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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责任保险具有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遗憾的

是，我国责任保险法制的落后阻滞了责任保险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修正责任保险仍然是我国

《保险法》未来需考虑的重要内容。依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责任保险的先进立法经验，责任保险的修正

应按以下思路进行：责任保险应独立于“财产保险合同”，采用“人身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和“责任

保险”之“三分法”；责任保险的权义结构，应坚持“免责请求权—保险金给付义务”和“防御请求权—抗辩

义务”之“二元论”；在理赔程序上，责任保险应突破“分离原则”，使保险人参与责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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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责任保险法制之审思与前瞻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保险业已发展为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工具。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

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第 8条明确指

出：“发挥责任保险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可见

我国政府已经将责任保险的发展问题提升到国家治

理的战略高度，这无疑为发展责任保险提供了强大

的政治支持。遗憾的是，我国责任保险法制落后，实

难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需求，导致近年来我国责

任保险实务存在着一个奇怪的悖论：一方面，责任保

险是需求最旺、销量最多、发展最快的保险商品之

一；另一方面，又是争议最多、裁判最难、理赔最为迟

缓的险种之一。

毋庸讳言，上述悖论产生的缘由，与“立法者长

期以来侧重于保险业法的修订完善，对保险合同法

则兴趣寥寥”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简称《保险法》）于1995年颁布实施时，即有责任保

险制度的相关规定，但仅有两个条文。在短暂的二十

年的发展历程中，《保险法》经过了2002年和2009年
两次大修订。2002年修订《保险法》时并未对责任保

险制度进行改善，仍仅有两个条文三款规定；在

2009年第二次修订《保险法》时则大幅修改了保险

合同法部分，些许欣慰的是，此次修订对责任保险规

定稍有修改，在原本两个条文三款规定的基础上增

加了两款规定，但此次修法可谓“为德不卒”，不但未

能揭示出责任保险的精义，而且有过度偏惠保险人

之虞。因此，为导正责任保险的经营，健全责任保险

业的发展，对我国责任保险进行立法完善仍是《保险

法》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那么，未来对责任保险进行立法修订时，是仍然

按照之前的两次思路，在现有保险合同框架内进行

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改，抑或是突破现有保险合同

框架进行彻头彻尾式的大修大改？这是一个亟需解

决的问题。目前，在反思责任保险立法时，至少有三

个问题需要厘清：①责任保险与财产保险合同立法，

究竟是“统”还是“分”？②在实体法上，责任保险的权

利义务结构，究竟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③在程

序法上，责任保险理赔之“分离原则”，究竟是固守还

是突破？鉴于此，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

对责任保险立法的完善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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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责任保险与财产保险合同立法：“分”还是

“统”

就我国《保险法》规范的保险合同类型而言，主

要有两种形式：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责任

保险具有财产保险的性质已毋庸置疑，然而鉴于责

任保险的“异质性”特征，如何辨正责任保险和传统

财产保险的关系，是保险立法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诚如邹海林教授（1999）所言：“保险和财产保险的基

础理论奠定了责任保险的发展基础，但责任保险的

基础理论尚难以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基础理论所包

含。责任保险是否能够而且有无必要建立自己独立

的基础理论体系？这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观诸域外，在责任保险立法较为先进的国家和

地区，主要存在两种立法例模式：①两分法，即责任

保险归为财产保险，将保险分成财产保险和人身保

险两种；②三分法，即责任保险作为特种保险，将保

险分为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和责任保险三种。采用两

分法的典型代表为2008年颁布的《日本保险法》；采

用三分法的典型代表为2008年颁布的《德国保险合

同法》。

从理论上来讲，责任保险属于一种财产保险。依

照学者的分类，财产保险从广义上可以被分成三种

类型：①有形财产保险，即承保特定物的损毁灭失的

保险；②无形财产保险，即承保将来可取得的利益丧

失的保险；③对发生事故须支出自身财产的保险。根

据上述分类标准，责任保险被划归为第三种财产保

险。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既非人身，亦非有形动产

或不动产，而是被保险人因侵权行为对他人造成损

害而依法应负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被保险人以购买

保险的方式将此赔偿责任风险移转由保险人负担，

以免除‘负债的增加’，与投保财产保险以避免因财

产发生毁损灭失而导致‘资产的减少’，在经济上具

有相同的效益。因为‘负债’须以‘资产’偿付，最后亦

导致‘资产’的减少。故责任保险亦属于广义的‘财产

保险’。”

