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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享经济是一种“ 互联网＋” 下的新兴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ꎬ通过共享平台实现资源使用权的交易来

获得报酬的交易模式ꎬ创新了原有的消费模式ꎬ拉动了 ＩＴ 行业、无线网络和信息终端等产业的发展ꎻ在经济“ 新常
态” 下ꎬ对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ꎬ增加经济发展活力和经济社会转型具有积极意义ꎮ 共享经济在中国发展势头
虽猛ꎬ但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ꎬ仍需要通过政府监管来扶持共享经济的发展ꎮ 该文从共享经济的概念着手ꎬ浅谈在
中国发展共享经济的意义ꎬ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政策性建议ꎮ
关键词: 中国式共享经济ꎻ正式制度ꎻ经济转型ꎻ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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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的概念和“ 中国式” 共享经济的

特点

１.１

模糊ꎮ 中国的共享平台分为两类ꎬ一类是只扮演提
供技术支持和信用担保的中介角色ꎬ例如淘宝ꎬ滴滴
出行等ꎻ另一类则是在技术的支持和信用的担保下ꎬ

共享经济的概念

出售自有商品的使用权的非中介组织ꎬ例如共享单

“ 共享经济”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科斯费尔

车ꎬ还有某些平台二者兼之ꎬ例如神州快车等ꎮ 中介

逊和琼 斯潘恩在其论 文 « 社 区 构 造 和 合 作 性 消

化的平台是只接入所有权的交易模式ꎬ而非中介化

费» 研究个人汽车共享和租赁时提出的ꎬ他们认为

是出售自有产品使用权的交易模式ꎮ 两种平台组织

协作性消费能够大大节约成本ꎬ而这将会是一种全

形式关系模糊ꎮ

新的生活消费方式ꎻ在罗宾蔡斯的« 共享经济:重

其次ꎬ共享经济拉动中国传统行业的再生产ꎮ

构未来商业模式» 一书中认为共享经济的核心三要

在中国ꎬ共享的资源并不完全是社会闲置的资源ꎬ还

素是闲置资源、共享平台、人人参与ꎻ刘国华ꎬ吴博在

有很多是被重新生产出来的ꎬ例如共享单车ꎮ 共享

« 共享经济 ２.０» 一书认为共享经济模式在互联网移

单车的出现引发了新一轮的资本较量ꎬ而这些资本

动技术的出现后由于大大降低了合作成本ꎬ使共享

的涌入也激活了传统自行车企业的生产线ꎮ 全国各

经济成为现实并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

地大中型自行车生产商在过去的一年里为十几家共

惯ꎬ而其重点是对限制资源剩余价值的再利用ꎮ 卢

享单车平台量身定制自有个性单车ꎬ自行车生产行

现祥认为共享经济是人口数量、知识存量与经济制
度相互作用而共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ꎮ 国内

业迎来“ 第二春” ꎮ 而这些平台的单车将面向社会
公众出售单车使用权以获得相应的回报ꎮ

大部分学者同样认为ꎬ共享经济是在移动互联网技

再次ꎬ制度不均衡衍生出中国式共享经济模式ꎮ

术的发展下ꎬ将社会闲置资源通过让渡使用权的交

虽然中国绝大部分的共享经济领域是追随国外商业

易方式取得相应报酬的新兴商业模式ꎮ

形式发展起来的ꎬ基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ꎬ大有后

１.２

“ 中国式” 共享经济的特点

来者居上的态势ꎬ但中国的共享经济依旧是立足市

共享经济虽然是舶来品ꎬ但是ꎬ根植于中国大地

场需求不均衡而发展起来的ꎬ带有极强的趋利性和

的中国式共享经济仍具有极强的本土特色ꎮ
首先ꎬ中国的共享平台中介化和非中介化关系

自发性ꎮ 而这种不均衡的根源在于起到规制作用的
不均衡的制度ꎮ 异军突起的共享经济模式初生的领
域和行业原有的市场制度必定是极度不均衡ꎬ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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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制度缺陷导致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和无效供给过
剩之间的裂缝是中国式共享经济衍生的肥沃土壤ꎬ
同时中国正处于转型变革的非常时期ꎬ最重要的是
打破原有制度和建立先进制度ꎬ在二者过渡阶段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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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不稳定和不均衡难以避免ꎮ 而愈是野蛮生长的

