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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　言

随着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一代求职者在就业观念上的转变，灵活就业在全

球范围内快速兴起。国际劳动组织研究显示，２０世界９０年代，整个非洲新增就业机

会中超过９０％是由非正规部门创造的。在ＯＥＣＤ国家中，灵活就业人员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①。我国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２０１８年全国

从业总人数为７．７６亿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为３．０１亿人，如果将非全日

制雇用的、创造经济收入的劳动视为灵活就业，按职工数据粗略估算，我国灵活就业

的人数高达４．７５亿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表示，当前我国灵活

就业人数约占城镇就业人数的６０％左右。５８同城发布的 《２０１９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

查报告》显示，县域市场有零工收入的人群达到５２．２７％，３５．１１％的县域零工工作与

互联网相关，“互联网＋”类零工在各种零工类型中排名第一。从以上统计中我们可以

看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的规模已十分庞大。

灵活就业人员是城市与农村产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

源。他们的经济状况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也影响到千千万万家庭的福利状况。与

稳定型就业岗位相比，尽管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更加自由，

但工作岗位的非固定性、收入待遇的波动性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性也增加了灵活就业人

员的脆弱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全球有２０亿人属于非正规经济体，其中７０％

在疫情期间受到严重冲击，同时国际劳工组织认为，４亿人可能会面临失业的风险。

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属于微弱经济体，即在经济体系中地位低、

缺少话语权、容易被排斥的经济体，例如小商小贩、居民生活服务人员、大龄失业人

员等，他们抗风险能力弱，受疫情冲击更直接，面临着资金筹集难、服务保障难、能

① ＯＥＣＤ专题研究：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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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难等问题。

普惠金融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通过帮助容易受到金融排斥的弱势群体享受到合理

的金融服务，从而提高其生活水平，并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水平。那么普惠金融服务商

能如何更好地服务灵活就业者呢？不难想到，应该根据灵活就业群体当下的金融服务

需求特点来制定针对性的服务措施。然而，已有关于灵活就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劳动

者选择灵活就业的原因 （宁光杰，２０１２①；刘波，徐蔼婷，２０１４②），劳动者从事灵活就

业的收入效应、减贫效果与正规就业相比的工资差异等结果 （都阳，万广华，２０１４③；

杨凡，２０１５④），传统与新兴灵活就业的异质性 （詹婧等，２０１７⑤），以及灵活就业的劳

动关系以及社会保障等法律问题 （汪德华，２０２０⑥），很少有研究不同类型灵活就业群

体独特的金融服务需求及信贷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探索普惠金融如何提升灵活就业群体的生活水平，本报告以 “互联网＋”

类灵活就业者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群体特征、金融服务现状及需求特征。具体对

平台灵活就业者借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服务现状进行调研和分析，并运用逻辑回归

模型对其借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判断出究竟哪些因素直接影响平台灵活就

业人员的借贷可得性。

调研问卷主要通过５８同城、５８金融以及狮桥集团平台收集。研究主要基于收回

的４６２９份调研问卷，其中灵活就业者数据２１１０份，稳定就业者数据２５１９份。５８同

城招聘平台连接数亿求职者与数千万中小微型、民营企业，灵活就业领域包括：餐饮

配送领域 （送餐员、骑手）、家政服务领域 （保洁、钟点工、保姆、护工、月嫂、送水

工、洗衣工）、共享交通领域 （商务司机、专车司机及代驾），直播／短视频领域 （主

播、短视频运营／剪辑／编导、签约艺人），物流仓储领域 （快递员、分拣员、货运司

机），数字营销设计领域 （视觉设计、特效设计、艺术设计、ＦＬＡＳＨ设计开ｘａ发、

ＵＥ设计、排版制作）。狮桥集团则为成千上万的卡车司机群体提供服务，这些卡车司

机大多自己购车经营，属于自雇类灵活就业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宁光杰．（２０１２）．自我雇佣还是成为工资获得者？———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和收入差异．管

理世界，（７），５４ ６６．

刘波，徐蔼婷．（２０１４）．家庭收入对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ＣＨＮＳ数据的发现．调研

世界，（３），２２ ２７．

都阳，万广华．（２０１４）．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在减贫中的作用．经济学动态，（９），８８

９７．

杨凡．（２０１５）．流动人口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研究———基于倾向值方法的分析．人口研究，

３９（６），９４ １０４．

詹婧，王艺，孟续铎．互联网平台使灵活就业者产生了分化吗？———传统与新兴灵活就业者的异质性 ［Ｊ］．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２０１８（１）：１３４ １４６．

汪德华．零工经济的社保难题与应对思路 ［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０７）：２０ ２２．



第二节 　关于灵活就业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２００１年给出的 “灵活就业”的定义是，在劳动时间、收

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几方面 （至少一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

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在２００５年进一步提出，满足以下任

意一条的即为灵活就业：（１）经营／劳动的目的：为有关人员提供就业和收入，是生存

型的。（２）法律政策监管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企业或雇员未根据普遍适用的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进行登记注册，因而不受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保护。 （３）雇员情况：

对于自雇就业者，雇佣人数低于一定标准，可暂定为７人以下。（４）工作稳定性：短

期临时性不连续性工作，短期固定期限不连续性工作，季节性不连续性工作等属于灵

活就业。（５）工作时间及收人：劳动时间少于法定工作时间，并且劳动报酬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而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本人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为灵活

就业。 （６）劳动和社会保护的责任归属：由劳动者自己提供保障则为灵活就业。

（７）因政府特殊政策扶持才产生的就业属于非正规部门的灵活就业。如表１所示，该

课题组还将灵活就业分为六大类几十种形式。

表１　灵活就业的分类体系

类型 组织 涉及人员

生存型的社会劳

动组织

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 失业人员、协保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等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
失业人员、富余人员、协保人员、农转非人员、

初高中毕业生

其他非正规部门
城镇个体户 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聘用的帮工，家庭工人

中小规模私营企业 雇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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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类型 组织 涉及人员

正规部门 正规单位
非全日制工人、季节工、短期合同工、临时工、

学徒、见习人员、外部工人等

劳务派遣型工作 劳务型公司 劳务工

闲散劳动
街头摊贩、临时陪护人员、人力车夫、各类居

民生活服务人员等

自由职业者
咨询服务人员、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译工作

者、广告设计人员、软件设计人员等

随着经济发展和行业结构的变化，上述定义与分类体系有些内容已不适应当前的

社会实际。具体问题包括：（１）有些组织形式已经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如非正规就