依法律的体系解释方法而论，我国有关责任保

险的法律规范被放置于《保险法》第二章“保险合同”

下第三节“财产保险合同”中。同时，第95条第1款第

2项规定：“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

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保险业务。”由此而知，

在我国，责任保险被归入财产保险中，采用“二分法”

的体例。本文认为，将责任保险归类于“财产保险合

同”一节，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首先，从法理角度言，以“物”的所有权为基础而

构建的传统保险理论，在回应有关责任保险的某些

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如一般财产保险属于积极保

险，其保险利益连接对象为被保险人特定的财产或

利益，因此，在一般财产保险合同中，有保险价值和

保险金额之分。与之相对，属于典型消极保险的责任

保险，责任利益才是其保险利益，其连接对象并非被

保险人拥有的特定财产或利益，而是被保险人具有

的一般责任财产。因此，在责任保险中，无法计算其

保险利益的价值，换言之，保险价值在责任保险中并

无用武之地。以保险价值存在为前提的《保险法》的

有关规定，如超额保险、定值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

均无法适用于责任保险。

其次，采用“二分法”，在将财产保险具体制度运

用于责任保险时，略显力不从心。例如，有关通知义

务的相关规定，我国《保险法》第 21条规定：“投保

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

及时通知保险人。”在传统财产保险中，保险事故的

认定较为单纯，如火灾保险的火灾，因此，相关主体

在履行通知义务时并无疑问，只要相关主体在知道

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履行即可。与之相比，在责任保

险中，保险事故因“延伸性”特质，从“危险事件发生”

至“责任确定”再至“被保险人实际赔偿”，会产生一

系列事实及法律上的连锁，被保险人究竟如何在保

险事故发生后履行通知义务？不无争议。对此，2008
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专门做出相关规定：“投保人应

在一周之内将足以导致其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事件

通知保险人。如果第三人向投保人提出索赔请求，投

保人应在索赔发生后一周内将上述索赔事实通知保

险人。”由此而知，在通知义务履行方面，责任保险与

传统财产保险并不一致，被保险人需要履行两次通

知义务。

综上，责任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保险形式，是脱

胎于传统的财产保险而逐渐发生“变异”的现代险

种。为适应责任保险特殊的运作要求，保障责任保险

的健康发展，应将它设计成一种区别于传统财产保

险而具有独立理论体系和制度构造的“特种保险”。

三、责任保险权义结构：“一元论”还是“二元论”

在我国，受“积极财产保险独大”这一不利理论

的影响，责任保险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

务结构，仍被认为是“金钱给付请求权—保险金给付

义务”之“一元论”结构。此种“一元论”的权义结构，

能否反映现代责任保险发展趋势？是否符合责任保

险缔约目的？本文认为值得商榷。

在我国，由于缺乏对责任保险的深入认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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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险的解释大多只是简单地“套用”或“照搬”积

