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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
——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

口

内容提要

李健男

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是构建金融消费者特另０保护法律机制的逻辑起点。而

要科学界定金融消费者，必须首先明确金融消费交易相对于普通消费交易的特殊性，以及由此
决定的金融消费者相对于普通消费者在交易地位方面的特殊性，同时还有必要对消费者法律
界定的通说和实践进行检讨。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
易中“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为此，应该
确认法人和其他组织（金融企业法人与专业性的投资机构除外）的金融消费者地位，同时也不
应再区分所谓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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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健男，法学博士，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广州

一、问题的提出

５１０６３２）

这一法律机制构建的逻辑起点，自然就是金融消
费者的法律界定。所以，借鉴先行国家的实践，重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些发达国家的金融立

新梳理和检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的主要观点，并

法、司法以及金融监管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已经明

在此基础上尽可能科学地界定金融消费者，实为

显地表现出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倾向，①而至

必要。

今余波未消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加深了各

按理说，提出问题之后，就该直人金融消费者

国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在我国，近

法律界定这一主题。但本文却打算先讨论为什么

年来，理论和实务界要求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

要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特别保护这一看似多余的问

呼声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

题。因为在我们看来，讨论这一看似多余的问题，

保护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了共识。但是，就金

却是十分的必要：

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这一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具

首先，所谓金融消费者保护，准确地说应该是

有前提性意义的问题来看，无论先行国家的实践，

金融消费者的特别保护，也就是要为金融消费者

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界的观点，却没有能够达成

构建一个不同于“普通消费者’’。的特别保护机

共识。

制，否则，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我国《消费者权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金融消费者的法律

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即可ｏ。所以，讨论对金融

界定，无意要推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只

消费者进行特别保护的理由，是讨论包括金融消

是觉得在后金融危机这一时代背景下，确有必要

费者法律界定等其他有关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问

尽早构建我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法律机制，而

题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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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讨论金融消费者的特别保护，必然涉及

第三，交易意思表示的格式化。由于金融消

到金融消费交易相对于“普通消费交易”④的特殊

费交易内容的重复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

性，正是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使得金融消费者在金

易效率，几乎所有金融消费交易的意思表示都以

融消费交易中的地位具有较之于普通消费者的特

格式合同的方式进行。金融消费者除了要承受普

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既构成了对金融消费者进行

通格式合同带给普通消费者的风险之外，还要承

特别保护的理由，也是设计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

受由于金融消费交易信息严重不对称带来的特殊

法律机制的依据，以及科学界定金融消费者的根

风险。即便金融消费者能够识别某一金融经营者

据。因此，在界定金融消费者之前，必须先从理论

格式合同中的不利条款，但是由于格式合同往往

上解释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特别保护的理由。

已经行业化，金融消费者要么接受不公平的格式

另外，我国多数学者往往套用《消费者权益保

合同，要么放弃金融消费交易。

护法》有关消费者的解释来界定金融消费者，而关

第四，交易方式的电子化。随着信息网络技

于消费者的法律界定本身又存有重大争议。鉴

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金融消费

此，本文将依次讨论以下问题：首先，就金融消费

交易可以借助电子支付清算系统、证券网络交易

者特别保护的理由进行理论解释；其次，检讨和反

系统等各种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完成，这一方面

思关于消费者的法律界定；最后，就金融消费者的

给金融消费者提供了便捷高效的金融消费渠道，

法律界定做出结论。

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⑥

二、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的理论解释

第五，销售方式的高度劝诱性。当今社会，传
媒日益发达，广告成为商品销售的重要手段，从而

概言之，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特别保护的客观

使现代商品销售普遍呈现出劝诱性特征，消费者

需要，缘于金融消费交易相对于普通消费交易的

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劝诱下，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

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金融消费者相对于普

理性的判断能力。就金融消费交易来说，由于金

通消费者在交易地位方面的特殊性。

融经营者准公共企业的属性，也由于金融行业所

（一）金融消费交易的特殊性及其对金融消费
者交易地位的影响

具有的强大资金实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同时又由
于金融商品天然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还由于金融

