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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共享经济发展ꎬ培育经济发展
新动能的调研思考
致公党中央调研组
( 致公党中央ꎬ北京 １００１２０)
摘

要: 共享经济作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涌现的新型业态模式ꎬ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ꎬ但

共享经济也面临着“ 成长的烦恼” ꎬ遭遇认识不统一、制度不适应、监管跟不上、诚信体系不完善、保障不健全以及信
息是否安全等诸多问题和挑战ꎮ 该文在调研的基础上ꎬ提出了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ꎬ包括:优化共享
经济发展环境、鼓励支持重点领域共享、加快共享经济载体平台建设等三方面建议ꎮ
关键词: 共享经济ꎻ新动能ꎻ调研
中图分类号:Ｆ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４０４(２０１８)８４－０００１－０５

为了深入了解共享经济发展情况及需要突破的
制度瓶颈ꎬ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率致公党中央经济委员会
调研组赴北京、深圳进行了实地调研ꎬ提出调研报告
和政策建议ꎮ

１

１.１

中国共享经济取得成效与主要亮点
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随着中国智能手机和 Ｏ２Ｏ 普及ꎬ共享经济在国

内经历 ２０１１ 年 的 起 步、 ２０１４ 年 至 ２０１５ 年 的 井 喷
后ꎬ２０１６ 年开始步入了黄金发展时期ꎬ对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引领创新、带动就业等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ꎮ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数据

各行业的累积注册用户已超过 ３１ 亿人次ꎬ参与共享
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 ７ 亿人ꎬ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

约为 ７ ０００ 万人ꎬ其中平台企业员工数约 ７１６ 万人ꎮ

交通出行、房屋住宿、生活服务等领域共享经济的就
业贡献表现突出ꎮ 滴滴出行提供的报告显示ꎬ在过
去的一年里ꎬ滴滴为全社会创造了超过 ２ １０８ 万的
灵活就业和收入机会ꎬ其中有 ３９３ 万司机是去产能
职工ꎬ超过 １７８ 万司机是复员、退伍军人ꎬ还有 １３３

万失业人员和 １３７ 万零就业家庭在平台上实现了新
就业ꎮ 在房屋住宿领域ꎬ小猪、途家、住百家等几大
平台带动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估计超过 ２００ 万人ꎮ
在生活服务领域ꎬ大型外卖平台注册配送员已超过
百万ꎮ

显示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分别

１.３

上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态势ꎮ 共享经济蓬勃发展ꎬ在

时ꎬ共享经济一枝独秀ꎬ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中国共享经济

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优秀的代表企业ꎬ如宝驾出行、

市场交易额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０３％和 ４７.２％ꎬ根据权

约为 １.９６ 万亿元、３.４５ 万亿元和 ４.９２ 万亿元ꎬ整体

滴滴出行、陆金所、９１ 金融、好大夫在线、摩拜、车和
家、嘟嘟巴士、佰仟金融、高搜易、美团、途家网、瓜子
等ꎮ
１.２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作用明显
在全球经济低迷、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

威最新预测ꎬ未来五年共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 ３０％

左右的高速增长ꎬ共享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
动能ꎮ 一方 面ꎬ 共 享 经 济 的 发 展 促 进 了 人 工 智 能

带动就业效果显著
共享经济的快速成长改变了传统的就业方式ꎬ

创造了庞大的灵活就业机会ꎬ２０１７ 年中国共享经济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以下简称 ＡＩ) 、区块链、虚拟
现实(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以下简称 ＶＲ) 等智能技术的
渗透和应 用ꎮ Ｕｂｅｒ 利 用 ＡＩ 技 术 研 发 无 人 驾 驶 汽

车ꎬ京东发布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ꎬ达芬奇机器人可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５
作者简介:致公党中央调研组ꎬ由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率
队ꎬ调研组成员包括:徐晓兰、贾文勤、江曙霞、孙立坚、王启平、郑业