业劳动组织；（２）有些新型的就业形式出现了，如网约车、平台就业者。

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出台了 《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国

务院办公厅，２０２０），要求各级政府采取措施，从三个方面拓宽灵活就业渠道：鼓励个

体经营发展、增加非全日制就业机会、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指的是在网

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行业的居家就业、远程

办公和兼职就业。很显然，国家正在推动的是一种与互联网平台相关的灵活就业模式。

本文所讨论的 “互联网＋”类灵活就业人员主要指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收入

机会，工作性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法律监管等方面不同

于全日制用工或登记注册经营主体的各类就业人员，这部分群体普遍未与雇主签订正

式劳动合同、不享受五险一金或三险一金。灵活就业拥有巨大的就业吸纳能力，主要

原因在于其行业和门类庞杂，包容性大，既有临时工、季节工、小时工，也有劳务承

包工和劳务派遣工等；机制灵活，进退方便，有利于吸引各种择业取向的人们加入。



第三节 　促进灵活就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灵活就业的方式能够满足个人、企业以及政府等多方的需求：个人为了生存或为

了追求生活平衡而选择灵活就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选择灵活用工；政府为了缓解

失业压力而鼓励灵活就业。２０１９年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显示，近年来，灵活就

业发展迅速，以共享经济为典型的灵活就业新业态一直保持高达３０％以上的年均增

速。智联招聘发布的 《２０２０雇佣关系趋势报告 （三）———新格局下的新就业形态》显

示，复工复产以来，１／４企业采用了共享员工，超半数企业招聘兼职、临时性员工，

企业招聘灵活就业人数同比增长超七成。

以灵活就业为主的新就业形态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新引擎，主要是

受到政策支持、数字化经济和平台的快速发展、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以及人们价值观

的改变等多方面的影响。

一、政策支持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零工工作者”等就业方式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不

同发展阶段、同一类群体的就业情况。

２０２０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很多行业按下了暂停键，加大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和生产

经营困难，人才就业面临极大的考验。国务院办公厅不断发文，要求贯彻落实 “拓宽

灵活就业发展渠道”、“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支持”、“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

“完善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相关政策”、“把灵活就业家政人员纳入财政补贴范围”、“提供

职业培训、供需对接等多样化就业服务和社保服务、商业保险等多层次劳动保障”的

措施 （附录１）。

在当前各种保就业”的努力中，灵活就业是主力之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



６　　　　“互联网＋”灵活就业群体的金融服务现状与需求

年３月，全国灵活就业人数新增２０％左右。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用工岗位下降，

就业需求创下新高，稳就业的任务繁重。而灵活就业模式无疑给稳就业拓展了无限空

间与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在政策的支持下，灵活就业还与乡村振兴实现无缝对接，

让 “稳就业”“保就业”有更加坚实的依托。人社部较早前通过 “６个一批”促进农民

工就业，其中就有不少鼓励灵活就业的举措。比如，“动员投身农业解决一批”，鼓励

新生代农民工开办家庭农场、兴办特色种植业和规模养殖业的探索越来越多；“扶持创

业带动一批”，农民从事农村电商、直播直销早已不新鲜；“开发公益岗位安置一批”，

安排留乡农民工当乡村保洁员、水管员、护路员、生态护林员等，是各地民生托底的

重要一环。

国家政府把保就业和乡村振兴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灵活就业作为就业市场重

要的组成部分，发展前景光明，大有可为。

二、数字经济和平台的迅速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进步革新了灵活就业的形式，社交媒体和众包模式的兴起带

来更多工作机会。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以后，以互联网和新兴科技为基础的 “新零工

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国际劳工组织指出，早在２０００年初便出现了通过数字劳动平台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工作的就业形式 【一般被称为 “众包工作者”（Ｃｒｏｗｄｗｏｒｋ

ｅｒｓ）】；ＪＰＭｏｒｇａｎ则把参与劳动平台并获得收入的人称为 “平台工作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ｏｒｋｅｒｓ）。实际上，“零工工作者”（ＧｉｇＷｏｒｋｅｒｓ）与 “众包工作者”（ＣｒｏｗｄＷｏｒｋ

ｅｒｓ）、“数字化劳动力”（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ｕｒ）、“云工作者”（ＣｌｏｕｄＷｏｒｋｅｒｓ）等都是相似

的概念。互联网平台基于信息技术和 “众包”方式降低了生产服务和市场交易成本，

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服务半径扩展到地区、全国乃至全球 （莫荣，２０１９）①。

灵活就业人员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表２）：一是商业销

售类，如阿里巴巴等，灵活就业人员租用互联网平台销售自己的产品或劳动成果；二

是劳动服务类，主要包括科技、出行、住宿、餐饮和生活等服务。如猪八戒网、滴滴

打车、５８同城等，灵活就业人员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工作的机会。

已有研究表明发现，互联网平台拓展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形成新的就业增长点；

同时，互联网平台也通过扩大信息传播半径提高了求职者的就业选择效率 （詹婧等，

２０１７）。部分互联网平台还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各种服务，包括金融和产品等服务。平

① 莫荣．２０１９． 《信息化对就业的影响与应对》．ｈｔｔｐ：／／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９／０６１４／ｃ１００７

３１１３６４６１．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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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是个生态系统，可以通过提供信用体系、商品体系、交易流程、计算能力、服务标

准等服务为平台上的商家赋能，从而提高个体劳动者的风险承担能力。即便是传统灵

活就业者，如街边流动商贩，也可以借助平台赋能。如小商贩可以使用支付宝的支付

系统作为交易工具；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利用社交软件组织一些社群，把人们组织起

来进行交易。联合国２０１７年 《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报告指

出，互联网等新技术推动传统工作安排向 “零工经济”转变，非正式工作岗位将继续

增多，这增加了工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挖掘了细分就业机会。

表２　就业形态分类及其特点

就业类型 劳动／服务关系 工作类别

标准就业 全日制 劳动合同 员工

灵活就业
非全日制 劳务合同

快递配送员、ＤＩＤＩ司

机、家政人员

自由职业 租赁合同 带货直播，电商

三、产业结构变迁以及经济下行压力

经济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业倾斜，与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的因素叠加，促进了