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随着金融电子

消费交易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相对于普通商品

化交易的Ｉｔ益普及，较之于传统意义上的普通消

销售来说，金融商品销售不仅具有更为普遍且更

费交易，金融消费交易在交易标的、交易内容、交

高强度的劝诱性⑦，而且劝诱的效果也更为明显。

易方式等诸多方面大异其趣，表现出明显的特殊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金融消费者不是在消费金融

性，进而对金融消费者的交易地位产生了决定性

商品，而是在“被消费金融商品”。

的影响。

第六，金融业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和高度的行

第一，交易标的的无形性。金融消费交易的

业利益认同。金融业作为经营货币的行业，具有

标的均非典型的有形物，使得金融消费者难以像

很高的准入门槛，并因此具有了天然的垄断性。

普通消费者那样直观感知所需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同时，即便在分业经营的体制下，银行、证券和保

和风险，进而导致了金融消费者的决策严重依赖

险业之间也因为业务上的相互依存而成为了利益

于金融商品提供者（以下通称“金融经营者”）的信

攸关方；在混业经营体制下，整个金融业更可谓是

息披露。

一个利益共同体。上述两点决定了在维护金融行

第二，交易内容的信息化。金融消费交易的

业共同利益方面，金融经营者之间很需要也很容

全部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信息的组合，由

易形成同盟并采取一致行动，从而使千千万万分

于这些信息的组合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和

散的金融消费者原本的弱势地位雪上加霜。ｏ

复杂性，使得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处于

（二）结论

较之于普通消费交易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之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中。

第一，鉴于金融消费交易的特殊性，以及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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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金融消费者的交易地位，对于金融消费者

的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消费；另一类则是生活

保护来说，普通意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无法

消费，即以劳动力的再生产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

完全适应，客观上需要构建针对金融消费交易和

消费。

金融消费者交易地位特殊性的特别保护法律机

由于消费者保护运动是消费者个人基于维护

制，通过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最大限度地消除金融

消费者个人的权益所发动，这一社会运动催生的

经营者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关系。

社会思潮自然也以消费者个人保护作为出发点和

第二，在上述金融消费交易的六个特殊性当

归宿，作为对这一运动和思潮的回应，各国有关消

中，最核心的莫过于交易标的的无形性和交易内

费者保护的立法，自然也就将保护的对象和范围

容的信息化。这是因为，正是这两个特殊性根本

局限为消费者个人。而消费者个人消费的目的当

性地决定了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以及这种弱势

然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地位的特殊性：在金融消费交易中，金融消费者一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消费与消费者个人消

方面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之中，另一方面又要

费具有同一性。正因如此，并基于上述关于消费

严重依赖金融经营者的信息披露。而其他的四个

分类的二分法，各国有关消费者保护的理论和立

特殊性则从不同角度强化了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

法实践普遍将消费界定为生活消费。可见，将消

位及其特殊性。

费者界定为进行生活消费的自然人的逻辑是：法

第三，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

律要保护的是对特别保护有着强烈诉求的消费者

赖并存，构成了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特别保护的根

个人，而消费者个人的消费等同于生活消费。以

本性的理由，也构成了设计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

下的学术观点和立法充分体现了这一逻辑：

法律机制的根本依据。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

英国极具权威的《朗文法律词典》（第７版）将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实体规则，以及金融消费者权

消费者解释为：“就商品（消费）ｏ而言。消费者指

益纠纷解决的特别程序机制，都应该以解决“信息

的是为私人用途和消费接受商品供应的自然

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

人。’’。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也对消费者

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做了类似的解释：“所谓消费者，是指从事消费之

三、对消费者法律界定的反思

人，亦即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服务之
人”，“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人。因

