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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约工是我国非典型劳动关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用工灵活性过大、安全性不足正成为工会组织劳动权

益维护面临的新问题。个体劳动权益落实难和集体劳动权益虚化成为新就业形态下的网约工劳权缺位主因，网络技术引发

劳动组织平台化、劳动用工多元化导致传统劳动关系的外延和范围被拓宽、传统工会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受冲击，传统企业

劳动关系形成与协调出现新困境。工会在强化传统企业劳动者权益维护的基础上，要关注网约工新就业形态群体的权益维护，

主动适应“互联网 +”的发展，扩大组织覆盖面，将“网约工”这种新型用工下的劳动者纳入工会工作服务体系，通过采

取组建平台行业联合工会、大力推进互联网 + 工会建设、积极参与法律法规制定修改以及将网约工社保问题纳入工会视野

等措施，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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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网约工已成为我国非典型劳动关系群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 [1]，灵活性过大、安全性不足是

网约工权益维护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

社会安全稳定的新因素之一。在共享经济新业态的

大背景下，若网约工问题再得不到关注，必然会引

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有专家指出，网约工权

益若长期得不到有效保护，必将成为社会治理的一

颗定时炸弹，极有可能引发网约工群体性权益事件，

政府宏观调控处理会面临更大困境，势必成为影响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稳定的新因素。从长远看，工会

组织的择机介入成为解决此类新问题的关键一环，

也是各级工会面对的一项新挑战和新任务。

一、新就业形态下的网约工劳权缺位的主因及

其表现形式

（一）网约工群体形成的条件与背景分析

1. 新常态下共享经济是推动传统经济发展的

新动力

新常态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特别是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2]。共享经济（也称分享经济），是指通过个

体间直接交换商品与服务的系统平台，形成分享人

力和物力资源的社会经济体系 [3](p2)，其主要特征

主要表现为“跨行业、跨边界、跨要素”的“三跨”

特征。共享经济思想的起源要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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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 • 费

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

授琼 •斯潘思（Joe L. Spaeth）在 1978 年发表的

论文《社区结构和协同消费》中首次提出这一理

念 [4]。2010 年，美国《时代》杂志将其列为未来

影响世界的十大理念之一 [3](p13)。目前，共享经济

已逐步显现对我国传统经济的影响。《中国分享经

济发展报告 2017》指出，2016 年我国分享经济市

场交易额约为 345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5]（见

表 1）。

表 1 2016 年中国分享经济重点领域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

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2017 年 2 月）

数据显示，共享经济融合发展趋势明显，分享

的基因将越来越多地注入到实体企业创立、用工、

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对培

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引领创新、带动就业等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6]。

2. 新就业形态下的网约工代替建筑农民工，

已成为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新生力量

网约工是以网络平台为中介，以合作契约为连

接，以自我管理为主体的一个职工群体 [1]。互联

网 + 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

生活中的应用和扩散过程。互联网 +是网约工产生

的新载体，也是共享经济条件下网约工生存的新空

间。新就业形态①下的网约工主要包括网约车平台

的司机 [7]、外卖平台的外卖员、网约上门的私厨、

保洁员、网络直播平台的主持等类型。《中国分享

经济发展报告 2017》指出，2016 年我国参与分享

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 6 亿人，比上年增加 1 亿人

左右。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 6000 万人，比上

年增加 1000 万人，其中平台员工数约 585 万人，

比上年增加 85 万人（见表 2）。有专家预测，到

2020 年，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有望超过 1 亿人，

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 2000 万人 [6]。显然，共享经

济已成为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的新方式，网约工代替

建筑农民工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

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新生力量。

表 2 2016 年中国分享经济重点领域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

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2017 年 2 月）

（二）新就业形态下网约工难以实现劳动权益

国际上一般将就业方式分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

就业两类，而非正规就业由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就业

和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构成 [8]。2002 年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在《我国灵活就业问题