方式由重投资重外需转向重内需和重消费ꎬ加速带

共享经济形式ꎬ其行业的制度缺陷所造成的市场不

动国内市场的自我消化系统ꎮ 在大量物质资源消耗

均衡愈是严重ꎮ 这也是中国式共享经济模式最明显

的今天ꎬ通过提高存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来提高潜在

的特点ꎮ

经济效率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ꎬ通过创新商业组

最后ꎬ互惠性依旧是共享经济形态的重要表现

织模式推动新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ꎬ最终实现全

形式ꎮ 所谓互惠制度就是一种双方承担义务的制

社会范围内的规模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社

度ꎬ一方做出给予行动后ꎬ被给予的另一方必须给予

会各个层次人群的社会价值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

相应的回馈ꎮ 虽然中国式共享经济带有极大的自利

转变ꎮ

性、趋利性和制度衍生性ꎬ但其互惠性依旧不可忽
视ꎬ尤其体现在公共领域ꎮ 这种互惠性使得社会成
员的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高ꎬ强化了社会合作关系ꎬ

２.２

通过整合社会闲置资源ꎬ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 新常态” 下ꎬ也同样处于经

有利于社会和谐共荣建设ꎮ

济结构的阵痛期ꎬ供求结构严重失衡ꎬ居民消费不再

２

仅满足于温饱ꎬ而在于更踊跃追求和享受更高层次

发展共享经济对中国深化改革的意义

的物质和精神生活ꎻ但是ꎬ生产水平依旧停留在社会

共享经济是移动互联网下对社会闲置资源再分

大生产阶段ꎬ供给的依旧是标准化的数量众多的低

配的新型商业模式和经济业态ꎬ共享经济的发展对

值产品ꎬ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问题ꎮ

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和经济可持续增长极具意义和

市场上大量过剩产能和私人大量闲置资源得不到再

价值ꎮ

利用二者矛盾日益突出ꎬ资源浪费和资源的紧缺相

２.１

伴出现ꎬ经济效率过低ꎮ 因此ꎬ加大服务业的经济贡

通过创新商业发展模式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

献率和让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是中国经济结构

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随 着 中 国 步 入 经 济 “ 新 常

改革的重点方向ꎬ也是迎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

中物质和环境资源的供给以及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

罗宾蔡斯认为ꎬ设备、机床、精密仪器等行业

均将达到极限是速度换挡的主要内在原因之一ꎮ 重

将会是未来共享经济的重要领域ꎮ 这些行业都属于

外需、轻内需ꎬ重投资、轻消费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造

重资产领域ꎬ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ꎬ成本较高但通常

成了大量物质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浪费ꎮ 培育新的经

使用率较低ꎬ但如果进行共享利用将具有较大的价

济增长点以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中

值ꎮ 共享经济依托互联网技术调动社会各领域各成

国经济改革尤为重要ꎮ

员所占有的被闲置的资源ꎬ通过精准定位市场需求

态” 后开始进入换档期ꎬ慢慢转向中高速增长ꎮ 其

动力ꎮ

共享经济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提出:“ 共享经

实现经济体中现有存量资源的再分配ꎬ一方面努力

济带来了一场人类生活方式的资源变革ꎬ它带来了

加大对现有存量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对经济潜在能量

经济生活的全新组织方式ꎬ将会超越传统的市场模

的挖掘ꎬ另一方面带动新增产能的消化速率ꎬ彻底实

式ꎮ” 共 享 经 济 出 现 在 美 国 ２００８ 年 的 次 贷 危 机 时

现对促进社会资源的再整合利用ꎻ在不增加产能的

托移动互联网技术ꎬ大数据ꎬ云计算ꎬ网络支付ꎬ评价

费端倒逼生产结构的调整ꎬ优化生产ꎬ分配和消费结

期ꎬ却蓬勃发展于当下的互联网大数据交互时代ꎬ依
系统ꎬ卫星定位系统等网络技术ꎬ通过第三方平台的
信用担保和技术支持ꎬ整合线下私人闲置资源ꎬ精准

前提下ꎬ变相增加社会总供给和有效供给ꎬ同时从消
构ꎬ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ꎻ共享经济通过发挥存量
资源的优势创造经济价值ꎬ推动对经济结构的调整ꎻ

