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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石一峰*

摘 要 企业侵权责任是现代组织型社会中的重要责任类型,然而传统归责原则适用于

该责任时却存在局限性。其中主观过错归责自无适用余地,而组织过错理论和危险归责本质

上都依从于风险控制标准。企业之属性、能力及其责任产生机制表明以风险对企业归责有其

必要性和可行性。依风险双边防范之需求,企业风险归责具有双边性,即需考量企业对于风险

产生、持续的控制力和第三人对风险触发、维持的控制力。具体判断由法官依企业风险类型作

个案裁决。在诉讼程序中,风险归责的判断一般采推定方式,亦可运用表见证明规则,但允许

举反证反驳。在规范表达上,理想的方式是在未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以一般条款形式规定

企业风险归责,权宜之计是引入风险要素对现行法进行解释适用。

关 键 词 企业侵权责任 双边风险归责 企业风险类型 侵权责任编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归责理论以自然人为设计原型,以康德哲学中的意志自由为基础,注重对人的主观心

理的考察,强调自由意志行为的道德可责难性。但现代社会的图景已不再是个人的社会,而是

企业组织的社会。〔1〕企业侵权责任(以下简称企业责任)已成为重要的责任类型,〔2〕如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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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感谢朱岩、张家勇、张谷、陆青、孙新宽等师友的讨论和帮助。
因为当下社会的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组织当中,每个人的生活都与公司等企业不可分离。

SeeGertBrüggemeier,ModernisingCivilLiabilityLawinEurope,China,BrazilandRussia:

textsandcommentarie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p.21;另见朱岩:“风险社会与现代

侵权责任法体系”,《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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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雇主责任、产品责任、中介服务机构责任等,其共通处是责任主体均为组织体。〔3〕组织

体的特性是其并不存在自然人意义上的行为,而只存在相应的行为领域。〔4〕因此,若仍以自

然人归责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归责,就忽视了组织与个人的差异,〔5〕也忽视了企业责任在当代

责任法中的特殊地位。

现有归责学说虽然已从单纯的过错归责转向过错与危险并重的归责模式,〔6〕但对企业

组织归责却进行了体系回避。〔7〕传统上对于特定种类的企业责任,如雇主责任,采取的仍是

过错推定(德国等)或无过错归责(英美)的替代责任模式。〔8〕如此,企业责任仍陷于自然人

的归责体系之中,因而受到了诸多实践和理论的质疑。〔9〕

比较法上,为填补传统归责之疏漏,出现了所谓的“组织过错理论”。但该理论只是对组织

的归责进行了客观化处理,本质依然是过错归责,且需赋予企业组织相应的注意义务。〔10〕但

一方面,赋予企业组织广泛注意义务的合理性有待考量;另一方面,企业组织的危险责任,如产

品责任、环境责任等,亦无法被囊括进组织过错归责体系之中。

综上可见,现有的归责原则显然不足以对企业责任进行理论和实务的统合,因而有

必要构建企业责任自身的归责原则,尤其是在当下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编撰的背景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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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企业侵权责任在比较法上对应的是企业责任,如英美法中的enterpriseliability,德国法中的 Un-
ternehmenshaftung,法国法中的responsabilitédufaitdel’organisation,参见朱岩:“论企业组织责任———企业

责任的一个核心类型”,《法学家》2008年第3期,第42页。各类称谓所指有细微差异,本文采最广义的企业

责任概念,即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的责任。其中企业之概念或有争议,本文仅强调组织体形式的企业;为分析和

理解方便,责任主要是指侵权责任,其他责任类型亦可参照分析适用。
企业之概念虽有争议,但其大致框架乃在表明并非单个自然人行为引发之责任,而是组织行为领

域之责任,因此本文的结论对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抑或是非营利性组织的行为领域责任亦可适用或

类推适用。至于不同企业形态该如何具体进行风险归责,则需在风险类型下进行个案化的考量,详见后文。
参见朱岩,见前注〔3〕,第47页。
参见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39页。虽然

也有人提出过错推定责任(如米健:“关于‘公平’责任原则的思考”,《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第4页)或是

公平(衡平)责任(如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但前者只是归责证明问

题,归责依据依然是过错;后者只是责任承担的结果描述,公平并不是归责依据。相似观点参见王利民、郭明

龙:“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新论”,《法学论坛》2006年第6期,第62页以下。
参见郑晓剑:“组织过错理论与受害人保护”,《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6期,第52页以下。
参见王泽鉴,见前注〔6〕,第418-419页。但英美法上的替代责任也有走向注重风险的企业责任

的趋势,seeDouglasBrodie,“EnterpriseLiability:JustifyingVicariousLiability”,OxfordJournalofLegal
Studies,Vol.27,No.3,2007,pp.493-508.

美国法上亦存在企业责任归责与一般过错不同的观点,seeG.Priest,“TheinventionofEnterprise
Liability:ACriticalHistoryoftheIntellectualFoundationsofModemTortLaw”,TheJournalofLegal
Studies,Vol.14,No.3,1985,p.461;Keating,“TheTheoryofEnterpriseLiabilityandCommonLawStrict
Liability”,VanderbiltLawReview,Vol.54,No.3,2001,p.1285.中文文献参见班天可:“雇主责任的归责

原则与劳动者解放”,《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2页以下。

Vgl.Matusche-Beckmann,DasOrganisationsverschulden,2001;Kötz/Wagner,Deliktsrecht,12.
Aufl.,2013,S.126.国内对之的介绍和运用可参见朱岩,见前注〔3〕;班天可,同上注;郑晓剑,见前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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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织的产生和演变来看,企业责任的本质是组织的各类风险承担问题,如何在企业

与外部人之间分配风险是其核心。〔11〕此与过错归责所秉持的矫正正义不同,更多体现

的是分配正义。〔12〕在当今风险社会下,分配正义就是关于风险如何公正分配之问题,此
与风险归责原则的理念最为相近。为此,企业责任可采风险归责原则。然而关于风险归

责原则,虽然已有人论及该学说,但并未注意到风险与企业责任之间的关联性,对风险归

责与危险归责之关系也未进行有效澄清。〔13〕企业组织的风险归责制度应如何建构并具

体化,是现今组织化社会中的重要课题。
为此,本文将以企业责任的特殊性为起点,首先论述传统归责之于企业组织的局限性及风

险归责之于企业组织的妥当性,以此在理论上构筑起企业组织的风险归责规则;然后从实务角

度出发,以企业组织的风险类型为脉络,论述企业组织风险归责方法的具体展开;最后再从规

范层面入手,着重阐明风险归责在未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的规范表达路径。

二、企业责任归责原则的理论构建

(一)传统归责原则之于企业组织的局限性

1.过错归责之于企业组织的狭隘化

传统上强调自然人道德可非难性的过错归责方式显然已不适应企业责任归责,可讨论的

是客观化的过错归责能否适用于企业责任。客观过错归责要求赋予企业注意义务,此举易引

发企业注意义务设定过度泛化的问题。而由于无法实现之注意义务业已转化为风险,最终仍

需依风险属性对归责原则进行解说。
(1)企业组织注意义务的过度泛化

对企业组织进行客观化归责的理论在德国法上被称为组织过错理论(Organisationsvers-
chulden)。〔14〕依此理论,客观化的过错归责方式建立于注意义务之上,而注意义务一般来源

于约定或法定。〔15〕此时所谓的组织过错已不再是道德非难问题,而是组织的注意义务(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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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依企业的属性,其可通过风险测算,将可能的责任成本转嫁给组织的外部人,包括消费者、债
权人等。此种风险转嫁机制是企业责任归责中不得不考察之因素。