极财产保险的法理，这种现象被学者视为责任保险

不利的理论背景——积极财产保险独大。在该理论

背景的影响下，只有实际向受害第三人履行完损害

赔偿责任而遭受金钱损失后，被保险人向保险人做

出给付保险金请求，保险人才会给付。此时，保险人

的义务仅有一项——保险金给付义务，对被保险人

实际金钱损失进行填补即可。由此可知，我国责任保

险的权义结构，为“金钱给付请求权—保险金给付义

务”之“一元论”。

我国责任保险之所以采用“一元论”的权义结

构，可能是囿于责任保险为纯粹损失填补保险的理

念，认为：只有被保险人实际履行赔偿责任后才会发

生经济损失，此时，保险人才需要履行保险金给付义

务。该认识有其合理性，可以防止被保险人领取保险

金以后，将保险金挪作他用而未赔偿给受害第三人，

导致被保险人因他人受害而获利的不当结果。但实

际上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情形：被保险人可能

无足够资力先行赔偿受害人，因为“大量的不法行为

人生活在一种绝对不可能实际赔偿受害人的状态”。

在此情形下，被保险人根本无法从责任保险中获得

任何保障，受害第三人更无获得补偿之可能，因而备

受学者批评。美国著名的保险法学者约翰·F.道宾先

生曾言：“立法最先攻击的领域之一是受害第三人、

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不公平。既允许被保险人

对保险人缴纳保险费，保持责任保险的趋势，又允许

保险人隐藏在侵权被保险人不能清偿的盾牌之后，

对受害第三人的判定债务不予赔付，在这种情况下，

受害人和被保险人都没有从保险中获得任何利益。”

责任保险法制的现代发展，不再固守责任保险

为纯粹损失填补保险这一传统理念，“金钱给付请求

权—保险金给付义务”的“一元论”被摒弃。在责任保

险彰显“诉讼保险”的韵味下，责任保险的权义结构

演变为“免责请求权—保险金给付义务”和“防御

请求权—抗辩义务”的“二元论”。即被保险人对保

险人的请求权不仅具有免责请求权的性质，还具有

防御请求权的性质，与之相对应，保险人承担的义务

主要有两种：补偿义务和应诉抗辩义务。在被保险人

遭到受害第三人的索赔请求后，保险人不仅应在法

院做出责任裁决后代替被保险人进行赔偿，而且应

帮助被保险人积极抗辩受害第三人提出的索赔请

求，让被保险人可以从纷繁复杂的诉讼程序中解放

出来。诚如学者所言：“责任保险对于被保险人有两

大‘保障’：即‘填补’及‘抗辩’。”坚持“二元论”的理

由如下：

1.“二元论”符合现代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责

任保险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

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责任保险皆已从“纯粹损

失填补保险”发展为“诉讼保险”。美国著名保险法学

者肯尼斯·S·亚伯拉罕先生指出：“责任保险实际上

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诉讼保险’。”在美国，

一般责任保险契约中均约定：“依本保险契约，如被

保险人对于他人的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害依法应负赔

偿责任时，保险公司将代负全部给付责任；如第三人

因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害而对被保险人起诉请求赔偿

时，保险人公司有防御该诉讼的权利与义务，纵使该

第三人之主张为无理由、虚假或意图诈欺者亦同。”

由此可知，美国承保基本责任险的保险人不仅要补

偿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而且要在受害第三人提出

索赔请求时，帮助被保险人抗辩该请求。

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在进行百年大修时，

也在新法中增加了类似规定，如第 100条规定：“在

责任保险中，对于保险期间内发生事故导致第三人

向投保人提出索赔请求或第三人向投保人恶意诉讼

的，保险人都有义务代替投保人应诉。”另外，德国

《责任保险标准业务条款》（Standard Business Terms
of Liability Insurance）第 3条第 2款中也增加了保险

人如下义务：清偿针对被保险人提出的合理索赔请

求，并对不合理的索赔请求提出抗辩。由此而知，德

国责任保险保险人的义务也有两个：清偿和抗辩。

2.“二元论”更符合责任保险缔约目的。从责任

保险的运行来看，一方面，责任保险建立在侵权责任

的基础之上，对侵权法有着天生的“寄生性”；另一方

面，侵权责任的成立与否，大多须经过法院的判决，

因此责任保险又对侵权诉讼有着天生的“依赖性”。

正如英国著名法学家霍姆斯顿和钱伯斯所倡言：“责

任保险为被保险人所损害的人提供补偿是以他能够

证明被保险人的责任为条件的。因此，这种保险在本

质上是寄生的，在被保险人侵权行为法律责任得到

证明之前，任何赔偿均不得支付。”但是，“在实践中，

被保险人法律责任是一个很难证明和裁决的问题”。

“现代诉讼制度程序复杂，耗时费钱，一般民众视诉

讼为畏途。”如果被保险人不得不抗辩受害第三人提

出的各种形式的索赔的话，那么将必然会承受内心

的“紧张、不便和劳顿”。所以，被保险人购买责任保

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避免诉讼。在责任保

险“二元论”的权义结构下，针对受害第三人提出的

赔偿请求，不仅因为保险人可以充当被保险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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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第三人赔款的“提款机”，被保险人不必筹钱，而

