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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人为本 ”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为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经济法的主体可以

概括为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消费者是经济法主体的核心。消费者的保护需要经济法 ,经济法是消费者保护的

主要法律部门。我国应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 ,构造经济法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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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人为本 ”理念与经济法的创新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一切社会经济发展活动

为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全面发展服务 ,尊重人权、保

障人权 ,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机制 ,

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 1 ]。“以人为本 ”口号的提出 ,

不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产生直接影响 ,而

且将对我国立法和法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立法如

何贯彻“以人为本 ”理念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着

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①应是一

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按照法理学的一般原

理 ,法的价值包括自由、秩序、正义、安全和效率等 ;

“以人为本”要求法律注重对人权的保护 ,包括对人

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权、人身权的保护 ;在设计具体制

度时 ,张扬人性 ,在经济社会条件允许下 ,最大限度

维护人的安全、尊重人的自由、增进人民的福祉、合

理安排人民税赋和其他负担 ,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

公正 ,保护劳动者、消费者等弱者的权利 ;当个人的

权利受到他人或者国家机关侵害时 ,对其提供有效

救济 ;使有利于促进人之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利益得

到法律的保护。

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性与管理性相融合的经

济关系 ”的法律部门 [ 2 ] ,天然地弘扬“全面、协调、可

持续 ”的发展观 ;并致力于促进社会的实质公平正

义。“以人为本 ”理念并在新发展观的提出 ,为经济

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当前 ,一个重

要课题是 ,经济法如何进一步深化自身理论 ,完善自

身体系 ,将“以人为本 ”进一步落实到经济法的立法

和法学研究中 ,使经济法在新时期贯彻“以人为本 ”

理念并在新发展观中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无疑 ,

这是一个巨大的课题。我们认为 ,重新审视经济法

的主体 ,认识经济法上的“人 ”以及不同主体的关系 ,

探讨如何保护不同主体的权利 ,以何者的权利保护

为中心并完善经济法的体系 ,是新时期贯彻“以人为

本”理念的基本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要阐述的主要

问题。

二、经济法上的“人 ”———以消费者为核心构造

经济法的主体制度

(一 )经济法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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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

告》。



对经济法主体的概括 ,应当体现现行法的规定。

同时 ,我们认为 ,经济法主体的概括及类型化必须表

明该类主体所承载的经济法特殊的权利 (权力 )义

务。“经济法是否存在自己的独特主体制度 ,关键就

在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任务是否具有特殊性 ,

这种特殊性对于其主体产生什么特殊要求 ,赋予了

何种权利义务 ,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主

体特色。”[ 3 ]因此 ,不同部门法主体的特殊性 ,并非由

于不同的法律部门创造了新的主体 ,而是由于不同

部门法具有不同的调整对象和调整任务 ,并在不同

的领域和层面赋予主体特殊的权利义务 ,这些主体

基于其在该部门法中承载的权利义务 ,也就成为该

部门法的主体。同一主体 (自然人或法人 )由于不同

法律部门调整对象和调整任务的不同 ,可以以不同

的身份成为不同法律部门的主体 ;对该“身份 ”的概

括和类型化就是对不同部门法主体的提炼 ;因此 ,考

察经济法主体 ,应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以及承

载经济法上权利义务主体的特殊身份及其特征 ,从

而将其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相区分。

有学者将经济法的主体概括为经营者、消费者

和政府 [ 4 ]。我们认为 ,将经济法的主体概括为消费

者、经营者和管理者更具有现行法的依据 ,也更能体

现经济法特殊的调整对象和立法宗旨。消费者和经

营者的概念已经为《反不正当竞争法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价格法 》使用 ,并且法律对其也有明确定