参见朱岩,见前注〔2〕,第24页。
国外的风险归责倡导者为Canaris,其主要在信赖责任中主张采此归责原则,尤其是有关组织

的商事信赖责任,vgl.Canaris,DieVertrauenshaftungimDeutschenPrivatrecht,1971,S.479ff.国内对此

理论的借鉴,可参见叶金强,见前注〔6〕,第38页以下;另见纪海龙:“走下神坛的‘意思’———论意思表示

与风险归责”,《中外法学》2016年第3期,第662页以下;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法
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58页以下。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并未能从组织角度详细分析风险归责的应

用。

Vgl.Matusche-Beckmann (Fn.10),S.5ff.
《合同法》第179条中的供电人责任即包括法定和约定注意义务。该条规定:“供电人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供电人未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造成用电

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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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isationspflicht)违反问题,〔16〕即企业组织未充分履行保证自身有序经营及对其成员的谨

慎选任和监督义务时,应当受到责难。〔17〕

我国现行的企业组织规范中,确有对企业组织设立、经营及其成员选任、职责的要求,如
《公司法》第2章第1节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要求,第146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选任要求等。但这些规定的违反并非令当今企业承担责任的主要来源,引发企业归责争议

的更多是如“选任和资质都合规的医生在手术时意外发生心脏病,导致病人身体健康受损,医
生在医疗操作上毫无过错,此时医院是否应担责”〔18〕或是“选任和资质都没问题的经理在公

司监督之下仍侵害了他人权益”等案件类型。这些案件中医院、公司等组织并未违反法定经营

和监督要求,此时若对其进行过错归责,就必须在现行法之外再赋予其额外的注意义务要

求———此举是否妥当不无疑问。因为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若赋予每一个企业组织如此多的额

外注意义务,势必会影响企业组织的运行成本和交易效率。任何的商业拓展和商业冒险也将

在“注意义务之网”〔19〕中寸步难行。而且,注意义务的赋予应当有充分的依据。超越潜在责

任人能力范围的过高注意义务将无法被切实履行,是故不能发挥对潜在责任人的激励作用,也
无益于注意义务本身目标的实现。

此外,注意义务的内容是否需因归责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异亦有探讨空间。组织过错理论

采绝对的客观归责规则,要求赋予潜在责任者相同的注意义务。此种绝对化的规则在自然人

责任领域尚不合理,因为每个自然人之间禀赋迥异,都赋予相同的注意义务,并不能实现损害

预防之目的,也有违背人权保护之嫌。〔20〕在企业责任领域,不同企业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

能力同样存有差异,赋予绝对相同的注意义务亦难谓合理。企业组织的注意义务具体包括经

营和治理上的注意义务,〔21〕对其程度的要求实际会因组织规模、组织形态、组织经营状况等

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对合伙企业中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公司中的经理所设置的义务就不同,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法》第63条等)与非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也显然不一致。

·3831·

企业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16〕

〔17〕

〔18〕

〔19〕

〔20〕

〔21〕

Vgl.Kötz/Wagner(Fn.10),S.126.
Vgl.JosefEsser/Hans-LeoWeyers,Schuldrecht,BandII,BesondererTeil,Teilband2,8.Aufl.,

2000,S.213.
SeeEuropeanGrouponTortLaw (Koch),PrinciplesofEuropeanTortLaw:TextandCom-

mentary,Vienna:Springer-Verlag,2005,p.95.
对于注意义务的赋予也有理论走向所谓的社会交往安全义务(Verkehrspflichten),vgl.Christian

v.Bar,Verkehrspflichten,1980,另见李昊:《交易安全义务论———德国侵权行为结构变迁的一种解读》,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组织注意义务被认为是一般社会安全交往义务的具体化,vgl.Matusche-Beckmann
(Fn.10),S.95f.

相关讨论,seeWarrenA.Seavey,Negligence:“SubjectiveorObjective?”,HarvardLawReview,

Vol.41,No.1,1927,pp.1-28;vgl.H.Koziol,ObjektivierungdesFahrlässigkeitsmaßstabesimSchadener-
satzrecht? AcP,196(1996),593-610.

这对应着企业的经营过错(betrieblicheOrganisationsverschulden)和治理过错(körperschaftliche
Organisationsverschulden)。其中组织经营过错指的是企业组织在经营活动过程中所需负担的不对他人造成

损害的一系列广泛注意义务;组织治理过错指的是企业组织在内部治理过程中所需负担的对机构设置和人

员合理安排的一系列注意义务。vgl.Matusche-Beckmann (Fn.10),S.111ff;13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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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在归责中考量组织“禀赋”的差异,注意义务之标准就会走向组织能力标准,即判断企业

组织对相应义务事项的控制能力。
(2)企业组织客观归责的风险属性

如上所述,组织过错理论虽意识到了传统过错归责理论的局限性,但考虑到不与传统归责

原则过分疏离,仍采取过错归责的表述。但此组织之“过错”与自然人之过错早已相去甚远,其
“事实上就是一种去个人化的体系失灵的一种形式或表现”〔22〕。其仅为一种称谓表述,与过

错归责的内涵已大不相同。然而,此种客观归责却与风险概念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第一,当赋予企业组织之注意义务已超越其自身的法定或约定承受范围而无法实现时,企
业组织即负担了一种结果责任。〔23〕此种结果责任,使得对企业的归责依据从对行为过程中

行为瑕疵(Mangel)的评价转向行为领域(Sphäre)的评价。〔24〕换言之,对企业组织的客观归

责将不再考察企业组织行为过程中是否有违反注意义务之瑕疵,而是考察企业组织对其行为

领域的风险控制情况,即依据风险领域进行归责(ZurechnungnachRisikosphären)。〔25〕典型

案例如德国法上的德国联邦铁路公司铅中毒案,〔26〕其中铁路公司用未经清洗的曾运送铅料

的车厢再行运送食物,由此引发铅中毒事件。虽然铅中毒并非铁路公司之行为直接所致,但因

其可通过监督和控制相应雇员之行为来防范风险之发生,故而属于其行为领域内的风险控制

问题,对其进行归责非无道理。由此可见,以客观过错为标准的结果责任实际采取的就是风险

控制标准。〔27〕

第二,组织的客观过错归责仅以“不可避免的风险”作为免责事由,且需由法官自由裁

量。〔28〕这使得对归责依据的评价在诉讼程序中事实上走向了对风险的评价。因为双方当事

人必然会就导致损害发生之事由是否为“不可避免的风险”而发生辩论,法官最终也必须在判

决书中论证风险是否“不可避免”等。实务上,如医疗侵权案件中,法官就会从“手术中是否包

含不可避免的风险”的角度对医疗机构过错进行分析,进而判定责任的最终归属。〔29〕又如用

电单位侵权案件中,“用电单位事件处置不当所增加的风险是否本可完全避免”亦会被作为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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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29〕

Vgl.GertBrüggemeier,Haftungsrecht,2006,S.137.
Vgl.ErwinDeutsch,DasRechtderGefährdungshaftung,Jura1983,619.也有观点认为若客观归

责之标准超越了企业组织的平均能力,那对于低于平均组织能力者来说实际上就是风险责任,vgl.Jürgen
Hübner,SchadenszurechnungnachRisikosphären,1974,S.74.

Vgl.Wilburg,DieLehrevonderungerechtfertigtenBereicherungnachösterreichischemunddeut-
schemRecht,1934,S.147ff.