且因为保险人提供了抗辩服务，被保险人可以免受

诉讼拖累。

3.“二元论”并未偏离损失填补原则。被保险人

在受害第三人提出索赔请求时，不利益就开始存在，

此种不利益可能转化为：抗辩索赔请求而支付的费

用，除抗辩费用外可用金钱估算的劳力和时间的支

出，以及责任确定后的赔偿债务。被保险人在面对此

种不利益时，保险损害即已发生，被保险人的需求只

有一个——脱离不利益状态。依“损失填补原则”，保

险人可提供给被保险人的保障为使被保险人“恢复

到事故发生之前的状态”。具体到责任保险中，保险

人提供的保障为协助排除被保险人因受害第三人索

赔请求所形成的“不利益状态”。“二元论”的权义结

构可以促使保险人及早介入受害第三人索赔请求，

帮助被保险人摆脱不利益状态。

总之，责任保险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两者之间权

利义务的“二元论”结构，顺应了现代责任保险的先

进发展趋势，满足了被保险人购买责任保险的目的，

也没有背离保险法重要的损失填补原则。我国未来

在修正责任保险时，应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规范

设计。

四、责任保险理赔之“分离原则”：固守还是突破

我国《保险法》自1995年颁布实施以来，有关责

任保险的规定历来坚守“债之相对性”，依照“分离原

则”的要求而构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之间存在保险

关系，受害第三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形成责任关系，而

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两者之间是无法律关系可言

的。受害第三人无法向保险人主张权利，保险人也无

需对受害第三人承担义务。在责任保险理赔程序中，

保险人只能消极地等待诉讼判决或和解协议，而不

能主动参与到索赔诉讼中。这种固守“分离原则”所

构建的理赔程序是否妥当，能否实现责任保险快速

化解矛盾纠纷值得深究。

“分离原则”是“债之相对性”原则之下的副产

物，其优点在于法律关系明确。但在保险理赔程序

中，固守“分离原则”可能使责任保险无法发挥其效

能：其一，责任保险无法发挥化解矛盾与纠纷的功

能。众所周知，损害赔偿责任真正的承担者是责任保

险的保险人，该责任是否成立以及责任数额的多寡

均和保险人的利益有密切关系。倘若固守“分离原

则”，保险人无法参与到受害第三人和被保险人索赔

诉讼中，那么，保险人必然会事后争议责任成立的合

法性及赔偿数额的合理性。被保险人会再次陷入与

保险人的纠纷诉讼中，责任保险根本无益于矛盾纠

纷的化解，反而会增加诉讼纠纷。其二，手续烦扰，收

支繁复。在“分离原则”之下，受害第三人只能向被保

险人而不能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损害赔偿，被保

险人赔偿受害第三人之后，其再向保险人请求给付，

如此一来，形成迂回或辗转请求的弊病。“分离原则”

造成理赔的迟滞、无效率，由此带来时间上的迟延，

恐会对受害第三人产生经济上的困扰。正如英国一

句法谚所言：“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鉴于上述“分离原则”的缺失，有学者却认为：