义 ,是市场规制法保护或规制的对象。① 市场规制法

主要调整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经营者与消费

者的交易关系 ;宏观调控法中的调控对象主要为企

业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 ,也可归结为经营

者 ;因此 ,消费者和经营者是经济法的典型主体。另

一方面 ,由于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

理关系 [ 5 ] ,政府机关或成为市场管理机关 ,或成为宏

观调控的实施机关 ,政府或者政府机关也是经济法

的主体。但政府也可以作为民法、行政法和其他部

门法的主体 ,而政府作为经济法的主体时 ,主要以公

共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因此 ,将政府概括为管理者

似更为合理 ,更能体现其在经济法上的公共管理职

能和特定的权利 (权力 )义务 ;而且 ,除了政府之外 ,

其他国家机构或者组织也行使经济管理的职能 ,也

应成为经济法的主体。具体而言 ,有些独立于政府

的行政机关 ,例如 ,许多国家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

行 ,其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 ,属于宏观调控机关 ,应

为经济法的主体。此外 ,政府之外的机构 (例如议

会 )也行使经济监督的职能 ,议会享有国家财政预算

的审批和对个案进行监督等权力 ,由此可见 ,议会等

权力机构也可以成为经济法的主体。再者 ,行业协

会或者其他组织 (例如消费者保护组织 )等具有准公

共职能的机构行使管理的职权 ,也可以成为经济法

的主体。这三类主体难以纳入政府的范畴。因此 ,

将经济法的一方主体概括为“管理者 ”,一方面可以

反映其在经济法中承担的管理职责 ,另一方面又可

以将政府之外的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机构和组织纳

入经济法的主体体系 ,应更具说服力。需注意的是 ,

此处的管理者指政府和其他承担公共管理或行业管

理的机构 ,而非指企业的管理者。

(二 )消费者应成为经济法主体的核心

在确定经济法的主体为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

者之后 ,以何者为中心 ,三者的利益如何衡量就成为

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 ,应以消费者为中心构建

经济法的主体体系。

11“以人为本 ”的理念要求“以消费者为本 ”

“以人为本 ”所指的人 ,应指自然人 ,因为 ,只有

自然人才谈得上“人 ”的全面发展 ;同时 ,“以人为

本”中的“人 ”,应该包括抽象意义上的人 ,即包括广

大的国民及子孙后代 ,因此需要强调全面、协调和可

持续的发展观 ;也应指现实中具体的个人 ,否则“以

人为本 ”就会陷入空洞 ,无法将“以人为本 ”真正落实

到现实中的个人并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受益。而

从消费者的定义看 ,消费者仅包括自然人。例如 ,

《布莱克法律词典 》认为 :“消费者区别于制造商、批

发商和零售商 ,是指那些购买、使用、持有、维护以及

处理产品或服务的个人。”《牛津法律大辞典 》认为 ,

消费者是指那些购买、取得和使用各类物品和服务

(包括住房 )的个人 [ 6 ]。而经营者和管理者主要指组

织 ,而不是个人 ;而且 ,在经济法的三方主体中 ,消费

者和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

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吃、喝、住、穿 ,生活消费是也 ,消费为天地间第一要

义 ;因此 ,人人都是消费者 ,消费者保护法 ,为与人人

密切相关的法律 [ 7 ]。因此 ,作为自然人的消费者应

当首先得到保护 ,这是现代社会“以人为本 ”理念的

要求。消费者的保护应是经济法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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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2条规定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 ,

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 (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 )的法

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我国台湾地区在“消费者保护法 ”中也将

“企业经营者”作为法律的概念 ,其规定“企业经营者 :指以设计、生

产、制造、输入、经销商品或服务为营业者。”“企业经营者 ”和“经营

者”的外延是相近的。



21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 ,消费者也应该得到优

先保护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消费是社会再生

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 〉导言》中 ,科学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