匹配线上个人需求ꎬ实现超越时间空间的供需市场

同时ꎬ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ꎬ也带动中国互联网产业

“ 点对点” 无缝对接ꎬ通过打造新的商业组织模式和

络信息安全ꎬ云计算等产业和产品的需求程度和层

市场运营形式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ꎮ 共享经
济是商业模式在消费端的创新ꎬ是在满足需求前提
下进行的有效社会供给ꎬ是集新潮消费方式和传统
消费产品于一身的新经济形态ꎬ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ꎬ进一步提高对智能终端ꎬ网
次ꎬ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ꎬ加大技术
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ꎬ促进经济结构的调
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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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完善闲置资源的所有制结构ꎬ推动中国产

消费观、信任ꎮ

权制度的改革和产权结构的完善

首先ꎬ西方经济学中强调理性经济人ꎬ即人为精

共享经济是社会个体在占有资源的前提下ꎬ将

致的利己主义者ꎬ在市场经济中ꎬ往往竞争也大过于

闲置资源的使用权让渡给需求者ꎬ以此取得与闲置

合作ꎬ协作的理念在人与人之间逐步的淡化ꎬ人们之

资源相当的市场报酬ꎮ 传统的消费方式是我拥有商

间的陌生感也随着加深ꎮ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ꎬ人的

品后我才可以使用ꎬ而在共享经济下ꎬ不拥有商品却

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ꎬ是承担着一定的社会

同样可以使用ꎬ所以ꎬ共享经济的存在必然要有一个

责任的社会人ꎬ合作和利他的经济伦理影响和约束

前提ꎬ即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ꎮ 社会

着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ꎬ其交往背后体现的就是

个体通过让渡自有闲置资源的使用权获得报酬ꎬ实

总的社会关系ꎮ 共享经济就是需要将私有物品在众

质上是在进行物品使用权的交易ꎬ而获得的报酬也

多人中实现分享ꎬ强调的是众人的参与和协作ꎮ 在

是该物品使用权的价格ꎮ 之所以共享经济能带动产

陌生人间的沟通交流中能够进一步拉近人与人之间

权领域的变革ꎬ是因为通过互联网技术降低的交易

的距离ꎬ形成互帮互联的亲密和谐的社会关系ꎮ 其

成本使得原先无法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物品和物品

次ꎬ共享经济是通过使用权的让渡来完成交易的ꎬ随

使用权进入消费视野ꎬ物品的使用权变得越来越重

着共享经济进入人们生活的相关领域ꎬ加深对生活

要ꎬ产权结构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ꎬ产权的经济

的参与度时ꎬ随之改变的也是由传统的占有式消费

潜力得到更好的开发ꎮ 科斯认为ꎬ在交易成本为零

观念向需求式消费观念的转变ꎬ占有不再是使用物

或者非常低的情况下ꎬ所有权并不影响资源配置ꎬ共

品的唯一途径ꎬ人们更专注于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慢

享经济充分证明了科斯定理这一观点ꎮ 但是ꎬ物品

慢淡化拥有的概念ꎬ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人们过

使用权重要性愈加突显的背后ꎬ却是对商品私有产

度性消费带来的资源的消耗和浪费ꎮ 最后ꎬ非人格

权的认可和维护ꎮ 通过对全球 ２５４ 家共同生产和协

化交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交易形态ꎬ突破了熟

同消费服务的案例研究发现ꎬ共享经济交易模式主

人圈面对面的有限交换ꎬ扩大交易对象和交易范畴ꎬ

要分为接入所有权和转让所有权模式ꎬ其中前者占

根本在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ꎮ 共享经济本身就

７５.２％ꎮ 接入所有权ꎬ意味着对私人所有权需要更

需要人们之间放下隔阂ꎬ建立沟通渠道ꎬ同时ꎬ共享

有效的尊重和保护ꎮ 只有明确物品的所有权ꎬ才能

经济的主要组织模式即中介平台为该经济形态的发

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其他附属权利并进行流通ꎮ 目前

展提供了信用担保和技术支持ꎬ用互联网技术作为

共享经济的主要交易领域涉及交通ꎬ旅游住宅ꎬ金

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保障ꎬ实时互联达到全天候的

融ꎬ物流ꎬ公共服务等ꎬ因此ꎬ明确私有产权ꎬ保护私

状态ꎬ人的身份信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变得越来越