Vgl.JürgenHübner(Fn.23),S.75.
BGHZ17,214(222).
Vgl.Wiethölter,Der Rechtfertigungsgrunddesverkehrsrichtigen Verhaltens,1960.S.48f;

JürgenHübner(Fn.23),S.74.
参见朱岩,见前注〔3〕,第50页。
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674号民事判决书;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苏04民终281号民事判决书;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民终字第202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7862号民事判决书。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任认定的关键。〔30〕学理上,论证企业责任正当性时,也以“风险分配”和“企业的控制力”作为

说理依据。〔31〕因而,企业组织的客观过错归责实际会走向风险控制标准。

第三,组 织 过 错 理 论 的 产 生 是 为 了 解 决 《德 国 民 法 典》第 831 条 中 的 雇 主 责 任

(Geschäftsherrenhaftung)问题。〔32〕但以组织过错理论对诸如雇主责任等企业责任进行解说

时,又不可避免地将雇主的风险控制情况作为归责依据。〔33〕因为,当受损方无法确定企业组

织中何者致损时,此种加害人不特定的不利益,不应由受损方承担(其对企业组织的经营和治

理并无权限);相反,企业组织对于自身的经营和治理才具有控制力。〔34〕所谓控制力就是企

业组织的风险控制能力,因而最终的评价指向也是风险控制标准。

2.危险归责之于企业组织的表面化

在过错归责之外,还存在危险责任(Gefährdungshaftung)〔35〕之概念。危险责任也被称为

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虽意味着不考虑过错,但并非不需要进行归责,只是将归责依据转换为危

险。然而,以危险作为归责依据并不能满足归责原则的价值判断要求,其合理的理论解说基础

仍是风险。
(1)企业组织归责原则的价值判断

“归责”一词源于可归责性理论,可归责性决定着在法律上某人是否应对某法律状况承担

责任,〔36〕此为整个私法责任体系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侵权责任、〔37〕合同责任、〔38〕缔约过失

责任 〔39〕抑或信赖责任 〔40〕等,凡责任问题均与可归责性有关。可归责性可追溯至私法最基本

原则之 一 的 “自 我 负 责”法 律 理 念,〔41〕即 人 们 需 对 自 己 的 行 为 或 自 身 的 行 为 领 域

(Geschäftskreis)负责。〔42〕因此,可归责性的判断需要证明责任可归于潜在责任者的行为或

行为领域内,即证明归责的对象(如损害、表示、可信赖事实等)与潜在责任者(即请求权的承受

者)的行为或行为领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此种关系使得责任者的责任承担具有正当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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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内民申字第01241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冀民申148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陈聪富:《侵权行为法原理》,台湾元照出版社2017年版,第590页。

Vgl.Matusche-Beckmann (Fn.10),S.14ff.
参见班天可,见前注〔9〕,第125页。
参见陈聪富,见前注〔31〕,第585页。
该概念最早由 Rümelin提出,旨在解决工业社会发展下不断增加的危险源侵权问题,Vgl.G.

Rümelin,CulpahaftungundCausalhaftung,AcP88(1898),285,301.
Vgl.E.Deutsch,ZurechnungundHaftungimzivilenDeliktsrecht,FS-Honig,1970,S.33f.
《侵权责任法》第6、7条规定了过错归责,过错推定归责及无过错归责(隐含风险归责思想)。
《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了合同义务违反的归责,一般理解为严格责任,无过错归责,实际也隐含风

险归责思想;《合同法》第303、406条规定了承运合同、委托合同中的过错归责等。
《合同法》第42条规定了缔约中的过错归责。
《物权法》第106条和第107条的区分中体现着对善意取得这一信赖责任的归责要求。参见石一

峰:“再论冒名处分不动产的私法适用———类推适用的视角”,《现代法学》2017年第3期。

Vgl.KarlLarenz,AllgemeinerTeildesdeutschenbürgerlichenRechts,7.Aufl.1989,S.37ff.
Vgl.Canaris(Fn.13),S.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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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着法律的价值判断,并成为追究私法责任的根据。〔43〕法律价值判断需依据一定的标准或

准则进行,此被称为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是依据何种标准来确定责任的归属或责任的承

担。〔44〕因而,归责原则着体现某种法律价值判断标准的职能。

危险归责本非纯粹的起因归责原则(Veranlassungsprinzip),因为在危险源与损害之间还

需要相应的社会评价方可使归责具有正当性。〔45〕但“危险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的字面含义

并未揭示这一价值判断,其仅进行了类型特征的表层性描述,〔46〕这使得危险归责的依据易被

表面化为存在危险源之事实,即陷入“危险源引起损害即需担责”这一起因归责原则的简单逻

辑中。起因归责实际仅强调了危险源与损害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47〕并未进行相应的法律

价值判断。如此,一方面,归责的过程被简单等同于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另一方面,其也

实质上放弃了归责的要求,未能澄清责任者承担责任的正当性。〔48〕由此,企业危险责任的归

责原则仍需要明确其价值判断标准,以证成责任者承担责任的正当性。

(2)企业组织危险归责的风险因素

由上可知,存在危险之事实并不能成为归责依据,但危险责任揭示了企业责任的归责对象

并在理论基础上提供了新归责原则因素———风险。

首先,在企业组织情形中,危险归责对象不是组织成员或机关的行为,而是组织的行为领

域。因为,环境侵权责任、核设施、民用航空器侵权等对企业的危险责任归责针对的不是行为

不法(Rechtswidrigkeit),而是状态不法(Zustandsunrecht)。〔49〕此种状态不法指向的正是企

业组织的行为领域,即企业组织对领域内各类活动的控制状态。对行为领域进行归责是企业

责任的重要特征,其使得归责的价值判断集中于评价企业组织对其行为领域内风险进行控制

的情况。因而,企业组织的危险责任实质上以风险为基础。

其次,现有的危险责任无一例外的以风险作为基础进行理论解说和实务适用。如危险责

任的正当性考量因素中,均包含风险因素:“只有当风险承受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也未能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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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49〕

参见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王利明:《违
约责任论》(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邱聪智:“庞德民事归责理论评介”,《台大法学

论丛》1982年第11卷第2期,第277页。
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第七章“民事责任”,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

页;另见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修订版),同上注,第48页。

Vgl.Gert Brüggemeier, Gesellschaftliche Schadensverteilung und Deliktsrecht, AcP 182
(1982),400.

参见叶金强,见前注〔6〕,第45页。
起因归 责 主 要 是 以 因 果 性 为 基 础,Vgl.HerbertMeyer,DasPublizitätsprinzipim Deutschen

BürgerlichenRecht,1909,S.88ff;Schlickum,VerpflichtungstatbestandundEinredenim Wechselrecht,

1932,S.10;Münzberg,VerhaltenundErfolgalsGrundlagenderRechtswidrigkeitundHaftung,1966,S.
319ff;384ff;Hubmann,GrundsätzederInteressenabwägung,AcP155(1956),120f.