个社会再生产环节的互相依存、互相媒介的辩证关

系 ,并把生产看成是手段 ,把消费看成是目的 ,而分

配和交换则是中间的过渡环节。消费是生产的出发

点 ,是生产的目的。“没有需要 ,就没有生产。”[ 8 ]消

费者权利的保护 ,有利于消费的实现 ,也能促进生

产。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 》中指出 :“消费是

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 ,生产者的利益 ,只有在能促进

消费者利益时 ,才应加以注意。”[ 9 ]只有当消费者的

权利得到充分保护 ,才能刺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从

而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的目标 ;因此 ,无论从消费在抽象的社会再生产环节

中的地位看 ,还是从刺激消费、扩大需求、促进国民

经济增长的现实角度考虑 ,消费和消费者的保护都

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

31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 ,应该给予特殊保护

尽管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或者管理经济之

法 ,但是 ,经济法并非维护国家利益之法 ,“经济法追

求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 10 ]
,经济法以维护社会

整体利益为自己的价值追求 ,政府或管理者尽管被

赋予了强大的管理职权 ,但由于管理机关的特殊地

位 ,经济法无需对其进行特殊保护 ;相反 ,在赋予其

权力的同时 ,还必须对其权力的行使进行约束和规

范 ,保证其不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与管理者

和经营者相比 ,消费者处于弱者的地位 ,法律应给予

特殊保护。因为 :第一 ,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

中 ,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形态不同 ,经营者所承担

的是经济风险 ,而消费者除了承担经济风险外 ,还必

须承担生存风险 ,因为消费品本身可能存在危害人

身和财产安全的风险。第二 ,在消费品交易中 ,经营

者的利益可以得到即时的满足 ,而消费者的需求只

能在交易完成、获得并使用消费品后才能得到满

足 [ 11 ] ,双方的利益并不平衡。第三 ,经营者和消费者

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严重不对称。第四 ,经营者可能

处于垄断的地位。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 ,垄断者

支配市场 ,消费者无其他选择 ,不得不购买垄断者提

供的产品 [ 12 ] ,不得不接受质次价高的消费品。

因此 ,与实力强大的经营者相比 ,消费者显然处

于弱者地位。在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利益衡量中 ,消

费者应当优于经营者得到法律的保护 ,以实现实质

的公平正义 ;另一方面 ,管理者负有保护消费者和经

营者权利并监督经营者履行相应义务的职责 ,且现

代社会越来越强调政府的服务行政 ,管理者的权力

配置均应以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保护和规制所需为其

界限 ,政府的权力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 ,在经济法

的视野中 ,在其主体的体系构造中 ,消费者应处于核

心地位 ;经营者的生产经营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有

偿服务与商品 ,管理者应服务于消费者和经营者。

对所有经营者与管理者而言 ,消费者是“上帝 ”,这是

“以人为本 ”的应有之义 ;也是经济法的立法必须加

以贯彻的理念。

　　三、消费者保护与经济法

消费者保护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消费

者保护的框架应当满足消费者的哪些合理需要 ? 如

何通过各种措施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满足消费者的

合理需要 ? 这是各国消费者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 》(1999年扩大版 ) ①的

一般原则指出 :这套准则的目的是确保下列合理需

要获得满足 : ( a)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不受危

害 ; ( b)促进和保护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 ( c)使消费

者有机会取得足够资料 ,让他们能够按照个人愿望

和需要作出知情的选择 ; ( d)消费者教育 ,包括关于

消费者所作选择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教育 ;

( e)提供有效的消费者赔偿办法 ; ( f)享有建立消费

者团体和其他有关团体或组织的自由 ,而这种组织

对于影响到它们的决策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 ( g)促进

可持续消费形式。其中 ,在 ( a)身体安全方面 ,该《准

则》提出 : (1)各国政府应当核可或鼓励采取适当措

施 ,包括法律制度、安全条例、国内或国际标准、自愿

标准和保存安全记录 ,务求确保产品在指定用途或

通常预期的用途方面安全可靠。 ( 2)应确保制造商

生产的商品在指定用途或通常预期的用途方面安全

可靠。 (3)应保证产品上市之后 ,制造商或经销商如

果发现未曾预见的危险 ,毫不延迟地通知有关当局

并酌情通知消费大众。政府也应考虑保证消费者适

当获悉危险的方法。在 ( b)促进和保护消费者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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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5年 4月 9日 ,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第 39 /248号决议 ,

大会在该项决议中通过了《保护消费者准则 》。《保护消费者准则 》,

是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保护消费者的纲领性文件。1999年联合国大

会对该文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该准则的详细内容见 http: / /www.