有产权能够推动为共享经济往更多的领域发展ꎬ能

清晰ꎬ信息基本处于半透明和公开的状态ꎬ搜寻违规

够对产权更灵活的配置ꎬ促进更多衍生权利的交换ꎬ

者的成本越来越低廉ꎬ而违规的风险也越来越大ꎬ互

实现更多潜在交易ꎮ 而共享经济的蓬勃高速发展需

联网下的共享经济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向人们兜

要完善的产权制度和结构ꎬ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产

售了信用这一产品的价值ꎬ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保持

权制度改革和产权结构的变革ꎮ

良好信用的价值和意义ꎬ有利推动了中国信用体系

２.４

的规范化和信息化ꎬ重塑中国市场经济伦理观ꎮ

通过创新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方式ꎬ推动市场经

济伦理观的重塑和发展
在传统的面对面的消费模式下消费主义盛行、

３

中国共享经济出现的问题

个人过度竞争和社会信任意识淡薄ꎬ这与中国“ 新

在共享经济依托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ꎬ

常态” 经济发展背景下提升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率的

伴随发展而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ꎬ在某种程度上已

要求是背道而驰的ꎮ 而共享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合作

经制约了共享经济的发展ꎮ

和协同ꎻ表现形式是让渡和交换使用权来换取收益ꎻ

３.１

而能够由一种交易方式转变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原因

中国共享经济的发展缺失配套的法律法规体

系

在于实现非人格化的交换ꎮ 上述三个方面体现了中

首先ꎬ共享经济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种新型

国市场经济亟需的伦理价值观念———合作观、需求

的经济形态ꎬ针对工业时代制定和沿袭下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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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的制度体系和框架并不适应跨区域ꎬ跨时空ꎬ网络化

和传统经济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ꎬ缓冲矛盾ꎬ对于

的共享经济的发展ꎬ反而会在很多方面成为其发展

保证传统行业的经济利益、稳定社会关系和鼓励共

的牢笼和桎梏ꎬ很多创新企业的商业行为多半是不

享经济这种创新发展模式都十分关键ꎮ 同时ꎬ如何

合法的ꎻ其次ꎬ在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新

避免触碰既得利益集团的“ 奶酪” ꎬ减少既得利益集

问题ꎬ例如电商平台监管ꎬ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等问

团对政策实施的干扰ꎬ最大程度保护新兴产业的发

题ꎬ现有的法律法规未给予明确规定ꎻ最后ꎬ共享经

展也是二者对峙过程中的难题ꎮ 这也是影响共享经

济模式下对各个电商平台法律监管、制度审查的缺

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ꎮ

失和主体责任追究的缺位以及各主体之间权责不明

３.５

等问题存在诸多的制度漏洞和法律空白ꎬ更甚者由

久的盈利能力

于制度缺失和供给不足造成交易过程中频发的安全
问题和社会问题ꎮ
３.２

中国产权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标的物的权利不

明确ꎬ影响共享经济的横向扩展
产权的清晰界定和严格保护是市场交易顺利进
行的前提和基础ꎬ商品只有在产权得到清楚界定的
条件下才能进行交易ꎬ从而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
置ꎮ 中国的共享经济形式在房屋租赁领域无法做到
Ａｉｒｂｎｂ 那样的规模不在于缺少专营住房租赁的企

业ꎬ或是监管不力ꎬ而根本原因在于产权的不明晰ꎬ
私有产权保护不力以及严重缺乏对产权制度的执行
力ꎬ才导致中国房屋租赁市场问题丛生ꎬ混乱不堪ꎬ
阻碍共享经济在该领域的发展ꎮ 因此ꎬ不完备的产
权制度将严重影响共享经济的多领域进发ꎮ
３.３

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有待完善ꎬ影响共享经济

的纵向深入
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ꎬ但中国市场
经济依旧处于较低的水平ꎬ影响了中国的整体信用
水平ꎮ 而且ꎬ在中国ꎬ缺少完备的失信惩戒体系ꎻ缺
少实力强大的权威型社会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
构ꎻ在传统消费中缺少对信用产品的大规模使用ꎬ更