Vgl.Canaris(Fn.13),S.474.
Vgl.UlrichBälz,ErsatzoderAusgleich?,JZ1992,S.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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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损害发生时,许可危险活动才是可容忍的”;〔50〕“行为通常使环境遭受危险的,启动、控制风

险之人应承担责任”;〔51〕“危险责任背后蕴含着分配正义的思想,是对不可避免之风险的公平

分配”〔52〕等。由此,风险因素是危险责任真正的内核。拉伦茨在总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时

就放弃了“危险”(Gefährdung)的表述,转而采取“风险”(Risiko)的表述,形成了更为广泛的风

险归责原则(Risikozurechnung)。〔53〕我国危险责任的相关判决也表明企业危险责任并不存

在一个可供参考的注意义务水平,而是以风险作为考量对象。如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判决认为

“即使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亦不能免除污染者的责任”。〔54〕

由此可见,要想真正发挥危险责任的作用,仍需以“危险”的引发和控制为解释基准。其本

质还是风险责任问题,风险控制的评判是归责的核心,体现着价值判断,符合归责原则的内涵。

由此,风险控制成为企业危险责任归责的基础。〔55〕

(二)风险归责原则之于企业组织的妥当性

如上所述,传统的客观过错归责或危险归责之于企业组织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些

归责原则实质上都体现了风险的属性或因素,能够以风险归责的形式展开。同时,风险于现代

企业组织而言,是相伴而生之物,以风险对企业责任归责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呈现出更高

的妥当性。

1.企业组织风险归责的必要性

从企业组织的演变史来看,风险一直是企业组织演变的重要因素。早期的商个人向商合

伙转变,就是为了通过责任的分担,实现风险在合伙人之间平均分配之目的,由此即诞生了分

散风险的企业组织风险原则。〔56〕其后,公司等组织的有限责任原则同样也是为了能以分散

风险的方式鼓励大众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航海、铁路等需要大笔资金的项目中。〔57〕因为对

于非专业的大众投资者而言,将全部资产投入企业的责任财产中,势必将增加其风险而降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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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56〕

〔57〕

Vgl.Caemmerer,ReformderGefährdungshaftung,1971,S.15.
Rinck,Gefährdungshaftung,1959,S.3f.
SusanneHehl,DasVerhältnisvonVerschuldens-undGefährdungshaftung,1999,S.86f.
风险归责原则并非仅能解释危险责任,其他如执行程序中的风险责任、为他人利益从事事务的风

险责任等均可纳入这一解释体系,Larenz,DiePrinzipienderSchadenszurechnung,JuristischeSchulung,10
(1965),374ff.其他使用风险归责的表述的文献,vgl.JürgenHübner(Fn.23),S.77ff.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782号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黑民一终字第

370号民事判决书。
即使是自然人为责任主体的危险责任,如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第78条),在公

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9条),也应适用风险归责,参
见叶金强,见前注〔6〕,第45页。

参见(意)F.卡尔卡诺:《商法史》,贾婉婷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3页。
有限责任最早起源于康孟达(Commeda)契约,这是一种航海契约,其中一部分参与者仅承担有限

责任,参见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版,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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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积极性;对于公司而言,更理想的模式也是通过股份获取风险资本投资的灵活性。〔58〕因而

现代公司也被当作资金筹集和财务风险管理的工具。〔59〕有限责任原则促进了投资者对不同

行业、不同国家的诸多公司的分散投资,降低了在特定公司和特定国家的投资风险。〔60〕由此

可知,企业组织诞生和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抵御风险。
然而,企业组织的产生和运行又不可避免地在制造风险。无论是从事高危行业的企业组

织,还是一般的企业组织,只要其进行活动,就必然面临着对他人造成损害的风险。原因在于,
企业组织之结构使得企业并没有自然人意义上的行为,只存在各具体执行人行为所构成的行

为领域。企业组织无法对各具体执行人的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直接控制,具体执行人也可能因

企业结构所导致的信息传递问题而无法切实地执行企业意志,此时企业的行为领域中就存在

风险。
正是由于企业对行为领域内的风险未进行必要控制才引发了企业责任问题。因此,对企

业责任的归责需从一般的行为瑕疵转向对行为领域的评价。此与风险归责之理念一脉相承。
风险归责并非凭空创造之物,而是基于法教义学中的风险分担思想而提出。〔61〕该思想认为

归责的评价标准是考量能控制或支配风险者是否对行为控制领域内的风险进行了必要控制。
此与企业责任的归责评价相契合。我国法官在实务中也意识到了此点,在以企业为责任主体

的案件中强调了风险因素,如有法官认为“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不应由外部第三人承

担”,〔62〕“风险控制是表见代理或表见代表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63〕

综上,作为抵御风险之工具的企业组织在现代社会也在不断制造风险。企业责任的

本质是企业组织对于其行为领域之风险的控制问题,以风险对其进行归责有其必要性,
也更为契合。

2.企业组织风险归责的可行性

对企业组织进行风险归责也有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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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62〕

〔63〕

参见(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上册)》,罗培新等译,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205页。

参见(英)艾利斯.费伦:《公司金融法律原理》,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参见戴维斯等,见前注〔58〕,第206页。
早期的风险归责的文献,vgl.M.Rümelin,DerZufallimRecht,1896,S.30ff;M.Rümelin,Die

GründederSchadenszurechnung,1896,S.45ff;M.Rümelin,SchadensersatzohneVerschulden,1910,S.24
ff;Wilburg,DieElementedesSchadensrechts,1941,S.38ff,43ff;Esser,GrundlagenundEntwicklungder
Gefährdenshaftung,1941,S.69ff;MüllerErzbach,GefährdungshaftungundGefahrtragung,AcP106
(1910),309ff.,insbesondereS.351ff.und409ff.当代关于风险归责的倡导,vgl.Canaris (Fn.13),S.
480ff;Larenz(Fn.53),374ff.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沪高民五(商)终字

第26号商事判决书。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5)锡滨民初字第01033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5)镇民终字第177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8民终530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盐商初字第0177号商事判决书。需要说明的是,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责

任并非一定是侵权责任,但从判决的表述中可以发现风险控制已经成为归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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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风险对企业进行归责与组织分散和转嫁风险的能力相符。具体如下:①以企

业形式进行运营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分散机制,企业组织及其成员也因此受益。〔64〕因而,相
对于获得的利益和利润,企业组织同时应对其风险活动负责。〔65〕②以企业形式进行商业

经营活动的企业,通常能将相应的风险控制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之中,并最终由企业组织

之外的大众消费者分担。〔66〕因此,让企业承担更多的风险控制和预防成本并不会给组织

带来过重的负担,〔67〕却能使自我保护能力更为弱小的第三人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③企

业在运行过程中通常会通过保险形式主动对自身的风险进行分散。〔68〕虽然这增加了企业

的保险成本,但保险成本作为企业组织成本之一本应由企业承受,且其可通过价格转嫁或

利润转移的形式予以填补。〔69〕因此,相较于企业之外的第三人,企业更能应对风险,对其

进行风险归责具有可行性。〔70〕

其次,作为系统信任中重要一环的企业应当对具有合理信赖之人的损害承担风险责任。

现代社会的信任体系已经从人格信任转向系统信任,企业组织就是系统信任的机制之一。〔71〕

正是源于对企业专业性的信赖,人们才会购买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在现代社会,信赖原则也可

作为公正分配交往风险的方式来理解。〔72〕因为当企业及其行为领域使第三人产生合理信赖

时,第三人对于自身所需的风险预防和控制预期就会降低,况且企业对行为领域内的风险具有

更早的预防和控制能力,因而以风险控制与否对企业进行归责具有合理性。

此外,归责原则在价值判断上是要“谴责”具备归责属性的行为或行为领域,从而在另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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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PETL第4:202条第1款第1句也规定:“基于经济与职业目的,利用受雇人或技术设备,持续经

营企业之人,应就其企业组织本身的缺陷,或企业产出商品或服务的缺陷所造成的任何损害,负赔偿责

任。”这采取的也是企业经营获益需就其行为领域内之风险担责的观点,seeEuropeanGrouponTortLaw
(Koch),supranote18,pp.94-95.