研究报告》中，正式将“灵活就业”替代了“非正

规就业”。按照劳动法的划分，我国劳动者的权益

分为个体劳动权益（自由择业权、劳动报酬权、休

息休假权、职业安全权、社会保障权、职业教育权、

劳动争议处理权和其他劳动权）和集体劳动权益（组

织工会权利、集体谈判权和民主参与权）[8]。代表

劳动者参与建立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道德水平一

致的劳动关系，保障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各项权益

全面实现，是工会的职责所在 [8]。在共享经济的

背景下，新就业形态呈多样化、复杂化和个性化的

多元特征，我国现行法律政策很难将其全部纳入规

制范围 [8]。从工会的视角，仍有相关权益难以全

面实现，具体表现为：

1. 个体劳动权益很难落实

主要表现为：一是实现劳动报酬权存在“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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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交易额（亿元） 

2015年 2016年 增长率（%） 

知识技能 200 610 205 

房屋住宿 105 243 131 

交通出行 1000 2038 104 

生活服务 3603 7233 101 

生产能力 2000 3380 69 

医疗分享 70 155 121 

资金 10000 20863 109 

总计 16978 34522 103  

领域 
参与人数

（亿人） 

其中： 

提供服务人数

（万人） 

其中：平台员工数

（万人） 

知识技能 3.00 2500 2 

房屋住宿 0.35 200 2 

交通出行 3.30 1855 12 

生活服务 5.20 2000 341 

生产能力 0.09 500 151 

医疗分享 2.00 25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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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典型案例：90 后“网红”女主播 4 个月收