un. org/esa / sustdev/ sdissues/consump tion /chinese. pdf ( 2004 年 8 月 8

日最后访问 )。



济利益方面 ,该《准则 》要求 :政府政策应设法使消费

者能够从其经济资源中获得最大利益 ,也应设法达

成最令人满意的生产和绩效标准、适当的经销方式、

公平的商业作法、提供资料的销售方法 ,有效保护消

费者的经济利益和市场上的选择 ,使其不受不利作

法的影响。各国政府应加紧努力 ,确保制造商、经销

商和其他从事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人遵守既定法律和

强制性标准 ,以防止损害消费者经济利益的做法 ;应

鼓励公平和有效的竞争 ,以便能有最多种类、最相宜

的产品和服务可供消费者选择 ;应定期审查有关度

量衡的法律 ,并评估负责执行的机构是否恰当。

由此可见 ,消费者的保护需要建立和完善各种

措施和制度 ,并非仅仅一部消费者保护的单行法所

能解决。消费者的保护仅仅依靠传统的民法亦很难

实现 ,需要政府制定基本的消费者政策和具体的法

律法规加以实现 ,政府参与甚至直接作为法律关系

的一方主体是十分必要的。例如 ,在上述保护消费

者身体安全方面的措施中 ,政府的作用非常明显 ,政

府必须制定相应的标准 ,明确经营者的义务 ,并在出

现可能危害消费者安全的危险时发挥作用 ,政府机

关应当在保证消费者身体安全方面的法律中充当执

法者。在促进和保护消费者经济利益方面的措施

中 ,生产和绩效的标准、适当的经销方式、公平商业

作法的认定和监督 ,都离不开政府的参与 ,公平和有

效的竞争需要政府作为执法机构 ,度量衡制度的执

行也需要政府的监督。

因此 ,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除了依靠民法外 ,必须

依靠经济法 ,发挥政府和消费者组织的作用 ,运用经济

法的理念和调整手段。具体而言 ,产品质量管理和信

息披露的法律、产品标准的法律、危险产品紧急处置的

法律、广告法律、防止不公平商业作法的法律、维护公

平和有效竞争的法律、维护商品合理价格的法律等 ,都

必须运用经济法的理念和调整手段 ,体现政府的管理

和参与 ,它们也属于典型的经济法。这些经济法律 ,或

者直接为消费者的保护而制定 ,或者将消费者的保护

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是消费者保护的专门制度。通过

这些制度 ,经济法对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交易的各个

要素 (主体、客体和媒介 )进行全面地保护和规制 :规

定作为交易主体的经营者的一般义务以及消费者的

一般权利 ;对作为交易客体的产品 (服务 )的质量要

求、信息披露、广告宣传、度量衡进行全面的规制 ;对作

为交易媒介的价格进行规制 ,从而确保消费者和经营

者的公正交易以实现消费者的保护。由此可见 ,消费

者保护需要运用经济法的理念 ;经济法是消费者保护

的主要法律部门。

　　四、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造经济法的体系

由于消费者保护需要经济法 ,经济法可以为消

费者提供全面的保护 ;同时 ,由于在消费者、经营者

和管理者中 ,消费者应处于核心的地位 ,因此 ,我们

主张 ,以消费者的保护为主旨 ,建构经济法的立法和

理论体系。这种主张的根据在于消费者保护与经济

法的理念具有一致性 ,经济法可以充当消费者保护

的主角 ,消费者保护的宗旨贯穿于经济法的主要制

度中 ;同时 ,经济法的内在体系需要强化。消费者保

护需要哪些法、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与现阶段经济法

范围的一致性或者差别性 ,是我们应否以消费者保

护为中心构造经济法体系的重要依据。就消费者保

护需要哪些法律而言 ,我国台湾地区对消费者保护

的法律的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按照我国台湾地

区“消费者保护法 ”第三条的规定 :“‘政府 ’为达成

本法目的 ,应实施下列措施 ,并应就与下列事项有关

之法规及其执行情形 ,定期检讨、协调、改进之 :一、

维护商品或服务之品质与安全卫生 ;二、防止商品或

服务损害消费者之生命、身体、健康、财产或其他权

益 ;三、确保商品或服务之标示 ,符合法令规定 ;四、

确保商品或服务之广告 ,符合法令规定 ;五、确保商

品或服务之度量衡 ,符合法令规定 ;六、促进商品或

服务维持合理价格 ;七、促进商品之合理包装 ;八、促

进商品或服务之公平交易 ;九、扶植、奖助消费者保

护团体 ;十、协调处理消费争议 ;十一、推行消费者教

育 ;十二、办理消费者咨询服务 ;十三、其他依消费生

活之发展所必要之消费者保护措施。‘政府 ’为达成

前项之目的 ,应制定相关‘法律 ’。”