早在１８世纪中期，英国就产生了保护消费者

此，其地位有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任何

的观念。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这一观念在工业

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有别于为再贩卖为目的的

发达国家逐渐发展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运动，并

购买者），在默示或明示的担保期间（或服务契

最终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反过来又进一

约），适应受让该商品或服务者，均该当为消费

步促进了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进而影响到许

者”。＠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在其于

多国家的立法。＠就狭义上的消费者保护法∞立法

１９７８年５月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将消费者界定

来说，首先要解决的当是消费者的法律界定问题。

为：“为个人目的购买或者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

（一）消费者法律界定的通说及普遍实践

社会成员”。泰国１９７９年颁布的《消费者保护法》

消费者法律界定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
方面：一是界定消费者保护语境下的消费；二是界

则规定：“所谓消费者，是指卖主和从生产经营者
那里接受服务的人。”ｏ

定消费者保护语境下的消费者的主体资格。而以

从上述通说和立法实践看，消费者保护法意

下分析可以表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只是一

义上的消费者应具备以下特征：第一，必须是有偿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获得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消费者以商品交换为其

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在商品经济社会条件下，
社会再生产当中的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存在着辩

存在的条件；第二，必须是用于生活消费；第三，必
须是自然人。

证关系ｏ，正是根据这一辩证关系，消费被分为了

（二）我国有关消费者法律界定的实践及理论

两类：一类是生产消费，即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目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明确界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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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从该法第２条。的规定看，作为我国消费者

卖方与提供服务的一方就是生产经营者，相对一

权益保护法保护对象的消费者所应具备的特征，

方则为消费者。就这一意义而言，消费者自然包

与各国的实践是一致的。在理论上，我国学界大

括企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第二，一个简单的事

多也是根据该法第２条的规定，抽象出消费者的

实是，在一个具体的交易关系中，确实存在尽管不

概念：消费者是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

是自然人，但是在交易中处于明显弱势的作为生

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ｏ又有学

产经营者相对方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它们

者根据这一概念，概括出构成消费者的三个基本

也需要法律的特别保护，比如某些中小企业、养老

特征：（１）主体是自然人；（２）行为是购买、使用商

福利机构、民办学校、幼儿园等等。第三，在现实

品或接受服务；（３）目的是为了生活需要。ｏ

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情形：一些企事业

可见，我国有关消费者界定的实践和理论与

法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交易中处于弱势地

各国的实践和理论如出一辙。这种惊人的一致反

位，而这些商品与服务的最终享有者又是需要特

而促使我们反思：上述有关消费者的法律界定真

别保护的消费者个人ｏ，如果不给于这些企事业

的如此完美无缺而不可撼动了吗？

法人以特别保护，那么它们的损失有可能无法弥

（三）对消费者法律界定的反思

补，进而导致最终消费的消费者个人也得不到补

其实，就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之

偿，这显然不符合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和理

后不久，该法第２条有关消费者的规定就遭遇了

念，也与保护社会弱者的潮流和趋势相悖。可见，

“王海现象”ｏ的尴尬：同一家法院根据该法第２

消费者法律界定的通说和立法实践的第二个缺陷

条的规定，对于原告作为消费者的法律地位或肯

在于：由于将消费者界定为自然人，遗漏了需要特

定，或否定，导致了对同一个原告、同一个标的物、

别保护的企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ｏ

同一种诉讼理由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有学者

上述反思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需要特别保护

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成文法所固有的局限性之

的消费者的主流是为生活需要购买商品和接受服

一般规则对于个别案件之局限性。ｏ法律

务的自然人，只是表明现行的有关消费者界定的

将受保护的消费者的范围限制在“为生活消费需

通说和实践尚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和空间。在我

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限制基于

们看来，在消费者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的界定宜

将消费简单地分为生产消费和为生活消费两类，

做如下规定：

而恰恰遗漏了既非为生产又非为生活而购买商品

“本法所称的消费者是指非为生产消费需要

的特殊消费者ｏ。由此可见，将“生活需要”作为

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或者有证

界定消费者的基本特征之一，显然存在概念外延

据表明在交易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且需要本法保

的不周延性。如果法官机械适用该条规定，必然

护的企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确定某一企事业

会否定像王海一样的特殊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法

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应受本法保护时，应该着重

律地位，不仅会造成个案的不公，而且还直接挑战

考量作为该企事业法人或其他组织所购买商品或

了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可见，消费

所接受服务的最终消费者的利益的保护。”