入 1 万多元却因没有完成绩效任务反被索赔 30 万

元 [8]。该个案是多起主播与平台间劳动纠纷案件

中典型的一例，且这类案例呈现上升趋势。二是职

业安全权难以实现。相比传统的工厂职工，网约工

（如滴滴司机）由于不受进入或离开工作场所来界

定工作时间的传统制度约束，为了增加收入或者赶

时间完成定单任务，超时工作已成为无意识行为，

而“无意识加班”已成为众多网约工的工作常态，

不仅容易形成身体上的亚健康，甚至容易出现较多

的意外事故和“过劳死”。三是社会保障权有待于

落实。网约工（如快递员）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签

订劳动合同，导致劳动者本该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益

难以落实。四是职业教育权得不到保障。大量的网

约工因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边界不清，导致平台企

业规避责任，极少或不提供培训，多是自我提升，

职工培训教育权得不到有效保障。 

2. 集体劳动权益大多虚置 

当前，网约工往往因工作场所分散，工作弹性

大，个人需求多元化，致使组织化程度低，导致维

权意识个体化 [8]。同时，民主参与权和集体谈判

权因缺少工会的组织载体而不能得到实现。而工会

尽早介入到网约工集体协商是一个重要的解决路

径。

二、共享经济对传统企业劳动关系形成的冲击

与影响

共享经济平台的出现，极大地颠覆了“劳动者—

商业组织—顾客”传统的链式商业模式，且将逐步

被“网约工—平台企业—顾客”的共享模式所取代

（如图 1所示）。目前，发展共享经济被提到国家

战略的高度，是在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矛盾的大背

景下提出的，共享经济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

军 [9]，在提升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对传统劳动关

系产生新冲击和新影响。

（一）共享经济对传统劳动关系的影响

共享经济的发展，逐渐打破了传统劳动关系的

组织形态，一部分劳动者（如网约工）以液态形式

自由流动结合，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精准匹配，

给传统劳动关系带来重大冲击与挑战，见图1（b）。

图 1 共享经济下新型劳动关系与传统劳动关系

模型的对比

1. 网络技术引发劳动组织平台化、信息化，

用工呈现订单化趋势

相比于传统企业，平台企业采用先进的互联技

术，顾客与网约工在平台上可以直接交易，网约工

的工作指令直接来自订单需求，而不是人工干预和

管理。正是由于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带

动了劳动组织的平台化和信息化 [10]。

2. 网络平台催生劳动用工自由化、多元化，

劳资关系呈现虚化趋势

相比于传统企业基于组织内岗位需求进行招

聘、遴选和录用的流程，劳动方式因平台企业采用

先进的互联技术，平台用工条件更加宽松，使劳动

者进出平台有了极大的自由选择权，对企业的依附

性减弱，即相比于传统企业劳动者对平台企业认同

度下降，使得劳动者与企业正常的劳资关系出现虚

化趋势。

3. 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面临多元化挑战，社会

保障认定首现僵化趋势

传统的劳动者分工制度、与劳动关系绑定的社

会保障制度与共享经济带来的工作形态上的转变

已经不再完全匹配，大量的网约工不得不游离于社

会保障网之外，承担着更大的不可预测的后果。这

也意味着，一旦认定他们与平台企业不存在劳动关

系，就标志着网约工的社会保障不能被认定，网约

工的诸多权益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现行劳动关系“三

方”协调机制“失效”。长此以往，必然影响社会

的和谐与稳定，这与我们发展共享经济的初衷是相

悖的。

4. 传统劳动关系的外延和范围被拓宽，应避

免劳动关系认定范式化

任国友 :共享经济背景下网约工权益维护的工会对策

 

（a）传统企业劳动关系框架        （b）平台企业劳动关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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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劳动关系实际上是工业化大

生产模式下形成的单一、固定的雇佣关系模式，也

是从社会法律规范的民事雇佣关系逐步分离出来的

劳动法特别规范的关系 [11]。事实上，伴随着共享

经济的发展，平台型、自雇型和多重型的新型用工

关系 [12] 也将逐步从雇佣关系再次分离，并加以法

律上的明确，真正纳入劳动法律规范领域 [13]。不

能感情化、无规则地将平台企业和网约工的关系全

部认定为劳动关系，应避免劳动关系认定范式化。

5. 传统工会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受冲击，引发

工会颠覆性改革

面对迅猛发展的共享经济，传统线下的工会工

作受到严重影响，工会会员的认同感下降，工会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之前，工会应对的劳动关系

和劳动者，现在是非劳动关系和劳务者，将催生工

会颠覆性的转变 [1]。因此，应大力推进“平台企

业 + 职工”的线上工会建会工作，为网约工搭建新

的凝聚平台，构建网上的职工之家。

（二）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与新型劳动关系形成

的研判依据

在我国，在立法层面上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存在

模糊性与僵化性，造成了司法实践上的裁判标准不

一 [3]。对共享经济时代下新生的多种用工关系 [14]

来讲，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已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1.网约工事实劳动关系认定原则及其法律依据

依据现行法律和传统经济运行模式，我国对传

统劳动关系认定有两种方法：一是依据劳动合同而

直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存在；二是从劳动关系的本

质属性来分析，强调劳动关系员工从属于用人单位，

听从用人单位指挥。事实上，我国劳动立法对没有

规定认定标准、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关

系”的认定，主要是依据 2005 年《关于确立劳动

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 [2005]12 号）

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15]：一是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