我国灵活就业的快速发展。２０１８年我国第三产业ＧＤＰ几乎占到总ＧＤＰ的５２％，第三

产业中大多数是灵活就业，如批发零售、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灵活就业，以

及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中的灵活就业等。该统计报告还表明，我国２０１８年底全国

个体户数为７３２８．６万户，个体就业人数为１．６亿人。同时，得益于可以保障远程沟

通协作流畅性的新技术，以及在工资和保险福利上节省下一大笔开支的好处，企业们

也变得更热衷于灵活用工。

在疫情的冲击下，线上经济逆势增长，灵活就业更成为了抵抗疫情影响、个人开

拓收入来源、企业减少人工成本、政府缓解就业压力重要途径。从解决群众购物需求

的快递小哥，为各大学校网课提供支持的技术员，依靠直播创收的主播，作为个体户

的卡车司机以及被誉为 “人间烟火”的地摊经济，都是灵活就业的代表。

四、价值观的改变

尽管灵活就业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但是这种就业模式并不会随着经济

的繁荣而消失，而是更有可能发生 “质”的提升。随着灵活就业的普及，社会各界对

灵活就业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美国日益增长的自由职业者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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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自由职业者平台Ｕｐｗｏｒｋ与美国自由职业者联盟发布了 《２０１９美国自由职业

者报告》。报告显示，２０１９年大约有５７００万美国人从事自由职业，２０１８年为５６７０万

人；自２０１４年至今，美国的全职自由职业者比例从１７％增加至２８％。报告还显示有

６３％的受访者表示是自愿的选择，因为自由职业让人感到自由、独立、有控制力和自

主权，有很多灵活用工人员感到为多个客户服务比只为一个雇主工作更有安全感。

由此可见，未来灵活就业并不一定是无奈之举，相反，更有可能是主动选择提升

自身综合竞争力的明智之举。Ｕｐｗｏｒｋ调查显示，美国灵活就业者比稳定就业者更注

重投资教育、更积极地参加技能培训。对这部分群体来说，他们没有大公司的光环加

持，成熟组织里的稳定性也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只有个人价值的持续

提升，才能在变化莫测的就业市场打造长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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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金融工具有针对性地改善灵活就业群体现状的前提是清楚地了解这部分群体

的特征及诉求。本章主要基于从互联网平台收集到的灵活就业和稳定就业人员的调研

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模型，对 “互联网＋”灵活就业群体 （即通

过互联网获得收入机会）的特征进行分析。只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对 “互联网＋”灵

活就业群体特征的分析均是与稳定就业人员是特征比较而言而言。

为探索影响就业者成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因素，以下逻辑回归模型中以受访者的工

作状态是否为灵活就业为因变量，以个人特征、工作实践灵活度、参保情况、负债情

况、收支水平、理财情况为自变量 （表３）。

表３　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及测量

当前就业状态 灵活就业＝１，稳定就业＝０

所在经济区域 西部＝１中部＝２东北部＝３东部＝４

性别 男＝１，女＝０

年龄 ２０岁以下＝１，２１－３０岁＝２，３１－４０岁＝３，４１－５０岁＝４，超过５０岁＝５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中专高中＝３，大专高职＝４，本科＝５，研究生＝６

月收入
低于３０００元＝１，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２，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３，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

４，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元＝５，超过２００００元＝６

储蓄能力

无法攒下钱或入不敷出＝１，１０００元以下＝２，１００１－３０００元＝３，３００１－

５０００元＝４，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５，８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６，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元＝

７，超过２００００元＝８

月支出
１０００元以下＝１，１００１－３０００元＝２，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３，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４，

超过１００００元＝５

职业规划 从事灵活就业 （包括返乡创业或务农）＝１，从事稳定就业＝０

保险费用
３００元以下＝１，３０１－１０００元＝２，１００１－３０００元＝３，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４，５００１－

８０００元＝５，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６，１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元＝７，超过１５０００元＝８



１０　　　“互联网＋”灵活就业群体的金融服务现状与需求

续前表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及测量

理财行为 有理财经验＝１，没有理财经验＝０

负债情况
无负债＝１，５万元以下＝２，５－２０万＝３，２１－５０万＝４，５１－１００万＝５，超

过１００万＝６

表４　就业状态影响因素

就业状态 系数 ９５％置信区间

地区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９

年龄 ０．００１（０．０５２）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２

性别 －０．０１０（０．０８９２） －０．１６０ ０．１３９

学历 －０．２６７ （０．０３４） －０．３３３ －０．２００

保险费用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８） －０．１１４ －０．００６

职业规划 －１．１４１ （０．２３８） －１．６０７ －０．６７５

月收入 －０．１８６ （０．０４２） －０．２６９ －０．１０３

月支出 －０．０４６（０．０５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６

负债情况 ０．２６０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４７９

储蓄能力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４） －０．１７７ －０．０４３

理财情况 －０．３９１（０．３０７） －０．９９４ ０．２１１

常数项 ８．５７７ （０．９１４） ６．７８５ １０．３７０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一、呈现低学历特征

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灵活就业群体的学历显著低于稳定就业群体。从表４

的逻辑回归结果中也可以看出，受访者学历越低，越可能是灵活就业人员。

在灵活就业群体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高达２１％，而这一比例在稳定就业群体

中仅占１１％。灵活就业者学历大部分集中在高中、中专学历 （３６％），而稳定就业者

学历波峰集中在本科 （３０％）。卡车司机群体这一特征则更为明显。在卡车司机群体

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高达５２．２％，高中、中专学历占３３．２％。

值得指出的是，这并不能说明灵活就业比稳定就业差，而是反映灵活就业的包容

性。相比传统就业方式，灵活就业平台上既有专业能力极强的高收入者，也有大量学

历不高、技术不高但是勤奋努力的就业困难群体和脱贫攻坚者。５８同城的已有研究也

显示，在县域范围内，灵活就业是低学历群体的重要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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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学历分布

图２　受访卡车司机学历分布

呈现年轻化分布从年龄分布来看，灵活就业者和稳定就业者的波峰都集中在２１－

３０岁，占比分别为５４％和６１％。在灵活就业样本中，２０岁以下的就业者和４１岁以上

的就业者占比都高于对应年龄段的稳定就业者。然而，由表４的回归结果可知，年龄

对于就业者选择灵活就业还是稳定就业的影响无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关于年龄与灵活就业的关系，有研究指出在非互联网背景下，年龄的增加会提高