提供远程手术解决方案ꎬ为医疗事业做出贡献ꎻ在
Ｐ２Ｐ 网贷、二手交易、住宿共享等共享经济细分领域

鹭、王国海、徐平东、韦犁、张志华、张波涛、龙海泉、程先柱、靳可、李

开始尝试区块链技术解决信用问题ꎻＶＲ 的新兴手

如彬、彭梅芳、孙虎、祁晓红、汤玮晨、魏晨ꎮ 报告执笔人:彭梅芳ꎮ

段ꎬ已经在直播、教育、医疗、空间等领域崭露头角ꎮ

２

致公党中央调研组:关于促进共享经济发展ꎬ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调研思考

另一方面共享经济为传统产业带来了新空间ꎬ促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ꎬ如:共享单车给传统自行车产业
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ꎬ沈阳机床集团推出“ 定制 ＋ 共
享” 的智能化平台ꎬ三一重工布局合作建立云平台

２

２.１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必须关注的问题
认识不统一
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出台的« 关于促进分享经

的工业共享ꎬ上海明匠推出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等ꎬ推

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指出ꎬ分享经济在现阶段主

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ꎮ

要表现为利用网络信息技术ꎬ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分

１.４

传统行业服务痛点得以破解

散资源进行优化配置ꎬ提高利用效率的新型经济形

共享单车作为公共交通的补充ꎬ有效解决了用

态ꎮ 但在资本热捧下ꎬ不少共享形态拼密度、拼规

户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ꎬ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减

模ꎬ抢占线下网点ꎬ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ꎬ也

排和鼓励市民绿色出行的效果ꎮ 医疗共享通过促进

导致“ 博眼球” “ 伪共享” 不断ꎬ让共享经济市场“ 虚

医生和医院的闲置资源充分利用和流动ꎬ缓解看病
难的问题ꎮ 教育共享在一定程序上解决了教育均衡
发展问题ꎬ特别是在缩小校际教育资源差距、缩小城

火旺盛” ꎮ

２.２

制度不适应

共享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化、跨区域、跨行业特

乡和东西部教育资源的差距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ꎬ

征ꎬ现有的法律法规越来越无法适应共享经济发展

同时对提高教育质量、推动教育创新也具有较大的

需要ꎮ 主要表现为共享经济各领域尚未建立行业标

影响ꎮ

准ꎬ平台企业的法律地位责任界定、行业归类、新型

１.５

创新创业活力迸发

劳资关系、从业者和平台的税收征缴等尚无明确规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业态、新模式ꎬ借助飞速发