从我国台湾地区对消费者保护必须制定和执行

之法律的认识来看 ,消费者保护的法律除了规范消

费者组织、消费者教育和消费者服务外 ,基本上就是

保证经营者和消费者公正交易和保证经营者之间公

平竞争的法律 ,这些法律几乎囊括了经济法中市场

规制法的全部内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标示、广

告、度量衡、商品包装的法律 ,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

法律 ,商品或服务公平交易的法律 ,都属于经济法的

范畴。消费者保护法与市场规制法范围的高度一致

性 ,说明了市场规制法保护消费者的功能。可以断

言 ,消费者保护是贯穿于整个市场规制法的立法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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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市场规制法就是保护消费者之法。① 从《联合国

保护消费者准则 》和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 ”

的规定看 ,消费者保护是整个市场规制法的基本任

务甚至是整个经济法的基本任务。就许多国家而

言 ,竞争法被视为“经济宪章 ”,是经济法的核心 ;市

场规制法被视为经济法的主要内容 ;而消费者保护

乃所有市场规制法的共同目标。因此 ,以消费者的

保护构建经济法的体系顺理成章。经济法作为政府

干预经济的法律 ,具有综合的调整手段 ,以维护社会

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体现了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同时

也是经济法法益目标的深入和具体化 ,它使经济法

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更具针对性。日本有学者也认

为 ,“经济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是竞争秩序的维持和

一般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13 ]因此 ,消费者保护可以

为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主旨提供更为具体和

集中的价值追求。在中国 ,消费者保护的重要程度

也为学者所认识。“消费者保护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

起飞和持续发展的一项前提条件 ,已经成为中国经

济政策的一个必要环节 ,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的一项基本任务和基本原则。”[ 14 ]因此 ,消费

者应该得到法律更为系统而全面的保护 ,消费者保

护的法律应该在法的体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造经济法的体系 ,就是

以市场规制法为主体构造经济法的体系。因为市场

规制法有着共同的主体 (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 ,

其调整市场的竞争关系和交易关系 ,以竞争秩序维

护和消费者保护为主要目的 ,可以从规范经营者的

竞争行为以及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行为着眼 ,以

消费者的保护为基本价值追求设计经济法的规范和

体系 ;可以增强经济法的体系性和不同制度之间的

内在一致性 ,提升消费者保护的力度。

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造经济法的体系 ,宜将

消费者做广义的理解。与经营者发生交易关系的

“生活、生存的个人 ”②都可以视为消费者 ;“生活、生

存的个人 ”与经营者发生交易关系的问题亦可以作

为消费者问题 ,利用消费者保护的方法加以解决。

消费者不应局限于为生活消费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的个人 ;因为“企业所掌握的信息与消费者所掌握

的信息 ,从质到量都有很大差别 ,这就是消费者受害

的主要原因。”[ 15 ]而除了发生在个人与经营者之间

传统的消费品 (商品或者服务 )交易外 ,其他发生在

个人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关系 ,诸如 ,个人储户在商

业银行存款、个人投资者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或公

司债券、个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 ,都存

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都存在交易双方地位和实力

差异的问题 ,因此 ,此类交易关系的个人应视为消费

者 ,此类问题也应作为消费者问题。在日本 ,“与生

活没有直接关系的投资 ”也基于“有助于确保将来健

全而安定的生活 ”被包含在消费者问题之中 [ 16 ]。因

此 ,从保护存款人、证券投资者、投保人等处于弱者

地位的个人的角度而言 ,金融法应当作为经济法的

组成部门 ,并应注重对投资者等广义消费者进行保

护。③ 财政税收法体现了国家和纳税人财产的分配

关系。整体而言 ,税赋的最终承担者仍是“生活、生

存的个人 ”,许多税收科目 ,诸如房屋买卖的契税、汽

车购置税等和消费者直接相关 ,而且税收征纳过程

中不仅应该保护征税机关的利益 ,也应重视纳税人

权利的保护 ,从保护最终纳税人的权利的角度看 ,财

政税收法也体现了对作为个人的消费者的保护 ;因

此 ,亦可以作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④ 在日本 ,消费

者问题以及消费者行政的对象都在逐渐扩大。有学

者主张 ,消费者问题应包括以下三重结构 :第一 ,与

为生活的商品、服务进行的交易直接相关的核心及

典型领域 ;第二 ,包括与交易有着间接关系的环境问

题等在内的准消费者问题 ;第三 ,由于发生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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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尽管被普遍认为是市场规制法或经济法核心的竞争法究竟