者法律界定的通说和立法实践的第一个缺陷在
于：由于消费者概念的外延不周延，遗漏了需要特
别保护的特殊消费者。此其一。

四、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
（一）我国学者的观点

其二，尽管从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理由和背

我国学者往往套用普通消费者的概念来界定

景看，法律只为消费者个人提供特别保护，或者说

金融消费者，一个典型的定义是：“所谓金融消费

只将消费者个人界定为消费者，具有很高程度的

者，实际上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

合理性。但是，如果绝对地将企事业法人或者其

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ｏ根据这一定

他组织排除在消费者之外，又未必恰当：第一，消

义，金融交易中大量存在的投资者将被排斥金融

费者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生产者、经营者而言的，ｏ

消费者之外ｏ。正如一个英国学者所指出：“我们

在一个具体的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合同关系中，

把银行存款、或者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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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描述成消费者可能没什么困难，但是当我们将

的严重依赖并存”之中，都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投资人也视为消费者时往往面临阻碍。’’＠但另一

的特别保护。因此，将特别保护的范围扩展至法

方面，没有人会否认，金融交易中的个人投资者是

人和其他组织，是金融消费交易特殊性的必然要

最需要特别保护的弱势群体。可见，如果套用消

求。这里，还有一个特殊问题需要澄清：在一个现

费者的构成要件，势必陷入两难境地。

实的金融交易中，金融企业法人以及专业性的投

（二）国外的立法实践

资机构也有可能以金融消费者的身份出现，那么，

美国１９９９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将“金融消

它们能否诉求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特别保护呢？

费者”定义为“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

我们认为，尽管金融企业法人和专业性的投资机

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美国新实

构以金融消费者的身份购买其他金融经营者的金

施的《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沿用了《金融服务现代

融产品和服务，但由于其本身是金融经营者和专

化法》的上述界定ｏ。美国的立法尽管没有明确

业性的投资机构，相对于其他金融消费者来说，它

将投资者纳入金融消费者的范围，但是该定义具

有能力识别金融产品的质量和风险，或者说它们

有一定的开放性，可以将个人投资行为的目的解

不会像其他金融消费者那样处于“信息严重不对

释为为了个人、家庭或者家务的目的。不过，美国

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之中，因此不能成为

的立法仍然将法人排除在金融消费者之外。

特别保护法律机制意义上的金融消费者。

英国金融服务局根据《２０００年金融服务和市

同时，金融消费交易与普通消费交易的一个

场法》，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贸易、商业、职业目

很大的区别在于，金融消费交易具有同质性，几乎

的之外接受金融服务的任何自然人”。这一界定

所有的金融消费交易都可以描述为“跨时间、跨空

仍然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自然人，但较之于美国

间的价值交换”，国而普通消费交易则千差万别。

有关法律的界定，由于其在金融消费的界定上采

由于金融消费交易这一特殊性的存在，金融消费

取了排除法，可以有效避免金融消费者概念外延

者的界定，就没有必要再像普通消费者界定那样

的不周延性。

区分所谓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

日本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的《金融商品销售法》

综上所述，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中，应对金融

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资讯弱势一方当事人”，从

消费者作出如下界定：“本法所称的金融消费者，

而实现了金融消费者的界定的历史性突破：第一，

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地

该法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在消费目的方面突破了

位，同时对金融经营者一方的信息披露存在严重

非盈利性的限制，将消费者的保护延伸至投资者；

依赖性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但不包括金

第二，该法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突破了自然人的

融企业法人。”