定ꎬ导致大量的共享经济活动处于灰色地带ꎬ甚至有

展的信息网络技术为创新创业提供新平台ꎬ促进创
新创业的发展ꎮ 据统计ꎬ２０１０ 年ꎬ国内共享经济初
创企业数量还不到 １００ 家ꎮ ２０１１ 年ꎬ共享经济开始

“ 违法” 嫌疑ꎮ

２.３

监管跟不上

一方面ꎬ共享经济作为新经济模式ꎬ在行业和地

起步ꎬ全年新增了 ５２ 家ꎬ２０１２ 年新增 ７１ 家ꎬ２０１３ 年

方的实际监管过程中ꎬ仍面临着用旧办法来监管新

年是共享经济井喷之年ꎬ企业数量在这两年分别新

约共享经济发展的“ 玻璃门” ꎮ 另一方面由于互联

增长迅速ꎬ 一 年 内 新 增 了 １５１ 家ꎮ ２０１４ 年 和 ２０１５

业态ꎬ市场准入条件过多、门槛过高等问题ꎬ形成制

增了 ３２６ 家和 ３４１ 家ꎬ差不多每天都有一家新的共

网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和地域上的无限性ꎬ共享经济

享经济企业成立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中国共享经济初

平台企业注册地、服务提供者所在地、网络的经营地

创企业数量超过 １ １００ 家( 不包括 Ｐ２Ｐ 金融) ꎮ 同

通常身处两地或多地ꎬ交易行为跨地域性ꎬ共享经济

时ꎬ在资本的助力下ꎬ已经涌现出了独角兽企业ꎬ公

互联网特性给属地监管带来难度ꎮ

布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６ 年共享经济领域已经诞生独角兽

２.４

１５ 家和准独角兽 ４９ 家ꎬ累积估值达到 ６ １２５ 亿元ꎮ

保障不健全
一方面是消费者权益保障问题ꎬ当前诸多领域

超 ８ 家企业上市 / 挂牌ꎬ包括就医 １６０、宜人贷、住百

的共享经济都处于探索阶段和发展初期ꎬ其服务和

家、５１Ｔａｌｋ( 无忧英语) 等ꎬ涵盖多个行业ꎬ这些企业

产品的安全性、标准化、质量保障体系、用户数据保

从初创到上市 / 挂牌平均历时 ６６ 个月ꎬ领先于互联

护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和隐患ꎬ如何能够保障消费者

１.６

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挑战ꎮ 另一方面是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ꎬ共享经济

一些企业开始凭借成功的商业模式创新ꎬ积极

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ꎬ促进了灵活就业的规模化

拓展国际市场ꎬ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ꎮ 如:滴滴出行

发展ꎬ而对于这种非传统雇佣的劳动关系ꎬ目前暂无

网络已延伸到了北美、东南亚、南亚、南美 １ ０００ 多

法规保障劳动者权益ꎮ

网全行业的 ８４ 个月ꎮ

个城市ꎬ不但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出行状况ꎬ而且为
当地带去了中国的发展理念ꎬ传递了中国智慧ꎻＷｉＦｉ
万能钥匙用户遍及 ２２３ 个国家和地区ꎬ成为少数能
覆盖全球用户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之一ꎮ

在共享过程中的权益ꎬ是共享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

２.５

诚信体系不完善
社会信用环境是共享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ꎬ但

是目前中国共享经济平台信用体系建设仍不完善ꎬ
虽然个别共享经济平台已引入个人征信服务体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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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但是当前更为真实有效的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持发展网络医院ꎬ探索解决医生多点执业落地难和

系统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征信、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

医疗共享活动纳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体系问题ꎮ 推

代表的金融征信尚难以与平台进行有效的对接ꎮ 由

进城市公共资源参与社会共享ꎬ逐步将政府停车场、

于诚信体系的不完善ꎬ共享经济遭遇“ 公地悲剧” 的

水电等公共服务领域推向公众共享ꎬ带动停车位社

情况频频上演ꎬ比如多次发生安全事件的网约车ꎻ媒

会共享ꎮ

体报道的福建莆田共享单车丢失事件ꎻ成都三圣乡

３.１.４

人为烧毁单车事件ꎻ各大城市随处可以见的共享单

生活服务共享

合理控制共享单车进场规模ꎬ引导共享单车企

车乱停乱放现象ꎻ租用后使房屋变得“ 面目全非” 等

业积极探索电子围栏等有利于有序租退的技术ꎮ 鼓

等ꎮ

励家政服务平台发展ꎮ 鼓励发展适应老龄化社会到

３

促进中国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

３.１

鼓励支持重点领域共享

３.１.１

创新要素共享

完善中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平台建

设ꎬ探索建立集科技仪器共享、科研咨询与合作开发

来的共享型生活服务ꎮ 鼓励主要旅游区及商务区的
民宿、公寓等房源接入房屋共享平台ꎬ以房屋住宿共
享为核心ꎬ构建集住宿、购物、餐饮、出行于一体的微
生态旅游系统ꎮ
３.１.５

农业领域共享

支持共享经济进入农业领域ꎬ重点引导农业领

项目等内容服务共享为一体的科技资源共享新模

域设备共享、农村人力资源共享、农技共享、土地资

式ꎻ鼓励大型企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加强对口合

源共享、农村物流共享ꎬ实现共享经济与农业的融

作ꎬ打造科研人才共享平台ꎮ 积极发展知识技能共

合ꎮ 通过共享经济模式ꎬ农器具租赁ꎬ农村闲置人员

享平台ꎬ支持国内企业加快打造国际国内领先的知

再就业、农村闲置土地流转ꎬ农村各种资源得以充分

识技能服务众包平台ꎮ 鼓励会计师、律师等专业技

利用ꎬ让共享为农业、农村、农民起到帮助作用ꎮ

术人才通过互联网方式实现知识技能的线上、线下

３.２

共享ꎮ 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ꎬ依托全国各地政
务服务网全面推进数据公开ꎬ构建全国公共数据统