以经济效率还是消费者保护为首要的立法价值仍有争议 ,但竞争法

具有保护消费者的功能应是无争议的。日本学者甚至认为 ,公正自

由之竞争固然为独占禁止法之直接目的 ,不过此一直接目的又是独

占禁止法终极目的之达成 (即消费者利益之确保 →国民经济之民主

健全发展 )的“手段的目的 ”。冰岛则干脆以一部新法典 ,将限制竞

争、不正当竞争及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全部规定在一起 ,说明这三法保

护消费者之共同功能。 (赖源河. 公平交易法新论 [M ]. 北京 :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 2002. 21、26. )我国台湾地区在起草“公平交易法 ”和

“消费者保护法”草案时也曾经设想将二者合并在一部法中 ,虽后来

分别立法 ,但足见二者的密切关系。 (冯震宇. 消费者保护法解读

[M ]. 台北 :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994. 232. )

日本学者铃木深雪将消费者界定为“生活、生存的个人 ”。

(铃木深雪. 消费生活论———消费者政策 (修订版 ) [M ]. 北京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 2004. 11. )我们认为 ,这一界定似失之过宽 ,因此 ,加

上“与经营者发生交易关系”作为限制。

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立法宗旨条款规定了“保护存款

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的内容 ;《商业银行法》的立法宗旨也包括

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 ”;《证券法 》也明确规定了“保

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宗旨 ;因此 ,金融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保护

金融投资者 (广义消费者 )应是无争议的。

尽管如此 ,我们认为 ,从国外的经验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看 ,

金融法和财政税收法在未来作为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亦是较为可取

的。经济法的内容不宜过于宽泛 ,过分庞杂的内容将使得在经济法

的框架内无法抽象出能涵盖全部规范的基本制度和理念 ,从而难以

建构经济法本身严密的理论体系 ;同时也不利于具体法律部门的深

入研究。在我国 ,已有学者主张将财税法等传统上属于经济法组成

部分的法律从经济法中独立出来。



因相同 ,所以可以用同样方法进行解决的外延部

分 [ 17 ]。由此可见 ,消费者问题不再局限于个人为生

活进行的传统商品和服务交易的问题 ,消费者问题

和消费者行政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在中国 ,以消费者的保护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

体系 ,还源于中国消费者保护的现状以及强化消费

者保护的客观要求。我国假冒伪劣商品十分猖獗 ,

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也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

展和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仅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

统计 , 2002年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案件 15. 99万件 ;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

案件 16. 13万件 ;受理消费者申诉 70. 49万件。2003

年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违法案件 16. 14万件 ;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

19. 28万件 ;受理消费者申诉 75. 44万件。① 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案件呈上升势头 ,消费者保护的问题日

趋严峻。而且 ,除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的申诉

和查处的假冒伪劣产品案件外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机关受理的申诉和查处的假冒伪劣产品和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案件以及各级消费者协会受理的投诉的数

量也不在少数。这表明我国产品 (包括服务 )的质量

状况以及消费者利益受到侵害的严重程度 ,以及强

化消费者保护的需求。经济法的重要特征是经济性

和政策性 ,经济法和一国的经济形势和经济环境密

切相关 ,在中国目前市场发育程度不高的背景下 ,在

产品和服务质量存在严重问题、消费者利益受到严

重侵害的背景下 ,如何促进和维护自由公平竞争、打

破垄断 ,提高产品的质量以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和经济利益并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是我国经济

法必须迫切加以解决的问题 ;目前 ,我国政府机关保

护消费者的意识淡薄 ,保护消费者的专门行政机关

刚刚建立 ,消费者组织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 ,消费者

教育也未充分展开 ;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有待完

善 ;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体系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五、如何在经济法的框架中完善消费者保护的

