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般侵权诉讼中，实行

“谁主张谁举证”，但在因缺陷

产品致人损害的诉讼中，却是

由生产者就免责事由承担举

证责任。

日常生活中，普通消费者

难以知晓产品的设计原理和

工艺技术，难以证明产品缺陷

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故否

认受害人权利主张的生产者

应就其主张的阻碍受害人权

利发生的要件事实进行举证。

结合上面的案例 ，在产品

无缺陷的情况下，正在使用中

的平衡车不会无故断电，正如

一辆合格的车辆在行驶中也

不会无故自燃，故断电的原因

应由生产商进行举证证明。 在

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当下，产品

的互联网化让产品的运行状

态时刻被记录下来，本案消费

者主张已将数据上传至生产

者服务器。 而生产商在庭审中

确认取得涉案产品运行数据 ，

但其不仅未向法庭提交，也没

有向法庭作出说明。 在上述情

形下，生产商未提供证据证明

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

缺陷尚不存在，故法院认定该

产品存在缺陷，生产商和销售

者应对消费者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

法官说法

产品有缺陷 应由生产者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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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

讯员 阚倩）

深夜两点， 正在使用中

的电动平衡车突然断电， 导致驾驶

者摔伤骨折。 记者昨日从天河区法

院获悉， 该院近日判处销售者珠海

某公司、 生产者天津某公司和常州

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物质性损失 3

万余元， 销售者珠海某公司退还货

款， 原告退还电动平衡车。 宣判

后， 被告方上诉。 2018 年 7 月， 双

方按照一审判决意见达成调解协

议。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宁宇

)昨日，花都区法院依法对花都区

检察院提起的花都区第一宗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被

告人刘某、 附带民事被告人李某因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被判

承担惩罚性赔偿金 45 万元，并被判决

要求在广东省省级以上电视台或全国

发行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花都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 7

月开始，刘某、李某等人在广州市花都

区秀全街某村开设的无牌食品加工场

内工作，使用病死猪肉为原料，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腊肉。其中，刘

某负责生产、做饭、缴纳房租等，李某

负责驾车运输货物以及销售。 2014 年

9 月 16 日， 公安人员捣毁该加工场，

抓获李某， 并在现场起获一批添加剂

和大量腌腊肉成品及半成品，经鉴定，

腊肉中两份样本检出亚硝酸盐残留超

标。 该腊肉制品成本单价为 6 元/斤，

销售单价为 9 元/斤，期间李某、刘某

共获利约 1.5 万元，总计销售了约 4.5

万元的腊肉制品。 2017 年 7 月 10 日，

刘某被公安人员抓获归案。 被告人刘

某、 附带民事被告人李某因本案被判

处有期徒刑，并处以相应罚金。

法院认为，本案中刘某、李某使用

病死猪肉为原料， 违规在肉制品中添

加法律禁止的添加剂，生产、销售的肉

制品亚硝酸盐残留超标， 其行为损害

了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侵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法院对检察院作

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全部诉讼请

求均予以支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蔡紫容 ）

3 月 13 日 15 时 34 分，广

州市消防支队荔湾区花地湾消防救援

站电台传来一声急速呼叫：“防火班、

队长，对面起火了。 ”在消防救援站楼

上就看到有大量浓烟往上冒， 消防立

即出动 2 辆消防车，12 名消防员前往

扑救。

1 分钟后消防员就到达现场，现

场为 1 层的钢架结构的花棚, 起火位

置在花棚的一个角落， 起火面积约 6

平方米，燃烧的是纸皮，火势处于猛烈

燃烧阶段， 周围连接的是钢架结构的

花棚及仓库，已有向隔壁蔓延的趋势,

无人员被困。

得知情况后， 现场指挥员立即组

织人员出两支水枪进行灭火，经过 10

分钟的处置，火势被彻底扑灭，无人员

伤亡。据当事人描述，事故原因可能是

因电焊焊钢架时不小心点燃了存放的

纸皮。 当事人发现后尝试用灭火器与

水灭火，而邻居也参与救火，但未能扑

灭。

平衡车断电致人摔伤谁来赔？

法院认定产品存在缺陷，三被告承担七成责任

病死猪肉做腊肠

商家被判赔偿45万

还要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花棚焊接引发火灾

消防1分钟到场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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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8 日， 小张在某网站上购