加快共享经济载体平台建设

３.２.１

启动共享经济示范点工作

全面探索共享经济示范点建设工作方案ꎬ鼓励

一共享开放平台ꎬ进一步引导企业、行业协会、科研

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创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级共

机构、社会组织等整合和开放数据ꎮ

享经济示范平台ꎬ力争建成一批国际知名、行业领先

３.１.２

的共享经济平台ꎬ形成若干个特色鲜明、配套完善的

生产领域共享

开展生产领域共享经济示范区( 点) ꎬ支持企业

搭建生产设备共享平台ꎬ鼓励智能制造发展前沿地
区ꎬ培育建设若干智能制造公共生产设备共享平台ꎻ

共享经济产业示范基地ꎮ
３.２.２

推进共享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共享经济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产物ꎬ要加快落

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构建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

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制定的« 信息基础设施重大

平台ꎬ实现海量分散的生产能力的共享ꎻ加快软件业

工程三年行动方案» ꎬ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网

企业与制造业龙头企业的对接ꎬ协同打造一体化产

络建设ꎬ加快建设城乡光纤宽带网络ꎬ不断提升农

能共享平台ꎬ实现系统解决方案的共享ꎮ

村、山区等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ꎬ大力推进数据中

３.１.３

心、超算中心、铁塔基站等基础设施ꎬ加速 ５Ｇ 网络

公共服务共享

支持教育共享ꎬ推进公共教育信息数据库建设ꎬ

协议和标准应用研发ꎬ抢占未来信息网络空间的制

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ꎬ将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优

高点ꎬ为共享经济的发展系统构建和完善基础设施

秀教师的讲课及辅导等教育信息进行录音录像ꎬ并

体系ꎮ

纳入公共教育信息数据库ꎮ 鼓励建设知名高等教育

３.３

共享平台ꎬ开放基础教育资源ꎬ支持搭建职业教育共
享平台ꎬ打造多层次、多品类的教育资源共享生态

优化共享经济发展环境

３.３.１

加快完善政策法规

及时修改交通出行、民宿餐饮、教育医疗等行业

圈ꎮ 促进医疗共享ꎬ鼓励医疗机构自建或接入现有

法规、规章ꎬ在市场准入方面充分考虑共享经济这种

“ 云医院” 平台ꎬ实现优质医疗服务的开放共享ꎬ支

新业态ꎻ及时研究制定以用户安全保障为底线的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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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入政策ꎻ在« 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

与者提供必要的保险和福利ꎬ鼓励共享经济平台企

意见» 基础上ꎬ尽快出台促进和规范分行业、分领域

业与保险机构合作成立赔付基金或双方合作提供保

实施细则ꎬ促进中国共享经济健康发展ꎮ

险产品ꎮ 推进全面参加社会保险登记计划ꎬ力争将

３.３.２

建立健全行业标准

由于共享经济属于新生事物ꎬ行业标准跟不上

产业发展速度ꎮ 建议进一步加强共享经济各细分领
域行业标准体系建设ꎬ以行业标准引导和加强行业

更多进入共享经济领域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险制
度ꎬ建议研究明确对专、兼职人员实行差异化政策ꎮ
３.３.５