体系

消费者保护的核心任务是确保产品安全适用以

及价格合理 ,以保证交易的公正。而产品的安全适

用 ,需要国家规定产品本身的质量要求、制定产品的

标准 ;在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消费者目的的同时 ,对产

品的包装、标示和广告行为进行规制 ,确保消费者的

知情权 ;当产品出现危险时有相应的强制性救济措

施 (包括公告、召回等制度 )。合理的价格需要价格

法律制度加以保障。为提升产品的质量及维护合理

的价格 ,确保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公平竞争是必不可

少的 ;因此 ,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应该包括产品质量

管理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价格法律制度以及竞争

法律制度三大基本制度 ;同时 ,针对特定种类的产品
(如食品、药品、化妆品、保健品、汽车、住房、金融产

品等 ) ,还应该有特殊的监管制度 ;此外 ,很多国家和

地区都将消费者政策作为一国基本政策 ,并制定消

费者保护基本法 ,明确政府保护消费者的职责、消费

者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消费者保护的基本框架。

值得关注的是 ,有些国家或地区在最高行政部门之

下 ,设置保护消费者的行政机构 ,制定、审议和实施

消费者保护政策。例如 ,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 》

规定 ,总理府应设置消费者保护会议 ,作为附属机

关 ,其职责为审议消费者保护有关基本政策之企划

及指挥其政策实施之推进。消费者保护会议由会长

及委员组成 ;会长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 ,委员由内阁

总理大臣从有关行政机关之首长中任命。韩国《消

费者保护法及施行令 》也规定设立类似的机构。我

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 ”第 49条规定 ,“行政院 ”

为研拟及审议消费者保护基本政策与监督其实施 ,

设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以“行政

院”副院长为主任委员 ,有关“部会 ”首长、“全国性 ”

消费者保护团体代表、“全国性 ”企业经营者代表及

学者、专家为委员。第 39条规定 ,消费者保护委员

会、“省 (市 ) ”、“县 (市 ) ”“政府 ”各应置消费者保护

官若干名。可见 ,消费者的保护已成为政府的一项

重要任务。甚至有学者认为 ,消费者政策和产业政

策、竞争政策是当今社会的三大基本经济政策和社

会政策 [ 18 ]。因此 ,我们认为 ,构建我国消费者保护的

体系 ,应该以消费者保护基本法 (应包括消费者行

政、消费者组织、消费者服务和教育的制度框架 )为

基础 ;以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价格法律制度、竞争法

律制度三大制度为主要内容 ;加上针对各类特殊产

品的监管制度为补充。这是经济法体系的主要内

容。当然 ,这种体系可以随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

做相应的调整 ;这样的体系可以达到提升消费者保

护及增强经济法体系性的双重目标。

我国经济法经过 20几年的发展 ,已经呈现出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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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网站 , http: / /www. saic.

gov. cn, 2004 - 07 - 03.



荣状态。于此时刻 ,我们提出“消费者保护中心说 ”

并非为了标新立异 ,而是基于我国消费者保护的现

状 ,立足我国实践 ,结合新时期“以人为本 ”和新发展

观的要求对理论所作的一种创新与尝试。概言之 ,

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体系是现阶段中

国消费者保护现状的需要 ;是“以人为本 ”理念在经

济法中予以落实的需要 ;是推进消费者保护法律制

度的完善和体系化的需要 ;也是促进经济法内在体

系和谐的需要。消费者保护与经济法的关系是一个

有待同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希望我们的

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引起学者对消费者保

护的重视并完善经济法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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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 tus of Con sum ers and Con sum er Protection in Econom ic Law:
Recon sidera tion of the“People2cen tered”Idea and

the Subject and Reg im e of Econom ic Law
1. XU M eng2zhou, 2. X IE Zeng2y i

(1. Renm 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peop le2centered idea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 t lays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nom ic law. The subject of econom ic law consists of consumers, operators and adm inistrators, a2
mong whom consumers are in the cor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heavily relies on econom ic law, which is the major

branch of law to p rotect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In this authorÄs op inion, ChinaÄs econom ic law regime should

center on the p rotection of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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