买一台电动平衡车。 一个月后的凌晨两点，

小张在人行天桥上使用这辆平衡车。 谁知，

平衡车突然断电，一个不留神，小张摔成了

骨折。

小张表示，“摔伤后我多次电话商家，要

求解决问题，但对方拒绝解决。 ”

2016 年 3 月 7 日，小张将网站经营平台

某公司、销售者珠海某公司、生产者天津某

公司和常州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 4 被告承

担赔偿责任。

对此，网站经营平台某公司与销售者珠

海某公司表示，小张受伤的原因是自身操作

不当所致，产品不存在缺陷，公司没有过错，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网站经营平台公司是平

台的提供者， 平衡车由珠海某公司单独销

售，双方不属于联合销售。

生产者常州某公司认为， 产品质量合

格，公司已履行危险警示义务，无需承担赔

偿责任。 生产者天津某公司则认为，平衡车

不存在质量瑕疵，小张人身损害后果与公司

产品质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平衡车断电致人摔伤

销售者生产者齐“甩锅”

事件

认定

在责任承担的问题上， 被告方认为小张存在两项过

错，一是小张使用平衡车的时间为凌晨两点，二是小张在

使用平衡车的时候未佩戴护具。 对此，法院认为，导致小

张受伤的原因是产品存在缺陷，而并非是使用的时间点，

且被告方也未就小张精神状态不佳提供证据证明。 因此，

被告方所认为的小张在使用时间上的过错， 法院并不支

持。至于未佩戴护具的问题。平衡车的说明书记载了使用

者在使用平衡车时应佩戴头盔和护具， 小张在使用平衡

车发生事故时，没有按说明书佩戴，对事故造成的损失，

存在一定的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酌情确定被告

方对小张的损害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小张自己承担

30%的责任。

关于网站经营平台某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网

络平台经营者并非平衡车的销售者和生产者， 尽管小张

认为网站经营平台某公司与销售者珠海某公司是联合销

售，但并未对此提供证据。 因此，网站经营平台某公司不

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因产品缺陷造成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向生产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销售者请求

赔偿。 销售者珠海某公司、生产者天津某公司和常州某公

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消费者操作存在过失

三被告承担七成责任

判决

根据法律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

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而构

成产品侵权责任须具备三个构成要件，产品

存在缺陷、存在人身伤害事实以及产品缺陷

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本案中，生

产者天津某公司确认小张在事发时使用了

平衡车的事实，即确认小张的损伤是在使用

平衡车时造成的。 所以，本案的焦点在于涉

案的产品是否存有缺陷。

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产品生产者就

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据证明产

品不存在缺陷或者存在法定免责事由。 为

此， 生产者天津某公司和常州某公司拿出

《CQC 产品认证证书》， 但这份证书的完成

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15 日。 而小张购买平

衡车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8 日，明显的时

间差使得这份证书并不能证明涉案产品不

存在缺陷。

此外，小张认为平衡车是突然断电。 而

两家生产商认为，断电是小张突然加速导致

的。 但两家生产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 事实

上，两家生产商向法庭确认已取得平衡车事

发时的运行数据，即两家生产商是掌握了平

衡车在事发时的运行状况。 即便如此，两家

生产商不仅未能提供运行数据用以作证，也

未就平衡车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申请鉴定。根

据法律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生产商未能提

供证据证明产品是安全的， 应承担不利后

果。 因此，法院确认小张购买的平衡车存在

缺陷，并在行驶中突然断电的事实。

生产商证据不足

法院认定产品存在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