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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system in China more effectively and accuratel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in many areas such as knowledge and skills, transportation, 

housing, and Internet crowdfunding, and summarized the progress of China's sharing economy policy. On this bas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is field was emphasized. This paper pointed out: 1) The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in various 

fields has the commonalities and also has its individuality in specific fields. 2) Due to the lag of the existing government policy, 

it cannot play a good role in monitoring and restric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mode in the future. For sharing economy to become 

regulated, orderly,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need to formulate targeted sharing economy 

polici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of various types of sharing economy modes in various regions. 3)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sharing economy,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social integrity, incomplete legal 

coverage,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which has hinder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laws and regulation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each region should be 

introduced. At the same time, individuals, social groups, and sharing platforms must abide by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help sharing economy together. This paper thereby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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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加有效精准地研究共享经济体系在中国的建立，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共享经济在知识技能、交通出行、房

屋住宿、网络众筹等众多领域的发展状况，并从中总结了中国共享经济政策进展情况。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这个领域

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文中指出：1）共享经济在各领域的发展，具有共享经济的共性，也有在特定领域的个性。2）

由于政府现有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共享经济模式起到良好的监督约束作用。为了共享经

济能够规范有序、持续健康发展，政府相关部门需要结合各地区多种类型的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来制定有针对性的共享经济的政策。3）中国共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社会诚信缺失、法律覆盖不全、个人信息安

全等问题，导致政府政策推行受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当结合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推出有当地特色的法律法规。

同时个人、社会群体、共享平台都要遵守相关法规，共同助力共享经济。期望本文能为共享经济政策体系的构建起到

抛砖引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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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传统社会中，朋友或熟人之间物品的共用，算是初态