劳动力从事灵活就业的概率 （胡凤霞，２０１１）。ＯＥＣＤ （２０２０）的研究也显示，灵活就

业者在６５岁以上老年工作者中的占比非常高。在我国，一方面，灵活就业为中老年人

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在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智能手机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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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年龄分布

轻人中普及率更高，年轻人的对新知识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快，对互联网的运用也比较

娴熟，灵活就业群体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

二、不同性别的群体通过互联网获得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相对均等

相比较于稳定就业，灵活就业群体中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调研数据显示，４８％

的灵活就业群体为女性，而这一比例在稳定就业群体中为４４％。但是表４逻辑回归结

果显示，性别对于从业人员是否为灵活就业无显著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对于通过互

联网获得收入机会的群体来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其获

得灵活就业和稳定就业的机会是相同的，并没有因为特定的性别而减少了其获得稳定

就业或者灵活就业的机会。

已有研究显示，传统情况下，女性在正规就业领域更容易受到排斥 （施旦旦，

２０１３）。但是，本研究基于互联网平台获得的调研数据发现，从事正规 （稳定）就业还

是非正规 （灵活）就业与性别无关。Ｄｅｔｔｌｉｎｇ（２０１７）的研究证实了互联网使用会显著

影响女性的劳动时间配置和就业决策，可有效增加女性获得工作的机会。５８同城已有

研究也显示，灵活就业的收入是县域女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全职家庭主妇和宝妈群体

有强烈的灵活就业的需求。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平台使男性与女性获得就

业的机会更加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总体来说平台就业者获得不同类型就业的机会相对平等，但

是不同类型的职业有不同的性别特征。例如，灵活就业群体中的卡车司机就是以男性

为主的职业，占比高达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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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性别分布

三、灵活就业不一定是无奈之举， 也可能是个人追求

调研显示，灵活就业包括两类不同的群体。一类是生活相对困难的零工，灵活就业

是无奈之举；另一类是为了追求工作生活平衡及事业发展的群体，他们选择灵活就业是

自我追求，而不是因为生活困难。当被问到选择灵活就业的原因时，３８％的调研人群表

示选择灵活就业是因为 “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别无选择”；另一方面，３８％的灵活就业人

群认为灵活就业 “符合个人职业发展规划”。除此之外，“工作时间灵活”、“赚点辛苦钱，

补贴家用”以及 “工作的同时能够兼顾孩子和家庭”也是大部分人选择灵活就业的原因。

图５　选择灵活就业的原因

具体以卡车司机为例，卡车司机选择运输行业，有主动与被动两种动力机制：主

动机制来自于他们对卡车与驾驶、较为自由的劳动过程、较好的收入、开阔眼界、增

加阅历等由衷的喜爱。本次调研发现，３５．７％的受访卡车司机表示 “工作时间灵活”

是他们从事卡车司机职业的主要因素之一；２１％的受访者表示 “符合自身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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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成为卡车司机的主要原因。被动机制来自于他们除了驾驶卡车之外无法获得更

好的、符合收入期望的工作机会。３６．１％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选择成为卡车司机的主要

是因为 “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别无选择”。

图６　卡车司机选择灵活就业的原因

四、工作时间灵活， 可满足就业人员对不同工作时间的需求

灵活就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作时间灵活，既可满足每天只能工作相对较短时间的

人群的需求，也能满足愿意通过高付出追求高收入的人群的需求。调研数据显示，类似于

稳定就业人群，大部分灵活就业人群每天工作８－１０小时；不同于稳定就业的是，更多比

例的人群工作４－６小时以及１０小时以上。例如，需要照顾孩子的宝妈群体可能每天只能

工作４－６小时；而追求更高收入的群体可能除了全职工作外，还会做额外的兼职工作或者

承担多份兼职工作，灵活就业可以满足这部分群体的工作需求。例如，卡车司机就属于工

作强度比较大的群体，３１．２％的受访卡车司机表示每天工作１０个小时以上。另外，６０％的

灵活就业人员都表示上下班时间不固定，这都反映了灵活就业的灵活性。

图７　工作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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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受访卡车司机每日工作强度分布

图９　上下班时间是否固定

五、工作流动性高， 收入不稳定， 面临更大的人生风险

相比较于稳定就业群体，灵活就业群体工作更换更加频繁。在跳槽频率方面，高

达３３％的灵活就业人员表示近一年内跳槽三次以上；这一比例在稳定就业者中占

２３％。３８％的稳定就业者表示近一年没有跳槽过，而灵活就业人员中仅有３０％近一年

没有跳槽过。

薪酬并非是灵活就业人群跳槽的主要原因，工作内容、收入稳定性、工作环境以

及工作氛围都是灵活就业人群更加关注的问题。当问及受访者跳槽原因时，灵活就业

者中有４２％的人回答 “工作内容不喜欢”，３８％的受访者回答 “收入不固定”，有３３％

的人回答 “工作环境差”，有２７％表示 “工作氛围不喜欢”，而仅有２３％的灵活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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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表示是因为 “收入低”。

图１０　跳槽的频率

图１１　跳槽原因

具体就收入的稳定性而言，２３％的灵活就业人员表示收入非常不稳定，大部分月

份收入不一样，甚至有的月份没有收入；而这一比例在稳定就业中仅占７％。收入的

稳定性受到职业特征、就业者自身特征 （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例如，

约５１％的受访卡车司机表示自身收入非常不稳定，大部分月份的收入都不一样，甚至

有的月份没有收入。卡车司机的收入受到不稳定的运价、不断提升的油价、较高的过

路过桥费，以及不可预期的道路限行、违章罚款、货物和车辆的意外受损、被拖欠运

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第四节　“互联网＋”灵活就业群体的特征 １７　　　

图１２　收入稳定性

图１３　受访卡车司机收入稳定性分布

相比较于稳定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灵活就业人员月收

入的峰值集中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而稳定就业人员月收入的峰值集中在５０００－８０００

元。月收入在３００元以下的灵活就业人员占比高达１８％，而月收入在８０００元以上的

灵活就业人员只占２２％；稳定就业人员中，这两项对应的比例则为６％和３５％。类似

的，ＯＥＣＤ研究显示，灵活就业群体收入低并且这种低收入的状态通常具持续性。在

１９个ＯＥＣＤ国家，兼职工和临时工每年的收入比全职工平均低５０％ 左右，在部分国

家如西班牙等，收入差距会更大。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包括更低的小时工资、更短的