资格限制，将保护主体扩展至法人。
（三）我们的结论

上述界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于以下几个方
面：

我们认为，通过立法界定金融消费者的目的

第一，该定义体现了金融消费交易相对于普

在于，明确哪些金融消费者。应该作为金融消费

通消费交易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金融消费

者特别保护法的保护对象。对此，关键的问题是

者的交易地位相对于普通消费者的特殊性，从而

确定一个科学的标准。根据前文第二部分的论

使该定义对金融消费者内涵的揭示建立在坚实的

述，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

理论基础之上。

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

第二，该定义以解决金融消费交易中“信息严

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

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突出问

宿，这也是我们所主张的科学界定金融消费者的

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来界定金融消费者，从而使

判断标准。

该定义对金融消费者内涵的揭示建立在客观的经

由于金融消费交易的特殊性，即使是企业法

验事实基础之上。

人（不含金融企业法人），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与个

第三，该定义从金融经营者相对方的角度来

人消费者一样会陷入“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

明确金融消费者的外延，即原则上将金融交易中

８１

万方数据

李健男：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
非金融经营者一方界定为金融消费者，从而为司

的适当性的措施，予以规定，以保护顾客的利益，维护国

法实践中识别和确认金融消费者的身份提供了极

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２００６年，日本叉颁布实施

具操作性的界限。
第四，该定义根据金融交易同质性这一特性，
不再区分“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从而避免了
将金融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投资者排除在
金融消费者之外。
第五，该定义基于金融企业法人相对于自然
人、非金融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特殊性，明确将

了《金融商品交易法》，以达到全面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目
的。

②本文所谓的“普通消费者”，是相对于金融消费者
而言的一个概念，即非金融商品的消费者。
③目前，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在修订当中，
一些专家就建议将金融消费纳入该法的调整范围。
④本文所谓的“普通消费交易”，是相对于金融消费
交易而言的一个概念，即非金融商品的消费交易。

其排除在特别保护机制意义上的金融消费者之

⑤下文有关金融消费交易特殊性的描述部分引用了

外，从而确保了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法律机制精

郭丹的研究成果，参见郭丹：《金融消费者权利法律保护

神和宗旨的实现。

研究》，吉林大学２００９年博士论文，第２７～３２页。
⑥这是因为，所有的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均为金融

注释：
①美国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
护消费者的联邦金融立法，构建了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
护法律体系，即便是以放松金融管制为目的的１９９９年《金
融服务现代化法》也增加了大量有关隐私权保护、ＡＴＭ
服务收费、社区金融服务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条款；次贷
危机之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积极推
进金融消费者保护体制改革，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２日通过了
《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以
下简称《美国金融改革法案》），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
作为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专门机构。英国则于２００１年通过
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成立了金融服务局（ＦｓＡ），并将
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作为ＦＳＡ的主要职责之一；同时，ＦＳＡ
还成立了金融巡视员服务机构（ＦＯＳ），为金融消费者提供

经营者开发和控制，有关数据掌握在金融经营者手中。
⑦美国次贷危机前贷款机构“猎杀放贷”行为，次级
贷款证券的全球销售、我国银行卡、基金、以及保险销售
现状足以说明金融商品销售劝诱性的普遍和高强度。
⑧有太多的实例可以说明金融业基于共同利益而采
取的一致行动：比如，在美国次级贷款证券化的利益链条
中，涉及的金融机构横跨了包括信贷公司、债权打包服务
公司、银行、投资银行、投资基金在内的几乎整个金融业，
华尔街通过分工合作全程享受了次贷并证券化的利益盛
宴，直到次贷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又比如，中国银行业
在收取小额储蓄管理费和提前还贷违约金、提高银行卡
查询收费、同城跨行取款收费等方面都采取了一致行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的上述行为均得到了中国银行
业协会的支持。
⑨⑩参见王淑焕：《产品责任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８、１５８页。