中国的共享经济在资本的追捧下难以实现持
作为共享经济的典型经济形式ꎬ滴滴打车平台

到目前为止已获得至少 １００ 亿的融资额ꎬ而这些资
本大多用于司机端和消费端的补贴ꎬ打造了一种酷
炫的“ 烧钱” 经营模式ꎬ而其他平台也大多仿效这一
做法ꎬ例如摩拜单车平台获得超过 ５ 亿的融资额ꎬ除

了投入生产自有单车外ꎬ就是用于消费端的补贴ꎮ
这种利用巨额资本立刻抢占市场的做法短期内颇有
成效ꎬ对原有的消费习惯造成巨大冲击ꎬ但长此以往
不具有持续盈利的能力ꎬ同时会让平台慢慢忽略真
正支持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ꎬ在资本的追捧下容易
迷失企业的真正发展动力ꎮ

４
４.１

关于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针对制度需求进行制度供给ꎬ提高现有制度的

适应性效率
所谓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是指国家能够面对外部
条件或环境的变化对新的经济或问题做出相应的制
度反应ꎮ 拥有适应性效率制度体制的国家能够将共
享经济的潜能发挥到最大ꎮ 提高制度的适应性效
率ꎬ关键在于制度的有效供给ꎬ政府规制必须要以大

为致命的是ꎬ中国的信用体系还基本停留在道德信

众利益的衡量和保护新兴经济模式的考虑为诸法

用层面ꎬ未上升至制度信用层面ꎬ严重缺失相关的法

度ꎻ政策的制定者需要转变传统的制度制定的思维

律法规ꎮ 因此ꎬ中国国民的信用意识较为薄弱ꎮ 共

模式ꎬ打破制度制定的路径依赖ꎬ学会借鉴全球优秀

享经济是超越时间空间距离的更为高级的交易形

的共享经济法律制度制定案例并结合本国特殊国情

态ꎬ信用水平的整体落后势必会造成交易过程中的

制定针对共享经济发展和监管的独立制度体系ꎻ针

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的频发ꎬ阻碍共享经济的深入

对在共享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法律空白对相关

发展ꎮ

法律条文施以补缺和修改ꎬ将责任ꎬ信息安全ꎬ平台

３.４

监管等问题在制度条文中进行明确ꎬ为共享经济的

中国的共享经济形式和传统经济形式的利益

博弈和摩擦影响共享经济的长久发展

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指引功能ꎻ在制度的制定

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之间的冲突不断ꎬ传统酒

过程ꎬ也需要制定者深入现实经济活动中感同身受ꎬ

店业和 Ａｉｒｂｎｂ 之间的利益争夺等等ꎬ新旧利益的博

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同时ꎬ给予经济主体一定

弈是全球亟需面对的问题ꎮ 如何平衡共享经济形式

的信任和运作自由ꎬ有利于提高制度的适应性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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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秉持包容态度ꎬ创新监管模式ꎬ树立底