工作时长 （如兼职工）、就业中断 （如临时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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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收入分布

灵活就业人员对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展现出更多的担忧。在大病医疗、退休金不

足、意外事故、失业、教育昂贵等各项重大人生风险上，表示担忧的灵活就业人员占

比都高于相应的稳定就业人员。其中，在失业和意外事故方面，两者差别最大。２８％

的灵活就业者担心失业风险，４７％的灵活就业者担心意外事故风险，而对于稳定就业

人员来说，这两个比例都显著低于灵活就业人群，分别为１３％和３１％。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灵活就业人员工作的不稳定性和更高的意外风险。

从收入的稳定性、收入水平以及可能面临的人生风险的分布可以看出，大部分灵

活就业者属于微弱经济体，这些就业人员符合微弱经济体处于市场弱势地位的特征。

图１５　主要担忧的人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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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灵活就业者在享受工作时间、地点、报酬更加灵活化、

自主化的同时，也在承受着更多不稳定因素、生活与工作界限模糊、职业发展不稳定、

工资收入不稳定、缺乏劳工保障的欠缺的苦恼。当灵活就业者充满不确定性的劳动延

伸至与他们的劳动捆绑在一起的日常生活时，他们的生活也变得不确定了。通过适当

的金融服务来缓冲不确定性、降低风险、平滑收入对于灵活就业者的生产生活来说至

关重要。

一、借贷满足率低

调研数据显示，尽管灵活就业和稳定就业样本中都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有受

到过融资约束的情况，但是灵活就业群体中受到融资约束的比例更高。５２％的稳定就

业群体面临过需要借贷但是借不到钱的情况；这一比例在灵活就业群体中高达６９％。

究其原因，３３％受访的灵活就业者表示 “想从银行借钱，但是达不到银行的标准”，

２５％表示 “利率太高，无法负担”。这表明，像大多数小微经济体一样，灵活就业人员

也存在较严重的 “贷款难”和 “贷款贵”的问题，其收入不稳定、缺少抵押物、流动

性强、缺乏征信数据沉淀等特征均加重了其受到借贷排斥的程度。另外，１２％的受访

者表示害怕被骗，不敢通过网上借钱；２３％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有哪些融资渠道。由

此可见，合适的金融教育对提升灵活就业群体金融服务可得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

２２％的因征信原因无法借款的灵活就业者，合理的信用修复机制对他们来说则至关

重要。



２０　　　“互联网＋”灵活就业群体的金融服务现状与需求

图１６　是否有受到融资约束的情况

图１７　灵活就业者受到融资约束的原因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灵活就业者融资服务可得性的因素，本报告采用多元逻辑回归

分析模型，模型以受访灵活就业者是否收到融资约束为因变量，以个人特征、工作时

长、参保情况、负债情况、收支水平、理财情况为自变量 （表５）。

表５　变量设置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及测量

是否受到融资约束 是＝１，否＝０

所在经济区域 西部＝１中部＝２东北部＝３东部＝４

性别 男＝１，女＝０

年龄 ２０岁以下＝１，２１－３０岁＝２，３１－４０岁＝３，４１－５０岁＝４，超过５０岁＝５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中专高中＝３，大专高职＝４，本科＝５，研究生＝６

月收入
３０００元以下＝１，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２，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３，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元＝４，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元＝５，超过２００００元＝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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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及测量

月储蓄

无法攒下钱或入不敷出＝１，１０００元以下＝２，１００１－３０００元＝３，３００１－

５０００元＝４，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５，８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６，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元＝

７，超过２００００元＝８

月收入稳定程度 不稳定＝１，稳定＝２，非常稳定＝３

每日工作时长 ４－６小时＝１，６－８小时＝２，８－１０小时＝３，１０－１２小时＝４，１２小时以上＝５

社保参保情况 参与＝１，不参与＝０

保险费用

３００元以下＝１，３０１－１０００元＝２，１００１－３０００元＝３，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４，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５，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６，１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元＝７，超过

１５０００元＝８

理财行为 有理财经验＝１，没有理财经验＝０

负债情况
无负债＝１，５万元以下＝２，５－２０万＝３，２１－５０万＝４，５１－１００万＝５，

１００万以上＝６

由表６可知，就个体特征对灵活就业人员融资能力的影响而言，受访者学历越低，

越可能受到融资约束，即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易从不同的渠道获得融资。同时，结果

还显示男性灵活就业者受到融资约束的可能性更大。詹婧等 （２０１８）的研究显示男性

更加具有冒险精神，加之灵活就业带来的不稳定性，可能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风险更高，

所以其受到融资约束的可能性更大。而年龄和所在地区对于是否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

并不显著。

就财务状况对劳动者职业的影响而言，月收入低、年保险费用支出低、高负债以

及没有理财经验均增加了灵活就业群体受到融资约束的可能性。根据上文分析可知，

大部分灵活就业者或多或少都具有这些特征，说明这部分群体更容易遇到融资难的问

题。每日工作时长以及月收入是否稳定对于灵活就业群体融资服务可得性来说并无显

著影响。

表６　影响灵活就业群体是否受到融资约束的因素

就业状态 系数 ９５％置信区间

地区 ０．００８（０．０４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６

年龄 －０．０２３（０．０６５） －０．１５０ ０．１０４

性别 ０．３５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３４ ０．５７３

学历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９） －０．１７６ ０．０１４

社保参保情况 ０．５０９（０．１５０） ０．２１５ ０．８０３

年保险费用支出 －０．０９６ （０．０２８） －０．１６３ －０．０２９

月收入 －０．２２４ （０．０５６） －０．３３５ －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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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就业状态 系数 ９５％置信区间

负债情况 ０．３３２ （０．０５２） ０．２３１ ０．４３４

理财情况 －０．７１５ （０．１２４） ０．４７１ ０．９５９

每日工作时长 ０．０９９（０．０５８） －０．０１３ ０．２１３

月收入稳定程度 ０．０８０（０．０８３） －０．０８２ ０．２４３

常数项 －１．３８８ （０．４０７） －２．１８６ －０．５９１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二、负债工作人群占比高