“分离原则是确立且厘清责任保险中三方基础法律

关系的重要原则，且亦与契约法理论之债权相对性

原则相符合，本身并无问题存在，但却因此受到弊

病、缺失等强烈的谴责，实为太过。”但是，“法律总是

痛恨迟延。”为了进行便捷、高效的责任保险理赔，突

破“分离原则”应无较大争议。但是，突破程度如何，

学者们却持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坚持“相对分离原

则”，理由是彻底否定“分离原则”，既背离债权相对

性原则，又过度干预私法自治，没有充分的法理依

据，除非有重大事由，否则不能轻率地就否认债权相

对性原则，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另有学者赞同此

观点，认为“只要针对具有特殊政策性考量的义务责

任保险无法满足被害人保障之处加以微调即可，不

宜也不必为责任保险建立直接请求权的一般原则，

否则有违背比例原则、过度干涉当事人自由之嫌”。

本文认为，“相对分离原则”尊重私法自治和债权相

对性原则，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其忽视了责任保险

固守“分离原则”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要实现责任保险矛盾纠纷

的化解功能，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在责任保

险的理赔程序上，应彻底突破“分离原则”的桎梏，让

保险人参与责任关系处理过程，这种“突破”有其正

当理由：

1. 可以实现责任保险权利保护作用。从责任保

险填补的损害来看，被保险人倘若仅在损害赔偿责

任“确定发生”时才能从保险人处获得“填补”，在受

害第三人的索赔过程中，被保险人不能先受到责任

保险的保障，而需自行防御受害第三人的索赔请求，

责任保险提供的损害分散机能不免大打折扣。伴随

着责任保险目的和功能的逐步嬗变，保险人开始介

入并处理被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间的责任关系，帮

助被保险人抗辩索赔请求，此即责任保险权利保护

作用。权利保护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它逐渐发展成责

任保险中一项重要的法律政策，并被一些国家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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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所确认。为实现责任保险的权利保护作用，突破

“分离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要件。

2. 能够防止民事责任畸形膨胀。在责任保险

中，赔偿责任极可能最终转嫁给保险人，当受害第三

人的索赔金额完全落入保单的保险金额范围内时，

被保险人对于责任关系处理结果的利害关系大为减

弱，期待被保险人对责任关系认真进行防御，不啻缘

木求鱼。突破“分离原则”，让保险人参与责任关系的

求偿程序，有助于保证责任关系的处理结果与事实

相符，有助于保险人合理控制责任之范围。

3. 可以节约司法资源，促使纠纷“一次性”解

决。从程序保障方面而言，保险人如果未曾参与责任

关系，那么强行使其接受责任关系的结果，恐不合

理。对于受害第三人的索赔结果，保险人极可能再次

争执，致使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两者之间再次产生纷

争，违反纠纷解决“一次性”的要求。从程序利益角度

来看，如果保险人因未参与受害第三人的索赔请求，

而与被保险人争执审判或和解的合理性，可能导致

双方程序成本的支出，进而造成社会总体效益的减

损。因此，从纷争解决“一次性”的要求来看，保险人

既然对于受害第三人请求的结果利害与共，让保险

人加入责任关系，将能避免再燃纷争。

综上所述，为发挥责任保险服务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效能，快速化解民事矛盾纠纷，在责任保险理赔

时，应突破“分离原则”，使保险人参与到责任索赔诉

讼中，协助被保险人抗辩受害第三人的索赔请求。

五、结论与建议

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言：“一个理想的

法律制度可能是这样一种制度，其间，必要的法律修

正都是在恰当的时候按照有序的程序进行的。”我国

责任保险法制应抓住国家重视保险业服务国家治理

现代化之际，借鉴国外责任保险先进的立法经验，

“苦修内功”，加大创新力度。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

为，我国《保险法》有关责任保险规范的修正，应突破

现有法律框架的束缚，进行大修小改；如若只是对现

有责任保险法条增、改、删，结果只能事倍功半，导致

修法资源的浪费。在保险合同的体系架构上，应放弃

将责任保险规定于“财产保险合同”节的“二分法”，

依据责任保险的特殊性对其单独规定，采用“财产保

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之“三

分法”。在实体法上，责任保险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结

构，已不再如传统财产保险般，为“金钱给付请求权

—保险金给付义务”之“一元论”，而是以“免责请求

权—保险金给付义务”和“防御请求权—抗辩义务”

之“二元论”代之。在理赔程序上，责任保险应突破

“分离原则”之窠臼，使保险人参与到受害第三人之

索赔请求中，协助被保险人抗辩索赔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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