线思维

更加清晰ꎮ 同时ꎬ由政府主导ꎬ推动建立具有权威性
的社会信用评级机构和征信机构ꎬ为居民的信用生

供给出的高适应性的制度最终需要政府执法部

活提高现实保障和咨询ꎻ再次ꎬ对全社会成员加大信

门的落实ꎬ对共享经济的监管是政府需要面对的挑

用产品的销售力度并鼓励大力消费ꎬ让信用由无形

战ꎮ 作为市场监管的主体ꎬ最根本的是保证市场自

变有形ꎬ增强社会成员的信用意识ꎻ最后ꎬ建立全社

由协调配置资源ꎬ维持市场运行的稳定和谐ꎬ而共享

会范围内的个人失信惩戒系统ꎬ提高违约失信的成

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ꎬ它的跨时空性ꎬ联动互通性

本ꎬ以约束个人信用行为ꎮ

更是需要政府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ꎬ由于

４.５

中国是威权性政府主导的国家ꎬ由政府出面在民众

平衡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ꎬ以新兴

产业倒逼传统产业的改革

中宣传和培育共享文化有利于开放的市场环境的建

发展新兴产业必然会触及到某些传统产业的利

立ꎻ积极主动接触新的商业模式ꎬ关注一切交易过程

益ꎬ在新旧利益的博弈之间ꎬ平衡二者之间关系需要

中发生的利益诉求ꎬ争取将其纳入监管之中ꎻ创新监

建立协调和缓冲机制ꎬ双方都需要做出让步ꎬ但同时

管模式ꎬ政府部门应尽量推动行业协会直接参与监

又要给予新兴产业一定的发展自由ꎮ 对于传统行业

管ꎬ让行业协会严格把控该行业的准入机制ꎬ制定行

的监管者来说ꎬ最佳的监管策略不是通过管制新兴

业行规ꎬ而政府对行业协会统一实行问责制ꎬ实行间

产业来保护原有的行业利益不受侵犯ꎬ而是应该充

接管制ꎻ对于涉及安全问题ꎬ个人隐私问题和市场动

分利用新兴产业的发展ꎬ带动和倒逼传统产业结构

荡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ꎬ政府需坚持底线思维ꎬ进行

的调整和产品的优化升级ꎻ重新部署原有行业的产

直接管制ꎮ

权结构以挖掘潜在产能ꎻ借助互联网等技术减少原

４.３

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体系

有行业的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ꎬ为

产权是信用基础ꎬ有恒产者有恒心ꎬ无恒产者无

传统产业注入新的发展血液和带来高新技术的支

信用ꎬ毁坏信誉的产权基础必将导致市场的混乱和

持ꎬ 这样才是与新兴产业竞争最为有效的方式ꎬ只

坑蒙拐骗的盛行ꎮ 所以ꎬ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体系ꎬ

有这样ꎬ经济结构才能不断淘汰不相适应的生产关

不仅有利于共享经济的多领域发展ꎬ更为中国建立

系ꎬ保持持久的活力ꎮ

国民信用体系ꎬ为共享经济提供持久的信用保障ꎮ

４.６

完备的产权制度体系ꎬ首先要明确对象ꎬ清晰界定产

开发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热点ꎬ通过提高技术

水平引领行业发展
“ 烧钱” 的经营模式无法为共享平台的长期发

权的属性ꎬ厘清对象间关于同一物品或资产各种权
利束之间的关系ꎻ其次ꎬ既要保护公有产权ꎬ更要保

展提供支持ꎬ首先平台运营者需要尽快转变发展理

护私有产权ꎬ只有得到认定和被保护的产权才有可

念ꎬ把握好该领域的最新的发展动态和发展方向ꎻ其

能衍生更多的权利关系并进行更好的流转和配置ꎬ

次ꎬ加大对技术的投入ꎬ既是为了平台的运营提供安

才有可能得到信任并被再次消费ꎻ再次ꎬ要以产权法

全保障ꎬ又可以为发展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ꎬ能够准

为核心建立起相关的配套制度体系ꎬ充实产权法的

确把握消费需求ꎬ分析下一个周期的消费热点和消

内容ꎬ建立起完备的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体系ꎻ最后ꎬ

费偏好ꎻ基于可靠的数据分析ꎬ设计和开发新产品ꎬ

产权制度的执行决定市场经济能否更好运作ꎬ落实

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品类ꎬ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

产权制度才是建立完备产权体系的关键所在ꎬ才能

需求ꎻ优化反馈和互评机制ꎬ保障消费后续的沟通渠

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ꎮ

道的流畅ꎬ促进平台进一步优化供给和提高服务能

４.４

力ꎮ

建立和完善中国的信用体系
一个社会需要建立的信用体系应该包括两个方

面ꎬ一个是制度性信用ꎬ一个是道德性信用ꎮ 中国应

结论

该重视制度性信用的建设ꎬ正视信用制度的供给能

共享经济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极具意义ꎬ它是

够对道德信用建设起到支持和强化的作用ꎻ其次ꎬ建

连接新旧商业模式的纽带ꎬ在旧的商业模式被颠覆

立针对全社会成员的网上征信一体化系统ꎬ涵盖居

和淘汰的同时又为经济注入新的发展活力ꎬ以保持

民生活的方方面面ꎬ在网络空间中让“ 你是谁” 变得

整体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和过渡ꎬ中国目前处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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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新常态” 下ꎬ发展共享经济能推动经济结构的调
整和经济社会的平稳转型ꎬ更符合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的发展理念ꎮ 但是ꎬ初生的共享经济市场力量
还很弱小ꎬ需要冲破的是固化的社会利益格局ꎬ同时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有很多ꎬ需要政府转变思
维去看待和扶持ꎬ并加以必要的监管才能让共享经
济在中国有力量的持续发展ꎬ在发挥更多的经济潜
能的同时增强人民在发展中的满足感和获得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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