虽然灵活就业人员对于信贷产品的使用更加谨慎，有负债的灵活就业人员的比例

（６３％）仍然高于有负债的稳定就业人员 （５３％）。对于信贷产品的态度上，四分之一

的灵活就业者表示 “信贷有风险，不到关键时刻不会使用”，而２４％的稳定就业者则

表示 “使用信贷产品是更精明的消费方式”。进一步分析其主要负债构成可以发现，灵

活就业人员在房贷、车贷、消费贷以及生产资料贷款方面的压力都大于稳定就业人员。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日常消费贷款，２１％的灵活就业人员表示目前正在使用日常消费贷，

而这一比例在稳定就业人群中只占１１％。这可能是由于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稳定，需

要消费贷来平滑日常生活中的财务波动。

图１８　对于信贷产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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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负债情况分布

图２０　主要负债构成

除日常消费贷外，灵活就业群体在购买生产资料贷款方面也与稳定就业群体有明

显的差别。自雇类灵活就业群体的贷款需求除了用于平滑日常收支，主要还源自于购

买生产资料。以卡车司机为例，卡车司机的贷款需求主要来自于购买卡车。《２０１７年

卡车司机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卡车司机大多没有全款购车的能力或意愿，贷款政策为

他们购车、成为车主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单一的举债方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需要

整合多种金融资源，包括自家存款、银行贷款、亲友借款和民间金融组织借贷等。另

外，卡车司机收入的不稳定性使得当运费拖欠或未到账时，一些生活必要支出、购置

新设备以及下一次出车所需的车辆维修保养保险费等，需要通过贷款实现。中物联金

融委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物流企业的贷款融资需求每年在三万亿元以上，但被传统金

融机构满足的需求不足１０％，来自农村的卡车司机群体获得融资的比例则更低。

调研数据显示，卡车司机群体普遍有较大的债务压力，约７４％的卡车司机有车

贷，３５％的受访卡车司机负债在５－２０万之间。《２０１７年卡车司机调查》研究结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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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７２．２％靠贷款或借款买车。债务压力对卡车司机既是一种约束，又是一种内在

的驱动。这种内在驱动可以转变为劳动的主观能动性，直接影响卡车司机的劳动过程。

卡车司机找货的方式、接受的运价、行车的路线、驾驶的时间、围绕工作的日常生活

等都与这种驱动有直接的关联 （《２０１７年卡车司机调查》）。

图２１　卡车司机负债情况分布

三、使用多元化借贷渠道

灵活就业人群对消费贷款的需求较高，但是灵活就业人员是否能充分获得他们所需要的

金融服务？如图２１所示，灵活就业人员在各种融资渠道的使用上占比都超过了稳定就业人员，

这可能主要是受到其融资需求的驱动。传统金融机构的线下贷款服务仍然是大多数人使用的融

资渠道 （３７％）。值得指出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对数字金融平台上贷款服务的使用显著高于稳

定就业人员。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线上小额信贷更加方面快捷；另一方面，对于通过平台就

业的人员，平台可能会推出针对这部分群体的贷款产品，从而增大了其贷款可能性。

图２２　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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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保覆盖率高， 但保障水平较低

灵活就业群体不直接从雇主处享有五险或者三险一金的福利待遇。尽管如此，

调研数据显示，高达８５％的受访灵活就业人员都参与了社会保险。对于１５％没有参

与社会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价格高”、“手续复杂”、“没有多余的钱购买社保”是

三个最重要的原因，可见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受限于经济水平和认知能力被排斥在社

保范围之外。根据目前的政策，由于劳动关系无法确认，他们需要以灵活就业者的

身份缴纳城镇职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这对于低收入灵活就业劳动者来说缴费

负担相对较重。

除此之外，１９％的受访者表示 “想买但是不知道如何购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的研究曾指出，我国以灵活就业身份来缴纳社保的体系是

非常完善的，灵活就业群体真正缺乏的其实是信息或者缺乏相应的渠道，他们不知

道如何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去缴纳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平台可以作为一个桥梁，把

劳动者和国家社保体系连接起来，助推灵活就业群体去缴纳社保，进而形成对劳动

者的保护。

针对社保中的养老保险一项，灵活就业者参与积累制养老金的水平低于处于全职、

永久雇佣关系中的就业者。以货车司机群体为例， 《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

（２０１８）显示，货车司机以个体为主，保险投保意识较低，７２．５５％的司机已投保新农

合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是养老保险的投保率仅为２６．９３％。类似地，根据传化慈

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 “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所著的 《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

ＮＯ．１———卡车司机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大部分卡车司机都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

比重达７４．７％，但是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却不高，仅占５０．７％。

图２３　新农合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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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未参加社保的原因

五、商业保险覆盖率低

相比较于稳定就业群体，灵活就业群体的商业保险覆盖率更低。２０％的受访灵活

就业者表示没有购买任何商业保险，而这一比例在稳定就业群体中只占７％。我国社

会医疗保险遵循 “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医疗保险在解

决 “看病贵”问题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李亚青和谭小景，２０１４）。因此，如果只参与

了社会保险而没有购买任何其他商业保险，那么风险保障并不充足。

在没有参与社保的灵活就业群体中，１１％的受访者表示已经购买其他商业保险

替代社保。这部分群体具有相对高学历 （８０％具有本科学历）、高收入的特征 （８７％

收入在５０００元以上），因此对风险有更充分的认识，也有能力为自身配备相应的商

业保险。而既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也没有参加商业保险或者只参加了社会保险的灵活

就业人员，则具有相对低学历 （４１％具有高中、中专学历）、低收入的特征

（７６．８％月收入在５０００元以下）。由此可见，对于为了个人追求从事灵活就业、学

历和收入水平都较高的群体，商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社保；而对于生活比

较困难、只能被迫从事灵活就业的群体，需要进一步通过提升社保保障水平来提升

这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金融服务商在设计金融产品时，应该对这两部分灵活就业

群体区分对待。

在保险支出上，稳定就业人群的支出也高于灵活就业人群。５４％的稳定就业人员

每年保险支出超过３０００元，而这一比例在灵活就业人员中仅占４３％。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说明了大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险保障不及稳定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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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保险费用支出分布

六、储蓄是主要理财方式

理财是实现合理的消费支出、教育期望、完善风险保障、积累财富等家庭目标的

重要手段。伴随着薪资水平的提高，灵活就业者关于储蓄的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大多