高效、公正、免费的争议解决机制；还值得一提的是，英国

⑩狭义上的消费者保护法，指的是有关消费者保护

政府于２０１０年７月公布了金融监管结构改革细节，ＦＳＡ

的专门立法，也可以称之为形式意义上的消费者保护法。

的监管职能将转移到英国中央银行，ＦｓＡ将设立专门的

相对应的广义上的消费者保护法。则指所有涉及消费者

消费者保护机构专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在金融制度方面

保护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又可称为实质意义上的消费者

深受英国影响的澳大利亚于２００２年３月也颁布了《金融

保护法。

服务改革法令》，该法令以消费者主权作为指导原则对澳

⑩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分别是生产、分配、交换和

大利亚的金融制度作出了重大改革，建立健全了以加强

消费，其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也是整个生产过程的

消费者保障、促进市场健全性为核心的监管架构；２００８

目的和归宿，而分配与交换则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间

年，澳大利亚还组建了澳大利亚版的ＦｏＳ。特别值得关

环节。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影

注的是日本２００２年实施的《金融商品销售法》，该法第ｌ

响生产，生产同时是消费，消费同时又是生产。对此，马克

条明确将保护消费者（顾客）的利益置于首位，具有划时

思也有精辟的论断：“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

代的意义（该法第１条规定：“本法对金融商品销售业者等

没有生产”，“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

在销售金融商品时对顾客应说明的事项，以及金融商品

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孝的最后行为。”

销售业者等对顾客未说明有关事项而使该顾客出现损害

⑩根据英国的《消费信贷法案》，消费信贷语境下的

时金融商品销售业者等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为确保金

消费者与普通商品消费语境下的消费者是有区别的。参

融商品销售业者等所实施的涉及金融商品销售等的劝诱

见［英］Ｌ．Ｂ．科尔森、Ｐ．Ｈ．理查兹：《朗文法律词典》（第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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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７页。
ｏ［英］Ｌ．Ｂ．科尔森、Ｐ．Ｈ．理查兹：《朗文法律词典》

＠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金融法苑》总第７５辑
（２００８）。

（第７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７页。
＠转引自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调整范围》，《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ｏ比如养老福利机构为老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民
办学校为学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民办幼儿因为儿童购
买的商品和服务等等。

⑧该法第２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

＠一个值得注意和深思的现象是，各省市的地方性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在认可单位作为消费者的法律地位

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⑩张严方；《消费者保护法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版，第１１９页。
⑩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东方
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１９９５年３月，山东无业青年王海四处购买假货然
后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务向商家索取双倍赔

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条例｝（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９日修正）、《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
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办法》、《黑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贵州省消费
者权益保护条例》、《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深圳
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
法》等。

偿。１９９７年前，由于有关方面的积极表态，王海接连胜

＠王伟玲：《金融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初探》，裁于《重

诉。一举成名。有人将知假买假索赔打假的现象称为“王

庆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５月。并可参见何颖：《金融消费者

海现象”。在“王海现象”鼓舞之下，全国出现了一大批和

刍议》，栽于《金融法苑》总第７５辑（２００８）Ｉ昊弘，徐振：《金

王海一样购假索赔的职业打假者，这些职业打假者受到

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栽于《东方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５

英雄一样的崇拜，“王海现象”发展到巅峰。但是，１９９７年

期。

年底，由王海等人发起的针对水货手机的索赔乃至诉讼
最后纷纷败诉。比如，１９９７年９月６日，华中某市某区法

④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主要是以营
利为目的，被认为与生活消费无关。

院同时作出３例关于购假索赔案的一审判决，原告的索赔

⑦Ｐｅｔｅｒ Ｋ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ｎａｎ—

请求全部予以驳回。判决书里一致出现了这样一种颇为

ｃｉａｌ

新颖的“本院认为”原告在×天内购买大批量×××，其

引自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金融法苑》总第７５辑

行为不具备直接消费的目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消费者，其

（２００８）。

实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滥用，因而不具有消费者的法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９，Ｐ．５．转

＠参见该法第ｘ章第１００２条第（４）、（５）项的规定。

地位，故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倒

④此处所指的金融消费者是相对于金融经营者而言

置原则，仍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上述现象从反面

的，即金融交易中金融经营者的相对方。在一个现实的

说明了明确消费者的法律界定的重要意义，这是修订《消

金融交易中，金融经营者的相对方有可能是消费者个人，

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

也有可能是企事业法人，甚至是金融企业法人。

，必须正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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