的共享，这种共享以实物为主，过程中没有产生报酬和利润

[1]。2000年之后，随着互联网web2.0时代的到来，BBS、论

坛等纷纷涌现，用户们也开始在网络平台上与陌生人共享信

息。2010年前后国外Uber、Airbnb[2]，国内滴滴打车、快的

打车、小猪短租等一系列实物共享平台的出现，再到之后ofo、

摩拜等共享单车企业的成立[3]，都标志着共享经济正式进入

大众视野，并已逐步渗透到交通、住宿、金融、餐饮等众多

领域[4]。 

共享经济产业扩张迅猛，相关企业数量和规模都呈

现快速增长的态势[1]：交通出行领域：ofo、摩拜、滴

滴快车、Uber；P2P网贷领域：人人贷、宜信；网络众

筹领域：追梦网、大家投、众筹网；房屋住宿领域：蚂

蚁短租、小猪短租、途家网；交运物流领域：58到家、

人人快递……近年来，随着共享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众

多专家学者对共享经济都有专业见解，这对共享经济体

系的构建有很大作用。2011年，王振家[5]提出共享经济

的本质在于通过共享的方式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

产品本身。2013年，G Zervas[6]等人的研究证明共享经

济有可能改变社会福利，共享经济可以成为新工作创造

者。2015年，汤天波等[7]认为共享经济影响着已有的生

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商业运营模式，是“互联网+”下

的颠覆性经济模式，更是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卢

希鹏[8]从时间的角度提出了共享经济的全新战略思维：

随经济。2016年，秦海涛[9]认为共享经济是利用闲置资

源或服务，去中介化，通过共享平台动态定价，由双向

约束机制相互评价的一种新商业模式。2017年，刘蕾等

[10]认为传统经济模式到共享经济模式，其本质是一个

“去中介化”和“再中介化”的过程。结合综述中国专

家研究成果，笔者总结共享经济的共性问题，以推进共

享经济体系的建立。 

限于篇幅，为了能够对所涉及的内容作较为全面的

阐述，本文就从政府态度、税收机制、治安管理这三个

方面对共享经济政策导向进行阐述，以期对各地政府相

关部门提出有效建议。希望能对共享经济政策体系构建

抛砖引玉。 

2．共享经济在各领域的发展现状 

共享经济作为席卷全球的新兴经济模式，迅速、多维、

立体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从最

开始的共享知识，到后来的共享交通，以及共享房屋、生

活用品、物流等。由此可见，共享经济在各领域的发展，

有共享经济的共性，也有在特定领域的个性。 

2.1．共享经济现状之知识技能 

共享经济在知识技能领域的代表企业有：猪八戒网、

知乎、名医主刀、豆瓣网等[1]。这些企业或平台把互联网

上的所有技术、能人分类整合到平台中，需求者通过平台

就能马上找到与自己目标相匹配的知识技能，利用别人的

特长来帮助用户解决遇到的各种难题，实现知识技能的实

时共享。共享技能是时代趋势，是刚性需求，通过共享技

术和智慧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充分利用资源。共享技

能使得每个人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得到更高效的配置和利

用，减少资源浪费。 

2.2．共享经济现状之交通出行 

共享经济在交通出行领域的代表企业有滴滴出行、

Uber、ofo、摩拜等。共享出行主要是交通工具及交通技

术共享。这些企业通过平台在地区投放一定量的共享交通

工具，需要使用这些交通工具的用户通过平台认证获得权

限后即可随时使用。 

共享交通使得人们的出行更加便利，更加绿色环保，

同时降低了出行成本。对于交通体系而言，共享交通的出

现增加了交通供给规模、提升了交通供给质量，并且带动

了相关产业的发展[11]。值得注意的是，共享交通在便利

了人们出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共享单车

乱停乱放、共享平台挪用用户押金、网约车乘客的安全问

题等。 

2.3．共享经济现状之房屋住宿 

共享经济在房屋住宿领域的代表企业有蚂蚁短租、小

猪短租、途家网等。共享房屋顾名思义就是房屋共享，房

主在相关平台登记房屋信息，租客在平台选定自己心仪的

房屋进行租赁。共享房屋的出现使得房主的闲置房屋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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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并从中可获得一定报酬，房客则可以在出行时以

较低成本解决住宿问题。目前共享房屋的在线房源种类涵

盖了民宿、公寓、房车、四合院、木屋、树屋、帐篷等。

共享房屋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安全

问题，比如部分房主恶意泄露房客个人信息、部分房屋硬

件设施不合格、安全卫生不达标等。 

2.4．共享经济现状之网络众筹 

共享经济中的网络众筹领域的代表平台有众筹网、点

名时间、追梦网等。网络众筹即有创造力的资金缺乏者通

过相关众筹平台发起众筹，对筹资者故事和回报感兴趣且

有能力的人对发起人进行资金援助。网络众筹低门槛，无

论身份、地位、职业、年龄、性别，只要有想法、有创造

能力都可以发起众筹；网络众筹多样化，所涉及的项目包

括设计、科技、音乐、视频、食品、漫画、出版游戏、摄

影等；支持者通常是普通的草根民众、而非公司、企业或

者风险投资人。 

3．政府对共享经济体系的监督政策导向 

向来政策决策都落后于市场反应，共享经济的发展

也不例外。近年来，共享经济飞速发展，共享经济模式

不断完善，但是共享经济的相关政策尚不成熟。由于政

府现有的政策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对共享经济模式起到良好的监督约束作用，所以政府的

政策应该具有前瞻性，以保证政策推行到最底层后仍具

有实施意义。为了共享经济能够规范有序、持续健康发

展，政府相关部门需要结合各地区各种类型的共享经济

模式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来制定有针对性的共享

经济的政策。 

3.1．建立创新友好型监管制度 

共享经济模式日臻成熟，逐渐成为使大众受益的经济

模式。越是这个阶段，越要施以一定的政策约束，以免其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创新友好型监管，即承认政策学习的

必要性、推动地方制定智能性政策、事前事后相结合的新

型监管模式[12]。共享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截然不同，

所以不能机械地套用传统的限制式监管模型[13]，应鼓励

共享平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发展[14]。“橘生淮南

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种植庄稼要因地制宜，政府

的政策也因如此。应遵循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结合地方

特色，如城市布局、气候环境等因素，制定有利于促进当

地共享经济发展的地方政策。政府部门要对各地区共享经

济模式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预测，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创新