数人每月都能存一部分钱以实现在购房、购车、子女教育、养老等方面的人生规划。

多数灵活就业人员有日常储蓄的习惯，占比达到９７％。其中，每月储蓄１０００元以上

的达７９％，每月存储３０００元以上的达到４９％。较高的工作变动频率、相对保守的消

费观念和对未来生活的危机感可能是他们具备良好储蓄意识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

稳定就业人群仍展现出比灵活就业人员更强的储蓄能力，受访稳定就业者每月储蓄

１０００元以上的达８９％，每月存储３０００元以上的达到７０％。

图２６　储蓄水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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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就业人员 （８４％）理财经验相对灵活就业人员 （７８％）来说更加丰富。值得

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其理财经验也大不相同。例如，就卡车司机这

一灵活就业群体而言，约７４％没有购买过理财产品，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类型灵活就

业者 （２２％），说明卡车司机群体更加缺乏理财经验。

图２７　理财时间分布

图２８　受访卡车司机理财时间分布



第六节 　

促进灵活就业市场健康稳定
发展的政策建议

上文分析可知，灵活就业群体大多属于社会中的微弱经济体，未来能够获得更加

稳定的收入、更完善的金融服务、退休后经济来源能够有所保障是他们主要的奋斗目

标，也是我国政府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

要灵活就业者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需要政府补齐相关法律和基础设施短板，从而使

市场能够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适合且合理的服务和保障。

一、明确灵活就业的法律地位，加快完善灵活就业相关法律法

规，提升灵活就业群体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的质量

２０１７年以来，我国出台了 《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和 《关于发展

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指出：按照审慎包容监管、

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要求，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及时完善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用

工政策，推动将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切实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国务院办公厅更是出台了 “关于支持多渠道灵

活就业的意见”文件，鼓励发展线上灵活就业模式。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然面

临如何平衡平台灵活就业的灵活性、公平性和安全性的挑战。

从法律层面上看，灵活就业法规处于 “空白状态”。虽然一些地方性政策性文件做

了有益探索，但总体上灵活就业政策缺乏操作性，没有从全国劳动力市场视角考虑灵

活就业群体的差异性管理，更多的只是 “临时性”解决小微企业流动性短缺可能引发

的员工下岗失业问题。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劳动关系、薪酬收入均缺乏必要的法

律规定规制。在目前要保就业的背景下，通过平台灵活就业的问题之一是收入机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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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人权保护上存在很大的矛盾。由于我国大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如最低工资、企

业承担的社会保障、休息休假、工伤事故赔偿等都是以企业与劳动者已建立的劳动关

系为基础，利用互联网择业时，不明确的劳动关系导致灵活就业个体承担了较大的

风险。

因此，“灵活就业”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法律定位，对灵活就业人群的类别加以细

分，按照不同类别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明确灵活就业者的

民事雇佣权利义务关系，充分保障灵活就业者的合法权益。

二、健全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社会保障政策

尽管有一部分灵活就业群体属于高收入、高学历群体，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属

于亟需社会保障的微弱经济体。在平台经济中，社会保障制度所依托的稳定就业关系

发生了变化。为进一步健全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社会保障政策，建议首先按照灵活

就业者享有与正规就业者同等权益的思路，专门制定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办

法。其次，简化参保程序，设立专业的社会保险业务 “社会保险服务窗口”，方便灵活

就业人员办理参保、转移、继承、计发以及异地缴费和预缴等参保业务，根据灵活就

业人员经济承受能力、收入状况、工作性质、个人健康状况等实际情况，在参保办法、

待遇享受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让灵活就业者接续社会保险关系、代缴社会保险费更

加省时、快捷，吸引更多的人员参保。例如，鉴于大多数灵活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低于

社会平均工资，设立的缴费基数不应完全以正规职业缴费基数为标准，可以尝试实行

缴费比例 “双低型”制度，设立不同等级的缴费基数，由灵活就业者根据自己情况选

择，还可以适当延长缴费的年度，减少每年的缴费金额，最大限度减轻灵活就业人员

经济压力，提高参保率①。

三、适度鼓励平台利用其数字和技术优势与金融机构合作为灵活

就业人员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

我国灵活就业已经迈入到了由数字平台组织的新阶段，互联网平台大量的数据积

累和较高的技术能力使其有能力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在信

贷服务方面，很多通过平台获得收入机会的灵活就业人员是征信白户，难以从银行获

得贷款，而平台可以在充分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通过深度挖掘平台用户的行为数

① 参见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载 《华律网》，２０２０年０３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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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判断信贷风险，提高灵活就业群体的贷款可得性。例如，５８金融能够利用５８同

城平台场景流量衍生的数据，为客群划分、审批信用风险、资产违约预测提供依据，

如结合工作城市、所在行业、意向公司、意向岗位等可大致预测用户收入和还款能力，

再结合人行征信数据，有效识别客户的风险，降低信贷成本。

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互联网平台因拥有大量的场景数据而更清楚劳动者

是否真正处于灵活就业状态，且能够更好地满足灵活就业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但是

互联网平台往往缺少充足的资金来服务这部分群体。目前，银行与互联网平台联合贷

款或助贷是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银行有充足的资金但是缺乏金融服务的场景，而互

联网平台有场景但缺乏资金，两者优势互补联合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贷款服务是一种