格；二是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

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是劳动者

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16]（p10）。

特别强调，认定事实劳动关系须主体合法化性、组

织从属性和业务相关性三要素同时具备，现行条件

下对平台企业的劳动关系认定时因无法达到同时具

备三大要件而引发争议。

2. 共享经济下平台企业新型劳动关系形成的

研判

（1）基于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认定。依据现

行法律，若网约工与平台企业直接签订劳动合同，

直接认定为劳动关系，无可争议 [17]。这种基于劳

动合同的劳动关系法定成立，是当前应大力倡导的

网约工用工组织形式。

（2）基于劳动事实的新型劳动关系研判。依

据以上原则和相关法理，劳动关系的确认一般是从

从属性角度进行审查，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推广，引发

了劳动方式的多样化和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劳动关

系的认定也应适当做出调整。事实上，人身从属性

和经济从属性是传统劳动关系的典型特征，即用人

单位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者提供劳动力，用

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在用人单位

的指挥和监督下从事劳动，从而实现生产资料与劳

动力相结合的过程 [18]。然而，在共享经济模式下，

以互联网为中介，劳动者并不完全从属于平台企业。

共享经济下“平台 +个人”这种新型劳动关系是一

种“人格从属性”弱于传统劳动关系、“经济从属

性”强于劳务关系的新型用工形式，如果只依靠传

统的劳动关系思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共享经济时

代下“平台 +个人”新型用工形式的认定和保护问

题。国际劳工组织《雇佣关系报告》指出，在劳动

者和自雇劳动者之间存在一个经济依赖性的工人，

这类工人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自雇性工人，但实质上

经济来源依赖于一个或极少数客户 [18]。发达国家

比我国率先面临共享经济灵活用工认定的困境，对

于这一问题，他们提出在传统的劳动者与劳务提供

者之间设立一个中间个体 [3]，即“类似劳动者”。

如德国、意大利是通过立法解决的，德国称网约工

为“类似劳动者”；而日本是通过司法解决的，把

介于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之间的用工称之“契约劳

动”，具体由法官判断，对之进行特殊保护 [1]。

当前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下劳动形态仍旧处于未定

型和发展变化的状态，但非标准化和多样化已经成

为不可逆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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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会维护网约工权益的对策

在共享经济时代背景下，伴随着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经济、新产业、新业

态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传统就业模式的新就业形态，

催生了大量新增就业机会 [19]。工会是劳动者权益

的代表者、维护者，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

本职责。新就业形态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但工会的

职责和担当是坚持不变的，不能让过去传统行业赋

予的劳动者权益，在“互联网+”之后却变成了“互

联网 -”[1]。对于工会组织而言，关注新就业形态

下劳动者权益实现，是工会作为职工“娘家人”的

必然担当 [8]，必须采用切实可行的对策。

（一）传统企业劳动者权益维护不仅不能松懈，

还要进一步加强

如图 2 所示，共享经济模式催生了从“公司 +

员工”到“平台 + 个人”的转变，变成新型用工关

系 [20]，传统的劳动关系甚至变成了新业态下的“平

台+个人”的新型劳动关系。相比于传统企业而言，

平台企业发展仍处于发展初期，这些传统企业的劳

动关系正处于快速调整期。因此，传统企业劳动者

权益维护不仅不能松懈，还要进一步加强，才符合

职工的基本利益。

图2 工会在共享经济“平台＋个人”中的地位与角色

（二）网约工新就业形态群体不仅不能被忽视，

还要尽早介入

互联网时代劳动者内部组织化程度在下降，技

术的进步导致同一平台下的“网约工”甚至没有见

面的必要，这将导致工会影响力下降 [21]。事实上，

近四十年来，工会影响力下降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

达国家的普遍趋势。中国工会要主动适应“互联网

+”的发展，扩大组织覆盖面，把服务对象从劳动

关系下的劳动者拓展到非劳动关系下的灵活就业人

员 [22]，将“网约工”这种新型用工下的劳动者纳

入工会工作服务体系，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

1. 组建平台行业联合工会，畅通网约工维权

通道

首先，利用财政资金和工会经费，尽早解决网

约工的入会问题，做到摸清这个群体的底数，将他

们组织起来 [1]。同时，针对网约工群体中矛盾突

出的问题（如最低工资标准）制订相应的行业标准，

让社会对这个行业群体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此外，

完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工会要代表这个群体

从源头直接反映存在的权益保障问题，主动搭建和

疏通网约工网上和网下的诉求通道。

2.大力推进“互联网 +工会”建设，做好顶层

设计

互联网 +工会通常是指互联网技术在工会工作

中的应用。互联网 +工会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成

为工会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 [23]。2017 年 2月 8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以文件形式公布《全国工会网上工

