
利用私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或停止违

通常也被法学界认为
与传统的行政执法机制相同，

法行为之诉，实施法律，遏制违法行为。也有一些

属于行政执法，
但笔者认为最多属于公法社会法化

国家，
授权特定的公共机构代表受害的众多个体提

与传统公法只是形相同而质不同。其执法
的产物，

① 我国《食品安全法》
在司法实施
起民事赔偿之诉。

机关设立的目的在于就某一专门领域作为社会整

机制中，
没有授予公共机关提起民事赔偿的诉权，

体的代表，
授权其利用专门知识，发觉在所处领域

因而，
只有私人诉讼机制，
具体规定于第 96 条： “违

扩张社会整体利益的秩序构建中各类主体的社会

反本法规定，
造成人身、
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
依法

责任，
并予以规范化，
促使人们履行，
积极地直接促

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

进和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因而，
这种新型的执法机
关是能动者，它具有准立法、准司法和执法功能。
而传统公法中的行政机关主要是执行机构，
其主要
功能是执法。
公共执行机关设置的目的和功能决定了在公
共执行机制中，
公共机关主要是以依职权的查处违

①

在美国《谢尔曼法》第 7 条 A 和《克莱顿法》第 4 条 A 中明

文规定，
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代表美国向美国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可以请求停止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行为，
或要求行为人赔偿其对美
国造成的损害。法国竞争法，即第 86———1243 号命令第 36 条第 2
款，
也规定，
在存在歧视、
拒卖及搭售的场合，证明有利害关系之人、
检察官、
经济部长或竞争审议委员会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民事或商事
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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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

能受到了不利影响，与实际损害大小无关，所受损

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

害只是责任计量的标准。同时，
既然个人对社会的

”
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利益做出了超出了其应作的贡献，
因而获得报偿并

就这一规定看，第一款与民事诉讼并无差别，
但第二款规定笔者认为其与民事诉讼机制只是形
相同而质不同，
这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说明。
第一，
从私人诉权及诉讼资格的取得条件看。

无不当 。
第四，
从制度设计目的看。标准民事诉讼制度
设计目的，
在于给受害的个人提供救济途径，使个
人的权利得以维护。而社会经济法中的这一制度

标准的民事诉权的取得一般是以私人主体的私法

设计目的，
在于利用私人掌握的侵害社会利益的违

权利受到他人行为的实际损害为条件的，
即只有权

法行为的信息，利用理性人对利益追求的本性，激

利受到实际损害的主体才有资格提起诉讼。而社

励私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对社会整体

私人提
会经济法中的私人诉讼资格（ 诉权） 的获得，

以社会经济法的整体主义
利益的保护。这意味着，

起的公益性诉讼自不待言（ 我国《食品安全法》中并

观念来反思依据《食品安全法》第 96 条第 2 款和

无规定） ，
即使非公益性诉讼，
已出现了并不以权利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中提起“民事的诉

只要其利益基础受到威胁或
的实际受损害为前提，

“王海”式的专业打假者作为原告适格就应被
讼”，

者说受到影响，即使没有实际损害，也可以提起诉

肯定，
在一定意义上，
正是“王海”诉讼才使多倍赔

讼。以此观念来理解《食品安全法》第 96 条第 2 款

偿制度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否则，这一制度就没有

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
就不能仅仅

多大意义。

指为个人或者家庭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

通过对上述两种机制的分析，虽然在我国《食

而应指一切不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消费品购买
人，

品安全法》的实现机制中一些规定还不完善，
如没

者。

没有公共机关代表受
有私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
第二，
从私人发动诉讼的动因看。标准的民事

害人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但在一定程度上，分别

诉讼目的，一般是权利（ 利益） 受到损害的人 （ 原

—
—食品监管机关和私人（ 个人和私
授予公共组织—

告） ，
通过诉讼使自己受到的损害得到补偿或使权

法人组织） ，即所有法律主体启动执法和司法机制

利恢复到未被侵害前的状态。而社会经济法中的

的权利。可见，
社会责任是人人都可追究的责任。

私人诉讼，
有的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如私人提起

总结本文的论证思考，笔者旨在说明： “三鹿”

的公益诉讼，有的则是为了从诉讼中获得收益，而

事件的爆发，
固然与既有法律监管制度和责任制度

不仅仅是补偿自己所受损害。否则，
就会缺乏诉讼

存在漏洞与缺陷有关，
但更根本的是缺乏预防社会

这也是多倍赔偿制度在社会经济法中被广泛
动因，

性损害的法律意识及以此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因

应用的原因。

而，
对“三鹿”这种社会性损害事件及其催生的社会

第三，
从私人诉讼获得利益的基础看。标准的

—
—《食品安全法》，
就不能仅仅以既有
经济性法律—

民事诉讼，
原告从诉讼中获得利益的基础是自己权

的个人主义法律观念来反思和解读，
而主要应以社

利受到的实际损害，一般来说，从诉讼中获得的与

会的整体主义观念来反思和解读。

所受到的实际损害相等，
只是使自己所受损失得到

以整体主义观念思考，
在高度社会化的现代市

补偿。因而通过诉讼，获得超过其损害的补偿，就

场经济社会，社会犹如一个有机整体。这意味着，

是不当得利。而社会经济法中的私人诉讼，
原告从

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利益的获取不仅取决于个

诉讼中获得利益的基础是被告侵害了社会整体利

人的努力，
更与其所处社会有关，
而且，
随着社会发

—
—某种公共秩序，
益的载体—
如食品安全法中的食

展，
社会因素所占的权重将越来越大。同时还意味

品安全，
处于其中的个体利益因此而直接受到或可

着，
个体，
特别是从事大规模生产经营的厂商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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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势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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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dividual Rights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Holistic Consideration of the Food Security Act of the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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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School，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legal concepts and legal institution that have experienced the notorious Sanlu
poisonous milk event and the birth of the Food Safety Act of the PRC with a holistic view，one can find that the
greatest evolution is that they have transformed from individual rights orientation to individual’s accountable to
society. As a legal responsibility，social responsibility embraces not only the positive and supposed“forwardplanning responsibility”but also the negative and retrospective“past liability”tending to punish the undesirable acts that have done. The essence lies in that any and all people are subject to the responsibilit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rder and any and all people may seek to investigate and affix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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