Vgl.Larenz/Canaris,LehrbuchdesSchuldrechts,Bd.II,BesondererTeil,2.Halbband,13.Au-
fl.,1994,S.606.我国判决中对危险责任归责的说理论证也表明“为自身利益开启和控制危险源的民事主

体,应当对因此产生的、难以绝对避免的损害依法承担相应负责”,引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
中民终字第0933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泽鉴,见前注〔6〕,第15页。
在竞争环境下,企业产品的价格等于生产的总单位成本,且包括了责任成本,参见(美)斯蒂文·

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现代企业之经营活动增加了侵害他人的危险性,但仅有企业本身对自己之经营活动具有控制

力,且仅有企业得以保险方式分散其企业活动之风险,所以在价值判断上由企业组织本身负责,实属公平。
参见陈聪富,见前注〔31〕,第588页。

医疗责任在英美法上是典型的企业责任,其通常有专业人员失职保险(malpracticeinsurance)作
为责任保障,seePaulFenn,AlastairGrayetal.,“EnterpriseLiability,RiskPooling,andDiagnosticCare”,

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Vol.20,Supplement2,2010,pp.i225-i242.
在广义上进行风险归责正当性论证时,学者也多以企业组织能够更好地分散风险作为说理依

据。参见叶金强,见前注〔6〕,第51页。
参见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Vgl.Esser,Schuldrecht,BandI,AllgemeinerTeil,4.Aufl.,1970,§38IV,S.248;E.Deutsch,

FahrlässigkeitunderforderlicheSorgfalt,1963,S.2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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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预防责任的发生,此在过错归责中有明显体现。〔73〕以风险进行归责的本质是以风险控

制力进行归责,这体现着价值判断。由于此种价值判断中的风险因素可在另一层面上对人类

的行为和决策起到促进作用,使得人类行为更具有责任心,〔74〕是故以风险对企业归责也将促

使企业更好地进行治理和经营,从而防范其行为领域内的各类风险。

综上,当企业组织风险归责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时,以风险对企业责任归责也就更具妥当性。

三、企业责任归责原则的具体化

(一)风险归责原则的双边性

风险归责的最终目的是使风险能够被有效控制,从而降低其转化为现实损害的概率。因

而本质上风险归责应当表述为风险控制力归责。而风险之控制并非仅依靠一方就能圆满完

成,通常需要参与双方的共同努力,由此风险归责原则应当具有双边性。

首先,双边风险归责的本质是比较思想的运用。企业组织行为领域内发生的损害通常并

非仅基于企业组织单方行为,还与第三人的行为存在牵连性。因而各方当事人对某一风险的

现实化都有相应的作用力,对各方作用力的衡量即为对双方风险控制力及控制行为本身的比

较评价。〔75〕比较的思想也在法官的判决论证中有所体现,如环境侵权案件中就考量了受害

人应预见损害时,是否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避免和减少损失发生,〔76〕高压电危险责任案件

中也考量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应当认知到高压电之危险时,是否采取必要行为防范风

险。〔77〕此中理据正是受害人与潜在责任者之间对损失发生的控制力的比较。此外,企业责

任的受损方并非一定是处于弱势的个人,可能也是企业组织,此时仅要求一方企业组织进行风

险控制,并不利于风险的控制和预防。

其次,归责原则除解决损害救济必要性问题之外,也为解决责任承担的正当性问题而存

在。该要求本身就体现了行为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利益衡量,是行为自由与社会安全价值之间

的调和。〔78〕双边风险归责能够更好地展现这一利益衡量的过程,从而在企业组织的行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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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75〕

〔76〕

〔77〕

〔78〕

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参见(英)斯蒂尔:《风险与法律理论》,韩永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在过错归责中,比较过错也是必须的,其有助于损失的分散,参见(美)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

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需要比较过错的过错相抵原则也是责任法的基本规则,
法条中的体现如《侵权责任法》第26条(侵权责任中的过错相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30条(合同责任中的过错相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560号民

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62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六民一终

字第0090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1民终633号民事判决书;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6

民终64号民事判决书;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新中民一终字第874号民事判决书;辽阳中院(2017)辽

10民终706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泽鉴,见前注〔6〕,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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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风险控制与企业组织之外主体的风险触发之间找寻更有利的损失分担平衡点。例如,
《侵权责任法》的“高度危险责任”中,第7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

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按照风险归责担责,但若“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则不

再承担责任。此时之所以免责,亦可从可归责性角度来理解:受害人的故意使得本在经营者可

控制范围内的风险转化成现实损害,因而风险经营者的可归责性降低了,无需再承担责

任。〔79〕综上,双边风险归责可以更好地在潜在责任者与受损者之间进行利益衡量。
最后,从社会整体的维度来看,归责本身就具有交互性。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就

指出:“统计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
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 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recipro-
cal),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

允许乙损害甲? 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80〕“如何分担损害”这一问题在企业责任中就

是风险的分担问题———理论上应当由更能控制风险者来承受风险转换为现实之不利益,因此

风险归责本身也必然需双边交互进行,从而呈现出风险归责的具体价值判断。

风险归责的双边性改造了传统可归责要件的单一性,使得其更能发挥利益衡量的作用。风

险的双边性考量使得原本的责任承担抗辩事由在责任成立阶段就予以考量,意即《侵权责任法》
第26、27条中受害人过错作为责任的减免事由在企业责任下将作为责任成立与否的判断。之所

以如此融合,是因为责任成立本身即蕴含价值判断,在自然人过错侵权下,只要自然人有过错并

符合侵权构成要件,责任即成立,侵权人的行为即受到了法律的否定评价。至于是否承担责任,
则是另一层级的问题。但在企业侵权下,企业之行为,如符合国家标准之排污不应当仅因造成损

害就在价值判断上受到否认,若受害人在风险控制比较下更具可归责性,则责任并不成立。此时

企业行为仍可受到公正评判,防止企业陷入两难选择,确保其进行合规之风险防范。于此,风险

归责的双边化将促进企业侵权责任构成体系在利益衡量和价值评判上的公正合理。
(二)企业责任归责于各风险类型下的具体展开

从企业的结构和运行来看,其行为领域一方面包括内部治理,另一方面包括对外运营。因

而企业组织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两大维度:一是企业内部治理中的风险,二是企业对外运营中的

风险。前者可包括企业选任风险、企业组织风险等;后者包括企业项目风险、企业管理风险等。
企业责任的双边风险归责如何进行,需结合这些风险类型进行具体的论述。

1.企业选任风险

企业组织之行为必然是由其选任之自然人去实施,因而所选任之人的行为风险本身构成

了企业的行为领域内风险。无论是企业的代表人还是代理人都有可能因执行行为不当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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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80〕

其他采取风险归责的危险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70、71、72条等)都有类似思想的体现。其中受

害人的故意等被看做免责事由,而之所以免责是因为潜在责任者的可归责性问题。潜在责任者不担责相当于

受害人承受了不利益,其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最终责任,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比较之下受害人更具可归责性。
因此,责任减免事由本身可纳入可归责性比较中予以阐述。

R.H.Coase,“TheProblemofSocialCost”,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Vol.3,1960,

p.1.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他人权益受损。同时企业的内部雇员在制造、设计和销售产品时也可能致人损害。

此时,相比与企业之外的第三人,企业更早地处于对风险进行控制的位置,其风险控制力

也比第三人更强,因为选任的慎重和必要监督措施都可避免风险。〔81〕而且企业组织的内部

选任比一般的外部选任有更多的考察方式和监督机制(如监事会、独立董事的设置,产品质量

检验环节等),具有更高的风险控制力。第三人无论身处何种情形均几乎没有对被选之人行为

的风险控制力。但在具体情形中,第三人可通过控制自己的行为来防止损害的发生或扩大。
如有判决认为,“被告(员工)的不当安装行为导致了设备运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增加了升

降平台上升时脚被挤压到的风险。因此,被告应对原告员工的受伤承担相应的责任”,即被告

作为企业应承担其选任之人不当安装的行为风险,因其在风险产生和持续上均有控制力。但

“原告明知被告的安装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在使用了近三年之久,也并未自行采取相应措施消

除隐患,直到本起事故发生后,原告才进行了相应补正。另外,原告在明知该设备运行存在风

险的情况下,怠于履行其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及培训义务,管理人员也疏于对车间操作人员(王
某及其同事)的安全管理,加上员工自身的疏忽大意、使用不当等因素,直接导致了该事故发