强化信用体系和信息安全建设

建立起各行各业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和交换共享

自律ꎬ引导有序竞争ꎬ尽量差异化发展ꎬ避免同质化

的网络平台ꎬ实现多部门、跨地域、跨领域信息联享、

竞争ꎮ 加快电子登记管理和电子营业执照应用ꎬ加

信用联评、守信联奖、失信联惩的共享机制ꎮ 加快推

快解决各省门槛标准不一、全国性平台企业疲于办

动政府部门征信、政务等数据的开放共享与规范使

理资质等问题ꎮ

用ꎬ推进平台企业与公共部门加强征信等数据对接ꎬ

３.３.３

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监管

建立政企互动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ꎮ 积极打造或引

政府的鼓励、支持和监管等一系列行为要在尊

进专业的信用服务公司ꎬ构建用户信用评级系统ꎬ将

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ꎻ要运用互联网监管思维ꎬ

共享经济交易中的诚信者和欺诈者纳入信用体系建

发挥大众评价、企业治理、行业自律等多方作用ꎬ建

设目录中ꎮ 此外ꎬ建立健全信用信息保全机制ꎬ依法

立多方协同治理机制ꎬ对网络平台和专业从事共享

严厉打击泄露用户个人信息、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行

经济的中介公司加强监管ꎬ对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加

为ꎮ

强资质审查ꎬ规范交易行为ꎬ对共享经济领域平台企

３.３.６

业垄断行为的监管与防范ꎬ保护参与者的合法权益ꎬ

完善共享经济税收征管法律和措施

针对中国共享经济的实际情况ꎬ加快制定专门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ꎮ 针对出现的问题

的税收法律法规ꎬ明确共享经济的纳税主体、交易活

以及存在的隐患ꎬ坚持问题导向ꎬ根据企业的运营数

动中的适用税种和税率等ꎬ构建中国共享经济的税

据以及消费者的反馈等ꎬ建立相应的监管规则ꎬ规范

收法律体系ꎮ 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包括税收优惠

共享经济的发展ꎮ 实行行业监管ꎬ加强市场经济的

政策) 鼓励共享经济发展ꎮ 探索全国性平台企业与

自我约束功能ꎬ提高行业自治能力ꎮ 为预防业界低

各地方分层次的税收体制ꎮ 推行网上电子税务登记

水平的过度竞争ꎬ应及时整合资源ꎬ规范市场ꎬ加强

制度ꎬ加快推进税务机关与共享经济第三方平台合

市场信息公开和容量预警ꎬ引导创新产品及其业务

作ꎬ对平台的共享经济经营者实施强制的电子税务

模式真正有利于消费者的生活和工作ꎬ同时也能实

登记ꎮ 推广第三方平台代扣代缴ꎬ解决服务提供者

现相关企业做大做强的愿景ꎮ

纳税问题ꎮ

３.３.４

着力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在兜住底线的前提下ꎬ以开放的心态、发展的眼

３.３.７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的宣传ꎬ提升各界对共

光ꎬ研究解决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用工关系

享经济的正确认识ꎬ既使得共享经济不局限于闲置

界定ꎬ社保权益保障等问题ꎬ促进共享经济发展与就

资源的共享ꎬ也避免过度共享、伪共享ꎻ加大“ 鼓励

业质量提升良性互动ꎮ 一是建议逐步建立多元化劳

创新、包容审慎” 宣传ꎬ使各部门、各级政府真正理

动标准法律制度ꎬ对短期劳动关系、兼职劳动关系、

解并实践这个原则ꎬ支持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积极

多重劳动关系做出兼容性的规定ꎻ重新界定新业态

探索共享经济新业态新模式ꎻ通过宣传引导ꎬ强化平

中的就业( 合作、劳动) 关系ꎬ将平台型、自雇型、多

台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ꎬ严格规范经营ꎻ通过宣传引

重型等非标准用工关系逐步从雇佣关系中再次分离

导ꎬ强化资源提供者和消费者道德约束ꎬ促进共享经

并加以法律上的明确ꎬ真正纳入劳动法律规范领域ꎮ

济以文明方式发展ꎮ

二是加强薪酬保障ꎮ 建议出台意见ꎬ以行业为单位ꎬ
明确报酬支付规则( 支付标准、形式、周期等) ꎬ并在

劳动者的协议中明确ꎮ 三是完善保险体系ꎮ 尽快完
善适应新业态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ꎬ为共享经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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