友好型监管制度。 

3.2．引导共享经济模式自我调节 

“物极必反”是自然的道理。共享经济飞速发展，随

之而来的会是平台垄断、滥用优势地位、市场进入壁垒等

现象[15]。政府部门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这样的现象出现，

要在全面促进、使其合规、严格监管、纳入监管四种政策

导向中拿捏好分寸[16]，引导共享经济模式自我调节，处

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

协同机制[17]。同时也应监督企业、平台、个人之间的关

系[18]，保护好各方的基本利益，形成良好的新型灵活雇

佣关系。除此之外，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平台垄断都会

导致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受阻，政府部门的适当反垄断

[19]处理也是极为重要的。共享经济的发展应该对反垄断

法心存敬畏，不是任何东西都适合用共享经济的模式去发

展，要杜绝“共享男友、共享女友”之类哗众取宠的共享

模式。政府部门就是要控制好共享经济模式发展的边界，

促进良性竞争，避免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出现市场垄断。 

3.3．加强税收机制促进健康发展 

税收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根据税法规

定，只要发生的交易行为或取得所得不属于免税范围，

就负有相应的纳税义务[20]，所以共享经济模式中的相关

交易行为都应纳税。加强税收机制，以增强共享经济商

业模式监督管理，从而促进共享经济健康有序发展[21]。

完善现有法规制度，进行税务登记，加强监督。对于共

享平台，加强网络支付平台管理，实行代扣代缴税款。

政府部门细化部门职能，建立税源管理协调机制[21]。对

于个人网络平台，建议运营商报告涉税信息，完善个人

纳税申报制度[21]。根据不同行业的共享经济模式制定相

应的税收制度，明确纳税主体、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制

定税收优惠政策，涵养优质税源、加强纳税服务、最大

程度地便利纳税人等政策建议[22]。税收是国家实行宏观

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之一，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对于共

享经济模式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纳税是每个人和企业

应尽的义务，这样国家才会赋予我们相应的权利，对我

们进行法律保护。 

3.4．规范治安体系，保障安全发展 

瞿秋白有言：“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

宝贵的。”安全事故都不是人们所乐见的。但是，近年

来，共享经济发展因监管体系混乱、传统打击手段失效

等而发生的安全事故甚多[23]。如未成年人骑共享单车及

共享电动车、共享类车辆乱停乱放、共享单车事故处理

不明晰、共享平台挪用押金、个人信息泄露、网约车乘

客安全问题等。对此，政府部门可以健全平台管理模式，

完善平台保险机制、建立调节与诉讼速裁对接机制[24]，

明确不同类型的共享车辆的责任承担问题，厘清法律关

系[25]。网约车类型的平台应该加强对司机的背景审查，

加强乘客信息保密度。政府部门提出相关的治安监督政

策后，共享经济的受众群体应该积极响应，监督未成年

人的用车情况，规范停车，低速安全驾驶共享车辆，避

免共享类交通事故发生，共享平台妥善保管用户押金、

保存用户个人信息。生命诚可贵，保障共享经济不触及

安全的底线。 

3.5．规范移动支付保障交易安全 

移动支付的普及，使得用户只需扫描二维码就可以

实现共享物品的租赁，让用户与服务之间的距离缩短[26]。

用户不再需要依赖于储蓄卡，直接通过移动支付终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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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服务商的结算，一部手机便可解决所有消费问题，

极大地提升了共享经济的可行性和用户使用的便捷性。

可见，共享经济离不开移动支付手段，规范移动支付可

保证共享经济模式中的交易安全。要规范移动支付体系，

需要落实银行和支付机构对共享经济平台的合规审核职

能，加强对银行和支付机构提供网络支付服务的检查评

估。移动支付作为新型的便捷支付方式，存在不少漏洞，

导致其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我们在使用移动支付手段

时要和商家确认支付信息，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移

动支付的出现，伴随着很多信用贷款平台的出现，其中

大部分的利息与条款是不合法的，使用时应该注意分辨，

以免陷入循环贷款中。 

3.6．智能化大数据处理优化资源配置 

数据作为共享经济背景下的新型资源，通过对数据

的处理、分析和挖掘，可以谋划产业布局、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共享经济模式中的交易基