行之有效的模式。例如，在商用车行业，由于商用车车价高，一般的小微个体难以一

次性付清全款，需要利用金融手段购车。而商用车司机群体信用资质天然较弱、信用

风控难，司机很难直接从传统银行进行贷款购车。但是，传统银行可以通过平台的帮

助，有效识别客户的风险。比如，狮桥集团深耕商用车行业，打造了行业首个覆盖商

用车全生命周期的智慧服务平台。通过其自身积累的海量历史数据，以及人行征信数

据、三方征信数据、ＬＢＳ／地图数据、车型库及产品库数据、支付／逾期数据、交易／行

为数据等多方大数据综合评估，狮桥集团建立了基于ＡＩ技术的风控模型，传统银行和

非银行金融机构可借助狮桥平台高效地向优质商用车司机提供融资服务。

在保险方面，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尽管商业保险已经逐步进入了灵活就业人员的

视野，但是仍有大部分的灵活就业人员，或受限于自身财务水平，或受限于自身认知

水平，既没有参与社保，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严重缺乏保险保障。因此，平台除了

可以利用数据优势与保险公司合作定向针对灵活就业人群的保险产品，还可以借助平

台加强灵活就业者对保险知识的宣传教育，向新就业形态人员宣传就业、社保相关政

策，引导平台就业者积极参保。例如，在各地推出的惠民保基础上，５８金融定制了

“惠民保”升级版，针对５８同城蓝领客群社保不足、预算有限等特点，设计打造了不

限地区、职业、年龄的 “价格低，保障高”的重疾意外保障。比如，５８金融旗下 “帮

帮保险”引入５８元一年的全国版 “惠民保”，３００万的重疾医疗保障，以及９．９元一

年的国民意外保等。此类价格相对低廉的基础保险在培养灵活就业者的保险意识、提

高其保障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建立灵活就业相关数据库

对帮扶灵活就业群体进行研究的基础是建立相关的数据系统，从而对不同类型的

灵活就业群体进行有效区分，对不同主体间的责任进行明确的划分。一方面，对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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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征信 “白户”来说，应加快完善其征信数据信息，从而使雇主、金融机构、政府等

可以为灵活者在就业、融资、社保等方面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建议通过政策支持和

引导鼓励各类参与主体积极参与征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各类资源的整合，丰富数据

要素市场的机构类型和机构数量，丰富征信系统中的数据类型和数据容量，让更多沉

睡的数据得到利用，将市场中数据的价值最大化。具体而言，国家层面应优化现有的

信息基础设施，规范各类接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领先的科技企业的协同合作，

减少重复建设。

另一方面，应将灵活就业纳入到就业监测体系和就业统计范围之内。只有相关数

据系统建立起来后，才能更加有效地对灵活就业群体进行分析，并开发出能够满足其

需求的金融产品。类似地，在社保方面，如果能够加快研制和设置社会保险关系信息

库，尽快建立以地、市一级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则可逐步实现灵活就业

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在地市间、省市间联网与信息共享，为灵活就业者建立、接续社会

保险关系提供快捷、准确服务，最终实现全国社会保险关系信息互联互换。



附录一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灵活就业相关政策

年份 颁布部门 政策文件名称 要点

２０２０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

见》①

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优化自主创

业环境，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

支持。

２０２０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提升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动作用进一步

促改革稳就业强动能的实施意见》②

增强创业带动就业能力。加大创业带

动就业支持力度，出台支持灵活就业

的具体举措。

２０２０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

见》③

进一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促进人才

流动和灵活就业。

２０２０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④

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

保就业；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

就业支持。

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２０２０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

见》⑤
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２０１９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的意见》⑥
促进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支持灵

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０ ０７／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３１６１３．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０ ０７／３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３１２７４．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０ ０７／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２８６１５．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０ ０６／１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１８６９９．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０ ０３／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９３５７４．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９ １２／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６３５９５．ｈｔｍ



３４　　　“互联网＋”灵活就业群体的金融服务现状与需求

续前表

年份 颁布部门 政策文件名称 要点

２０１９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

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

知》①

完善互联网平台企业用工、灵活就业

人员相关政策

２０１９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

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②

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

强化平台经济发展法治保障———抓

紧研究完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

业等从业人员社保政策。

２０１９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

业提质扩容的意见》③

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结余等支持家政

培训的力度。将家政服务纳入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工作范畴，并把灵活就业

家政服务人员纳入培训补贴范围；家

政服务人员可作为灵活就业人员按

规定自愿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

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２０１９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的

通知》④

对就业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提升

培训和创业培训。

２０１９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

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

持。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

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１０００亿元，用

于１５００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

和转岗转业培训。

２０１９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

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

调整社保缴费基数政策；完善个体工

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政策。

２０１７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

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

见》⑤

支持用市场化方式发展知识分享平

台，打造集智创新、灵活就业的服务

新业态。

２０１７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设第二批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

见》⑥

完善各类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

险的管理措施；探索适应灵活就业人

员的失业、工伤保险保障方式，符合

条件的可享受灵活就业、自主创业扶

持政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９ ０８／１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２０６９４．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９ ０８／０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１９７６１．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９ ０６／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０３３４０．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９ ０５／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９４４１５．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 ０８／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２００９１．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 ０６／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０４２６４．ｈｔｍ



附录一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灵活就业相关政策 ３５　　　

续前表

年份 颁布部门 政策文件名称 要点

２０１７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兴边富民

行动 “十三五”规划的通知》①
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

扶持。

２０１７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②

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用工和

社保等制度；其他从业者可按灵活就

业人员身份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和缴

纳住房公积金，探索适应灵活就业人

员的失业、工伤保险保障方式，符合

条件的可享受灵活就业、自主创业扶

持政策。

２０１７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③

完善就业政策，加大就业培训力度，

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

支持。

２０１７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三五”促进

就业规划的通知》④

积极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鼓励发展

家庭手工业，创造更多居家灵活就业

机会。

２０１７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管理优化

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

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⑤

加快法规政策标准动态调整；完善各

类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办

法和管理措施，制定完善相应的个人

申报登记办法、个人缴费办法和资格

审查办法。

２０１６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三五”促进

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的通知》⑥

大力促进就业创业；支持少数民族妇

女居家灵活就业。

２０１６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三五”脱贫

攻坚规划的通知》⑦

健全 “三留守”人员和残疾人关爱服

务体系；进一步加强对贫困地区留守

妇女技能培训和居家灵活就业创业

的扶持，切实维护留守妇女权益。

２０１６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

人员创业创新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

见》⑧

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对返乡下乡创业创

新的就业困难人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以灵活就业方式参加社会保险的，

可按规定给予一定社会保险补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 ０６／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００２７７．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 ０４／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８７１７９．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 ０３／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８１５３０．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 ０２／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６５７９７．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 ０１／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６１６１４．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 ０１／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６２９５０．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 １２／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４２１９７．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 １１／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３９４５７．ｈｔｍ



３６　　　“互联网＋”灵活就业群体的金融服务现状与需求

续前表

年份 颁布部门 政策文件名称 要点

２０１６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三五”加快

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的通知》①

大力促进城乡残疾人及其家庭就业

增收；多渠道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

灵活就业。

２０１６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 “互

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②
积极推进流通创新发展；扩大社会灵

活就业。

２０１６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③
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

扶持。

２０１６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的意见》④

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依法参加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困难的可按照当

地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 ０８／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００１３２．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 ０４／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６６５７０．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 ０３／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５９５４０．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 ０１／１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５８２．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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