生,对此,原告理应承担一定的管理不力之责”,即原告作为抵御风险的第三人也应当采取避免

风险转变为现实损害的措施。这不仅体现在对风险触发的控制力上,即明知设备安装有隐患

却仍然操作设备从而触发风险;还包括对风险维持的控制力上,即明知设备安装有隐患却未采

取相应措施消除隐患从而维持了风险的存在。〔82〕

此种双边的风险控制比较展现了最终责任承担的利益衡量过程:通过比较企业方在选任

中对风险产生、持续的控制力与第三人对风险触发、维持的控制力,明确企业方承担选任风险

的正当性,从而证成其具有可归责性。

2.企业组织风险

企业组织风险是企业内部治理过程中一系列抽象风险的总称。在选任风险中,选任之人

的行为不当是判断风险产生与持续的外在标志,但在组织风险中,选任之人的行为并未有明显

不当,但仍然造成了他人的损害。如在雇主责任中,即使雇员没有行为不当,即没有一般意义

上违反注意义务的过错,雇主也需要担责。〔8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雇主在以企业形式展开活

动时,就需承担企业内部治理中组织不当的风险,如组织员工工作方式不当的风险、特殊岗位

缺乏专业人员的风险、工作环节缺乏负责人的风险、机器设备缺乏维护的风险等。〔84〕这些风

险源于企业内部,相比于第三人,企业对其产生和持续有着更高的控制力。因而在“选任和资

质都合规的医生在手术时意外发生心脏病,导致病人身体健康受损,医生在医疗操作上毫无过

错,此时医院是否应担责”的案件中,医院作为企业组织就可能因组织医生工作的风险未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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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83〕

〔84〕

除侵权之外,代表人也可发生信赖责任类型下的表见代表责任,参见石一峰:“商事表见代表责任

的类型与适用”,《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141-142页。
参见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2)金民二(商)初字第1154号商事判决书。
参见班天可,见前注〔9〕,第122-123页。
参见朱岩,见前注〔3〕,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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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如安排手术过密、缺乏对医生自身身体的检查等而需承担责任。〔85〕

此外,《侵权责任法》第42条第2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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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条第1款的规定可知,对销售者一般只

进行过错归责;〔86〕而第2款的归责依据实际上指向的是销售者自身的组织风险问题,即其未

能有效组织产品的进货、供货管理,因而不能证明产品缺陷的产生与其无关,为此就应承担相

应责任。

3.企业项目风险

企业组织项目风险源于其所从事的特殊风险项目,通常包括但不限于环境污染、高危行业

等项目。这些项目因其本身的风险属性而成为企业组织行为领域内的风险。

企业组织的项目风险源于侵权责任法体系中的危险责任类型,只是此时采取的归责原则

不再是表面化论述的危险,而是以双边风险控制能力的比较为依据进行归责。因项目风险源

于企业组织自身的经营,从事该项目的组织对项目风险的认知和管控能力显然比第三人更强。

因而在一般意义上,企业组织因对项目风险未能有效掌控而具有可归责性。实务中的案例在

对企业组织项目进行归责时,也考量了第三人的风险预见和控制力。如高度危险作业中,法院

认为受害人不可能预见到被告对废锂电池未进行任何安全处理,也就不可能预见爆炸的发生。

其对高度危险项目之风险不具备预见和控制力,因而由被告承担全责。〔87〕又如高压用电中,

法院一般也认为受害人应当认知到高压电力设施的高度危险性,进而可对此风险进行必要控

制,若未进行相应控制而导致触电的,此可导致潜在责任者可归责性的降低。〔88〕再如“(原

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在10千伏高压线附近从事钓鱼活动的高度危险性,对损害

的发生具有过失,应减轻供电公司的责任”。〔89〕

上述现实案例中风险大多是由第三人过失触发,这会导致潜在责任者可归责性的减轻。

但若风险是由第三人以故意形式触发的,企业组织即使尽全力进行风险掌控,也无法有效避免

损害发生。此时在双边归责理念下,企业组织就无法律意义上的可归责性,故而将风险损失转

由故意之第三人承担。

4.企业运维风险

企业的运营如同生态系统一样需要细心的维护,因而企业还存在运营维护不当的风险(简

称运维风险)。在项目风险中也有运维的要求,如高压电的警示等,但因已被项目风险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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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6〕

〔87〕

〔88〕

〔89〕

SeeEuropeanGrouponTortLaw(Koch),supranote18,p.95.
销售者是以企业组织形式展开活动的,即使是个体工商户理论上也属于商事主体,可归为企业组

织序列,只是责任承担的方式不同。参见施天涛:《商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此时

的过错,对于企业型销售者来说,应当是运营风险导致产品在销售过程中存在缺陷。
参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鹤民一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1民终633号民事判决书;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6

民终64号民事判决书;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新中民一终字第874号民事判决书;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辽10民终706号民事判决书。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新中民一终字第874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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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在此分析。运维风险主要针对风险产生之后的风险持续问题,即企业组织是否在明知有

风险时对风险的持续进行了必要的控制。如《侵权责任法》第46条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

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时是否及时采取有力补救措施来控制产

品缺陷风险的持续是判断生产者、销售者可归责性的关键。《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1款规

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应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这
也体现了对风险持续进行控制的要求。

对于企业的运维风险,同样需要双边风险比较来进行归责,如实务判决中认为生产者的说

明书中已明确记载“需进行清理时,必须切断电源开关,方可进行”,此种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

的警示本可防止事故发生,即有对风险持续的相应控制,但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与说明书存在差

异,“机器开关位置被生产安装在一个明显的容易发生危险的位置,实际机器开关位置极易与

操作者发生碰触,且对该开关位置的变动未履行告知和警示义务”,即对风险持续的控制不到

位。而“原告在进行清理操作时并未按照说明书中载明的注意事项进行操作,在未切断电源的

情况下就将手臂伸入机器内进行清理,致使在清理过程中身体触碰开关,导致机器转动将其左

手臂卡在其中”,即原告对风险触发未进行必要控制。此时判决以原告的风险触发控制不当降

低了生产者风险持续控制不到位的可归责性为由,仅要求生产者承担次要责任,此即体现了双

边风险比较之思想。〔90〕

企业运维风险是企业对外运营过程中的兜底性风险,若相应之风险未能以定型化的方式

表现,则可通过企业运维风险来说理论证。
上述各风险类型的划分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各类风险存在互换的可能,如项目风险可能

因选任风险而加剧,即内部治理的风险会影响到外部运营的风险。划分本身是为了给实务裁

判一个指引框架。此种框架下,内部治理风险中组织风险系为兜底,外部运营风险中的运维风

险系为兜底。因而在分析上,即使企业并无选任或项目风险,抑或能够证明对两种风险已进行

有力控制,也仍可能因组织和运维风险控制不当而具有可归责性。这些风险类型虽有侧重,但
在双边风险归责下,企业方面是要分析其对风险产生和风险持续是否进行有力控制;第三人方

面则要考察其对风险触发和风险维持的控制力,通过比较最终确定风险该如何归责。其中,风
险的产生与存续并非企业的直接行为所致,而是企业行为领域内之问题。此外,随着社会和企

业的发展,企业必然面临着新的风险,因而需要通过实务判决对其在内部治理和外部运营维度

下新出现的风险进行定型化处理。
(三)风险归责的举证证明机制

对于可归责性,一般依据归责原则的不同有不同的举证证明机制。如依据《侵权责任法》
第6条第1款,采过错归责,此时过错的举证证明责任在受损方一方;依第6条第2款,采过错