本上都依赖于移动互联网，这对于共享经济模式中大数

据的获取是很方便的，所以在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只

要利用好智能化大数据处理手段，就可以极大地促进其

更好地发展。有了共享经济特定行业的数据，可以利用

智能化大数据处理手段建立数据模型，预测市场走向，

以便制定监督政策，促进共享经济有序发展。同时，共

享数据的选择性公开有助于社会民众对共享经济的友好

监督。 

4．共享经济模式政策推行的阻力 

共享经济作为新兴事物，总能吸引目光，但随之而来

的也有很多问题。我国共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社会

诚信缺失、法律覆盖不全、管理混乱等问题，导致政府政

策推行受阻，共享经济发展畸形。共享经济若要在未来更

好地全面发展，那么解决这些问题迫在眉睫。 

4.1．法律制度不完善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移动支付的产生，共享经

济得以迅速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却相对滞后，

共享经济中存在对传统行业的恶意冲击、不正当竞争导

致的市场垄断、个人信息与隐私泄露、利益纠纷等法律

问题[27]。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商业活动、

个人交易行为也是如此，其基础和前提是应存有相应的

法律法规可供参照，但是由于共享经济模式作为新兴经

济模式快速强势地进入人们的生活，法律法规现如今并

不完善。我国目前的共享经济相关法律法规现状是制定

立体差异较大、制定形式比较随意、制定内容有冲突、

制定内容不全面[28]。共享经济的开放性提高了泄露用户

隐私的风险，共享经济的市场结构加剧了行业垄断风险

[29]。共享经济中的消费者预付押金模式为一人一押，资

金沉淀容易引发安全隐患，传统法律制度已不再适用于

押金保护诉求[30]。如ofo等公司的破产，导致广大民众

都受押金之害。 

4.2．社会诚信缺乏 

“民无信不立”，个人不可无信，社会更不能失信。

共享经济模式下的诚信问题不仅与每个个体有关，更与

整个社会有关。共享经济与社会诚信的关系是：诚信为

共享经济保驾护航，共享经济推进诚信建设[31]。社会诚

信是整个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

需要民众都做到诚实守信，遵守共享经济模式中的相关

准则。随意丢弃自行车、肆意损坏、窃为己有、企业违

规挪用押金、恶意泄露个人信息等行为都是缺乏社会诚

信理念的人所为[32]，我们应杜绝这样的行为，并且在他

人有相关行为时出言劝阻。政府应该规范征信渠道，建

立信用指标评价体系，建立共享经济的个人信用信息档

案，加强国民诚信教育[33]。共享经济模式下个人征信法

律完善路径有：在征信机构方面，健全征信机构设立方

面的法律，明确划定征信机构的法律责任；在征信数据

方面，健全数据共享方面的法律，健全数据保护方面的

法律；在失信惩戒方面，健全惩戒步骤，优化惩戒手段

[34]。 

4.3．个人信息恶意泄露 

共享经济模式下，商家为保障自身利益，在消费者

注册或者登陆平台时会录入个人信息，如果不被泄露，

这本是双赢的事。但是不法人员借平台漏洞挖掘商机，

滥用共享契机赚钱谋利[35]，着实令人诟病。部分原因在

于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强，给不法分子以可

乘之机。“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就可以看出平台数据

共享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有：平台占有个人

信息易引发信息权属争议、平台利益多元化增加信息安

全威胁因素、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强导致“冲破围

墙”现象频发[36]。对此，应该允许行政规定的现行导入、

鼓励行业协会的自主发展、共享协议中消费者的信息保

留权[37]。 

5．结束语 

互联网飞速发展，移动支付方式的兴起，共享经济的

应运而生是势不可挡的。怎样保护、引导这个势如破竹的

新生事物便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周恩来有言，“任何新生

事物在开始时都不过是一株幼苗，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贵，

就因为在这新生的幼苗中，有无限的活力在成长，成长为

巨人成长为力量。”共享经济从初具雏形到如今影响甚广，

是社会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包容，但为保证其健康有序发展，

也不能放任其自由生长，需要政府的监管、法律的规制及

全民的监督。共享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多元化，政府部门需

要根据当前共享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制定具

有一定前瞻性的政策，以确保共享经济在未来健康有序发

展，同时结合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推出有当地特色的有效

法律法规。同时个人、社会群体、共享平台都要遵守相关

法规，才能使共享经济带给我们的便利和经济效应更大化，

这是共享经济出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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