作纲要（2017—2020 年）》( 简称《纲要》)，坚

持网上工会建设与网下工会改革联动推进、同步协

调、紧密契合，实现工会工作以线下为主向线上

线下互动融合的转变，完成“互联网 +”时代的工

会转型升级 [24](P31)。上海市总工会于 2017 年 9 月

8 日出台了《上海工会网上工作计划（2017—2019

年）》（简称《计划》）。《纲要》和《计划》的

实施为落实全总的改革试点、全国工会系统的创新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积极参与法律法规制定与修改，从源头上

维护网约工的权益

由于互联网+从业平台入行容易，且用工灵活，

目前提供服务的网约工越来越多，但网约工的权益

问题却并不乐观 [25]。一项不完全的调查显示，仅

有极少数的平台企业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缴

纳了“五险一金”，而大量的网约工为了获取更高

的收入，只有不断接单，或者付出过长的劳动时间，

等于全职劳动者的劳动状态，却没有任何社保，甚

至还要自己承担在服务过程中的一切风险，是目前

困扰网约工群体的最大问题。同时，很多平台企业

与网约工产生劳动争议，且有持续扩大与蔓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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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会作为劳动者，特别是网约工的利益代表

者，要积极参与劳动法律制定与修改，积极从源头

上参与维护网约工群体的劳动制度再设计，形成线

下线上维权的全覆盖，进一步强化平台企业新兴行

业工会治理能力。

4. 将网约工社保问题纳入工会视野，强化三

方协调效果

企业用工允许非劳动合同关系，但不能长期允

许无社会保障。当前，工会应尽快启动网约工权益

“三方协调”会议，突出强化三方协调效果。现在

网约工已是我国劳动者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得到与其劳动付出相适应的更体面、更公正的

待遇，其中包括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和组织起来的

权益。过去工业化时代形成的传统标准劳动关系、

用工形式，因为共享经济的发展正在加速解体，更

加灵活、分散的就业形式还将迅猛发展 [1]。对网

约工群体而言，应该在就业和劳动保护等一系列劳

动标准方面加快制度安排，特别是针对平台企业的

三方协调机制建设。

（三）加强工会“互联网 +”人才培养

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并没专门培养“互

联网 +工会”的复合型人才的专业，急需全国工会

系统及相关的高等院校设置“互联网 +工会”本科

专业和硕士专业，加快“互联网 +”复合型人才培

养的力度。作为工会与劳动关系领域学科优势的工

会系统院校，理应成为此类人才培养的重要依托。

首当其冲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一批工会院校应

尽快调整与完善学科专业建设方案，建立一批“互

联网 +工会”复合型人才培养基地，以适应国家对

“互联网 +工会”的复合型人才的急需。

注释 :

①“新就业形态”一词最早于 2015 年 10 月首次出现

在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上，公报要求加强对灵活就业、

新就业形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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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downturn, SM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pressure of survival 
and growth. Under the premise of hard-to-control external environment, how to enhance the survival ability 
by forming internal skills becomes a crucial issue for the growth of SMEs. Shared human resources, with its 
advantages of "reduced cost, upgraded efficiency, broadened horizon and co-development", rapidly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both the business and academic field. Shared human resources are characterized by "mobile 
interconnection, everyone's participation, power equivalence and optimal allocation". The essence of shared 
economy is to reduce market transaction costs. Based on the five approaches of "platform building, talent search, 
knowledge learning,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termin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novative model 
of SMEs' growth and sharing human resourc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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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atypical labor relations, network contract labors have become a new 
problem in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of trade unions due to excessive flexibility and insufficient safety.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ividual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 vacancy of collective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becom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labor rights under the new employment pattern. Network 
technology ha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labor organization platforms whil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abor employment 
results in the extension and scope of traditional labor relations.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traditional trade 
union work are affected while new difficulties have arisen in the 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raditional 
enterprise labor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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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ing its group coverage, covering labors under the new employment pattern to the labor trade work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ng  unified trade unions of different platforms, greatly promoting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and trade union development,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enactment and revision of law and policies as well as 
drawing trade union's attention to the insurance problems of contract workers to safeguard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network contrac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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