推定归责,虽然归责依据仍为过错,但此时过错的举证证明责任由侵害方承担。企业责任即使

是在过错框架下也表现为一种“准严格责任”,第6条第1款的适用余地不大,而应通过适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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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参见东光县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37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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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条第2款对可归责性进行推定。〔91〕当将过错转化为风险来解说时,风险归责自然也应进行

推定。关于《侵权责任法》第7条中的无过错(危险)归责,虽然法律未明确归责所依据事实的

举证证明责任由谁承担,但基于诸如第70、71条等无过错责任规范中采取的“能够证明损害是

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的表述,由潜在责任方对风险控制状况进行举证证明更为

合理。〔92〕此外,如上所述,受损方之故意在双边风险归责下,也是从另一侧面对风险控制力

的证明。此时,从风险归责角度看,风险控制的举证证明责任也应由企业一方承担。〔93〕对于

此,《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306条对雇主为企业时的雇主责任及其他企业责任都采取了

举证责任倒置方式。〔94〕

由上可知,企业责任的风险归责一般采取推定,并导致所谓的举证证明责任倒置。对企业

课以此种举证上的严格责任,是因为面对复杂组织时受害人举证证明具体行为人的行为瑕疵

显属困难。〔95〕在特别情形下,如企业组织并非复杂,具体行为及其领域可得清晰知悉时,会
存在表面证据规则的推定(亦称表见证明),即受损方只要举证企业引发风险等其他表面证据

即可推定企业方有可归责性。此时,企业所创设之风险程度会成为影响企业一方所承担的证

明责任的因素:对于风险程度超越正常危险行为的,其证明责任将更为严苛,采取倒置模式;对
于一般性风险,受害人首先要举证证明存在风险及控制不当的表明证据,然后举反证证明的义

务才转向企业一方。在举证证明程序上,企业一方面要举证风险产生或风险持续不在其行为

领域内,或虽在其行为领域内,但已经进行有力控制;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反面证明来反驳推定,

反驳的举证集中于第三人对于风险的触发和维持有控制力却未进行必要控制的事实,由此可

知在企业和第三人之间,对于风险转化为现实何方更具有控制力。

上述企业的举证若仅能证明其已对选任或监督选任人进行了必要控制,或其机器设备合

格、生产操作流程合规等,企业并不能因此免责。因为法律对于企业的风险控制有着更高的要

求,企业的组织和运维风险控制是否达到市场和第三人的合理期待是企业方证明的关键。虽

然从实务角度看,此种证明的完成有一定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诸如受损方故意或其他特别

情形下企业不存在反驳的空间。只是反驳空间的狭小将使得企业责任更趋于严格责任,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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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93〕

〔94〕

〔95〕

参见朱岩,见前注〔2〕,第50页;郑晓剑,见前注〔7〕,第62页。
法国侵权责任法改革中,《卡特拉草案》第1362条第2款亦规定,从事危险活动者证明受害人有过

错,才可免责。李世刚:《法国侵权责任法改革———基调与方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页。

PETL第4:202条第1款第2句规定由企业组织举证证明其已遵守应有的行为准则。由此是由企

业组织承担是否尽到风险控制,即遵从应有(理想的)行为准则的证明责任,seeEuropeanGrouponTortLaw
(Koch),supranote18,pp.94-95.《瑞士债法2020:新总则草案》(SchweizerObligationenrecht2020:En-
twurffüreinenneuenallgemeinerTeil,简称OR2020)第59条(商事企业责任)也有类似表述:“商事企业应

当对由其经营活动所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除非其能够证明自身的经营组织已对预防损害的发生采取了合

适的措施。”
(奥)海尔穆特·库奇奥:“损害赔偿法的重新构建:欧洲经验与欧洲趋势”,朱岩译,《法学家》2009

年第3期,第1页以下。

B.A.Koch/H.Koziol(eds.),“Unificationoftortlaw:strictliability”,KlwerLawInternational,

2002,p.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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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责任的性质及其风险属性相关。这也是风险归责的应有之义。

四、企业责任归责原则的规范表达

归责原则一般在各具体责任条文中就有相应的表达。如在过错责任类型中,一般有“因过错

导致损害的,应承担责任”的直接表述,《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42条、第44条,《合同法》第189
条、第303条、第374条都采取类似表述。但无过错责任类型的规范,却并未完全明确归责原则

为何,只在少数条文中有“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责任,但能证明损害是因受损方故意造成的,

不承担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9条等。如上所述,此种表述了隐含了双边归责的思

想,但如何归责仍不清晰。规范制定者试图通过责任主体的特殊性来表明这些无过错责任都是

危险责任,如“从事高度危险作业、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故、民用航空器”等。此种思路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但仍需其他制度配套。因为随着社会之发展,危险事项必然增加,立法中列举之事项

并不能涵盖所有情形。为此,有学者提出以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方式来统合各危险责任类

型。〔96〕在过错责任中,也有学者指出以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形式进行统合。〔97〕

企业责任散落在侵权法体系的各个部分,有些企业责任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规范

与学说研究的分散也导致了实务适用规则时的不统一,如对于雇佣人责任是否需要雇员过错

就存在争议。〔98〕为此,在民法典编撰的背景下有必要在侵权责任编中对企业责任予以体系

化规定。

在比较法上,21世纪以来的最新立法草案都有对企业责任的一般规定,如2003年的《瑞
士债法典修改草案》第49条就规定了企业责任(Unternehmenshaftung),即企业应就其活动

范围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瑞士债法2020:新总则草案》(SchweizerObligationenrecht
2020:EntwurffüreinenneuenallgemeinerTeil,简称OR2020)也于第58、59条规定了企业

组织责任(Organisationshaftung),其中第58条是雇主责任的一般规定,第59条是对商事企

业责任的规定;《欧洲侵权责任法原则》第4:202条也规定了企业责任(Enterpriseliability)。

OR2020第59条中“对预防损害的发生采取了合适的措施”实际也是采取了风险控制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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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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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论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适用”,《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第152页以下;朱岩:
“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研究”,《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第30页以下;周友军:“我国危险责任一般条

款的解释论”,《法学》2011年第4期,第152页以下。
参见张新宝:“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42页;杨立新:“中国侵权责任

法大小搭配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法学杂志》2010年第3期,第8页;王利明:“论侵权责任法中一般条款和类

型化的关系”,《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第1页以下。
有案例认为雇佣人责任不以雇员过错为前提,参见徐凤珠诉留敏群和其雇工致人损害雇主应负转

承赔偿责任纠纷案,转引自李鲲编著:《典型人身侵权改判案例精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以

下;也有案例认为雇佣人责任以雇员过错为前提,参见程文青与慈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辽中

心支公司、长春城市设施建设股份公司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1民终1848号

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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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法上虽然未有企业责任的直接成文化规定,〔99〕但法院确认了以企业引发之风险来确

定其责任的判例规则。〔100〕为此,我国法上也有必要对企业责任进行一般条款的表述,并在其

中将企业双边风险归责规则予以规范表达。〔101〕

一般条款由不确定的、需要价值填补之概念构成,〔102〕其可以统合诸多类型。如一般侵权责

任的一般条款,统合了侵害身体健康权、姓名权的责任等具体侵权责任类型,使其具备统一的构

成要件:损害后果、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及过错。企业组织的风险归责原则亦可采取类似的

规范表达方式:通过不确定之概念来统合各具体企业组织风险,也就是将“需要价值填补的概念”

交由法官在个案中依据具体风险情形和各方风险控制能力予以确定,如此可进行双边风险的归

责。〔103〕上述各风险类型下企业责任双边风险归责的展开,可为法官裁判提供指引。

关于具体的规范设置,可以考虑在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后再设企业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

规范,明确企业侵权责任中的风险因素,然后在第二款通过明确风险的双边比较要求及风险比

较时的考量因素来规定企业责任的双边风险归责原则。风险考量要素在规范中可进行概括性

表述,即以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运营为两大风险考量维度,具体的风险类型则可交由法院进一

步具体化。上述各具体风险类型及其考量因素可通过下图进行可视化表述:

其中风险产生控制力是针对企业制造风险的控制力;风险持续控制力则考虑企业对相应

风险在可进行必要措施进行警示或预防时,是否对风险的持续存在进行了控制。风险触发是

针对第三人以其行为引发风险转为现实的控制力;风险维持的控制力则考虑第三人在被告知

或以其他方式知晓风险时,是否对风险维持在自己的行为触发领域内进行了控制。

图中所示的每个考量因素在具体判断上还需结合具体案件情形,如企业的风险类型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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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101〕

〔102〕

〔103〕

英美法上对于企业责任的讨论,最终并未形成一体化的企业责任规范,而主要体现为《侵权责任法

重述》中的产品责任,seeG.Priest,supranote9,pp.465.
SeeS.Deakin,“‘Enterprise‐ Risk’:TheJuridicalNatureoftheFirm Revisited”,Industrial

LawJournal,Vol.32,No.2,2003,pp.97-114.
各国和地区的草案表明了立法和学理上的趋势,最终能否实现则受制于各国本身的法律体系,但

这揭示了企业责任构成的独特性,尤其是归责问题的独特性,因此比较法之内容仍具有借鉴意义。
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一般条款的价值填补需由法官来完成,vgl.Hedemann,DieFluchtindieGeneralklauseln,1933,S.

58;另见梁慧星,同上注,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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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关联度、企业组织分散和转嫁风险的能力(价格或保险转嫁)、企业组织创造信赖的程度

等。此处并不存在如同数学一样精准的规范表达,只能通过此种一般条款形式来为法官适用

法律提供指引和限制。

上述通过企业风险责任一般条款的形式对企业责任归责原则进行规范表达是一种应然的

立法论视角。若受制于立法进程和立法博弈,亦可通过解释论的角度进行相应规范解释上的

表达。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已明确了过错和过错推定归责的一般规定,其中并未区分自

然人与企业组织,文义解释上两者均可适用。同理,第7条之无过错归责(实际为危险归责),

亦得适用于企业组织。但在具体适用解释上,若企业责任能通过具体行为人的过错进行判断

的,仍得以适用第6条之规定,但此时需要强调企业组织对具体行为人的控制力及其行为领域

之风险;若企业责任无法确定具体行为人时,可以适用第7条,但此时危险也应转化为风险进

行阐释,同时该条中的“法律规定”应作扩大解释并在必要时得以类推适用,使得企业责任之整

体均能纳入此体系中来。然而,此种方式可能导致“过错”“危险”“法律规定”等概念在体系上

的不一致,对于实务操作并非有益,仅能作为权宜之计。

五、结 论

现代社会各类责任事故,无论是产品责任、医疗事故,还是环境污染、高危致损,都以企业

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然而由于企业组织与自然人的差异,传统归责原则对其适用余地有限。

过错归责的客观化使得注意义务泛化,实际操作也会走向风险控制标准;而危险归责的表述过

于表面化,企业之危险需纳入企业风险中予以考量。为此,从企业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化的角度

看,有必要在传统归责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企业的风险归责规则。

企业组织的演变史表明企业本身就是风险制造与控制的载体,对其归责应从行为瑕疵转

向行为风险领域的评价,以风险对之归责有其必要性。同时,企业组织具有通过价格机制和保

险等进行风险转嫁的能力及作为现代系统信任一环的特性,亦使得其相较于企业之外的第三

人一般具有更高的风险控制力,并降低了第三人自身风险防范之预期:以风险对之归责有可行

性。与传统归责相比,风险归责一是放弃了广泛注意义务的构建来认定可归责性,使得企业能

够在责任与行为自由之间做出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决策,从而与企业这一组织的经营及其

商业开拓和商业冒险等相适应;〔104〕二是将危险归责中的简单归责或无归责转向责任法一体

要求的具有价值判断的归责评价,此种评价依风险之特性而强调风险控制力的比较,从而实现

在潜在责任者与受损方之间利益衡量。

此种利益衡量体现着价值判断,并能对双方风险控制问题进行具体评判。具体的双边风

险归责展开则需对企业组织之风险予以类型化分析。企业组织的风险一方面来源于企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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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风险归责在早期的引介中忽视了其与企业的关系,而正是企业责任才是风险归责发挥作用的主要

场域。换言之,在企业责任领域,其是原则,而在一般的自然人等其他领域则是例外。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

编撰中,有必要重新审视企业责任下的风险归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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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中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企业对外运营过程中的风险。前者包括企业选任风险和组织风险

等;后者包括企业项目风险和运维风险等。对每一风险类型均需从企业对于风险产生的控制

力、对风险持续的控制力和第三人对风险触发的控制力、对风险维持的控制力等角度予以分

析,亦需法官结合具体企业组织和第三人之情形作个案之裁决。在具体的实务诉讼中,企业风

险归责在判断上一般采推定之方式,此将导致举证证明责任之倒置,特殊情形下亦允许表见证

明规则的运用,允许企业方举反证反驳。

在规范表达上,鉴于企业责任在当下社会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理想的企业责任归责原则可

在未来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以企业责任一般条款的形式予以规范表达:通过明确风险考量

因素及风险双边比较要求来规定企业组织双边风险归责的方式。若受制于立法之博弈和滞

后,则可通过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进行解释而将企业责任的风险归责纳入原有立法体系,

但此种操作将对法官裁判时的说理论证提出更高要求,仅为权宜之计。

需注意的是,将企业归责区别于自然人归责,并非意味着要以企业与自然人的区分来重构

全部的归责体系,而是在现有归责原则下,以风险要素进行新的解说,以此实现企业责任归责

的合理化。随着风险社会的发展,自然人领域的归责也将受到企业风险归责的影响,然此乃另

文可详述之课题。

Abstract:Enterpriseliabilityintortisanimportanttypeofliabilityinmodernsociety.However,the

traditionalimputationprinciplehaslimitationswhenappliedtoenterpriseliability.Imputationbysubjec-

tivefaultisdoubtlesslynotsuitableforenterpriseliability,andimputationbyorganizationfaultaswellas

bydangeressentiallyfollowstheriskcriteria.Thenature,abilityandliabilitymechanismoftheenter-

prisemakeitnecessaryandfeasibletotakeriskasanelementofliabilityforenterprise.Inaccordancewith

theneedsofbilateralriskprevention,risksimputationforenterpriseshouldbebasedonthecomparisonof

theriskcontrolcapabilitybetweentwoparties.Thefactorsofjudgmentcriterionincludeenterprise'scon-

trolovertheemergenceandcontinuationofriskaswellasthirdparty'scontrolovertriggeringandmainte-

nanceofrisk.Judgesneedtomakeindividualdecisionsincombinationwiththetypesofenterpriserisksin

specificcases.Intheproceedings,therisksimputationofenterpriseisgenerallyapresumption.Inparticu-

larsituations,theprimafacieproofrulecanalsobeappliedbuttheenterpriseshouldbeallowedtomake

rebuttals.Intheaspectofnormativeexpression,theidealwayistostipulategeneraltermsofenterprise

riskimputationinthefuture“TortLiabilitypartofCivilCode”,whiletheimmediateresponseistobring
thefactorofriskintheinterpretationoftheexistinglaw.

KeyWords:EnterpriseTortLiability;ImputationbyBilateralRisks;RiskTypesofEnterprise;Tort

Liability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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