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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下的养老保险: 挑战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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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劳动力市场与

劳动者权益。新就业形态①的出现对于当前以户籍制度和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巨

大挑战，养老保险功能弱化是一个突出难题。本文基于定性访谈进行了案例研究，将现实中的养老保

险参保划分为“传统保障型”与“灵活变革型”，展现了数字经济大潮下养老保险制度持续保障与挑战

变革并存的图景。参保的核心难点在于部分新业态的雇佣关系不明晰，就业人员缺乏谈判能力和体制

保障，被挤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为了预防劳动者的老年贫困问题，增进民生福祉，政府应引

导和规范数字经济下的雇佣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探索养老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键词: 数字经济; 雇佣关系; 非商品化; 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 D922． 55; C913．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 2021) 02-0025-07

一、引 言

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版图，也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赋能于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2002—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从 1． 2 万亿元升至 35． 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36． 2%，年均增长率 22． 1%。特别是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与蔓延，

数字经济成为对冲疫情影响、重塑经济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力量，在复工复产、经济复苏、社会运

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贺信中曾指出，“当今世

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

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并提出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以迅猛的势头不断向前发展，推动了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转型升级，降低了交易成本，

提高了经济效率。它的出现和发展给人类带来新的资源、新的财富和新的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使人类在

信息的生产、传递和消费等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变得日益多样化［2］。数字经济的迅猛崛起，对生产、

生活、生态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信息在市场主体之间的传递，数据作用日益凸显，这

意味着经济范式在深层次上发生转变。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

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那么数字技术的产生是以数字企业家为首的社会［3］。数字经济已然成

为我国灵活就业与弹性工作的重要场域，其发展态势是就业形势和经济走势的一个风向标。数字经济

一方面改变着当下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提供着新动能与新就业; 另一方面也给劳动关系治理与传统社会

保障制度带来了新挑战。本文基于劳动用工的新变化与新挑战，围绕养老保险的“非商品化”意涵，通

过若干典型案例探讨数字经济市场中的不同用工类型及其“商品化”程度，最后对养老保险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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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经济下的劳动者权益与养老保险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

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4］。在现实需

求与政策指导下，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激发消费、推动投资、创造就业、增强创新力与竞争力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带动了各种非典型性工作。特别是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服务门槛和交易成本低，能

够结合消费者偏好为新产品和服务提供基础，给虚拟和实体世界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虽然数字经济

下的用工模式给劳动者带来更多就业选择和收入来源; 但同时也给劳动者带来诸多劳动权益风险。全

方位、批判式地理解数字经济下的劳动权益，特别是聚焦探讨养老保险问题，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地发挥

数字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 一) 数字经济对劳动者权益的挑战

首先，劳动关系受到冲击。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新业态给第三产业领域的劳动就业带

来极大影响，特别是以网约工为主体的平台用工模式对传统以稳定劳动关系为本的劳动就业市场构成

冲击。平台劳动者身份的争议持续不断，但至今仍无定论。平台就业门槛普遍较低，用工方式灵活，具

有不受退休年龄限制、专兼职均可、雇佣关系不稳定等特征。数字经济下的网约工、零工或共享员工的

出现将导致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机制失灵。根据《劳动法》规定，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以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为依据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因此，劳动关系一方应当是用人单位，并形成稳定的管理

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指挥与被指挥的隶属关系。而在各类新业态下，新经济平台作为经济活动的

中介，是雇佣方与劳动者以完成特定工作任务为目的相互结合，劳动者工作自由度大，与合作单位、雇佣

者不存在明确的隶属和依附，导致新业态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与所开展的经济活动难以被认定为正式的

劳动关系，也无法获得相应的劳动保护［5］。
其次，技术经济产生新的收入不平等格局，导致低技能劳动者利益受损。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了知识集聚领域财富积累的速度，促使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
技术进步能够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但劳动过程则变得非物质化与符号化，最终结果是知识的

拥有者取代了传统的工业资产阶级，享受了新创造的价值，并掌握了分配这部分价值的权力，加剧了社

会和经济分化［6］。技术引致的有偏型财富积累降低了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从本质上而言，收入差距扩

大是低技能劳动者从劳动产品中获得生存资料的能力被削弱的结果［7］。
最后，即使对于具有正式劳动关系的高技能劳动者，在部分互联网公司“996”①的工作文化下，劳动

者被动接受了工作时间的不合法规则，不仅没有展示出数字技术在提高工作安排灵活性后对劳动者工

作与生活间平衡的积极作用，反而正在模糊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并逐步侵蚀劳动者的生活空间和法定劳

动时间标准［7］。
( 二)“去商品化”: 养老保险的力量

基于数字经济带来的不利因素，其对劳动者的“商品化”以及养老保险“去商品化”将会起到怎样的

作用? 现代社会保障萌生于 19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时代”，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社会形态

下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其原动力在于人类需求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当人类需求必须通过商

品交换得以满足时，购买力和收入分配问题便凸显出来。当劳动力也成为了商品之后，独立于市场之外

的生存权利便岌岌可危，由此构成社会政策中一个最为矛盾的问题: 商品化。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积累

过程中的阶级演变分析的核心所在: 独立的生产者转变为无产的领薪者。劳动力的商品化意味着人的

异化。劳动者作为商品，将成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权力的俘虏; 即使是疾病，或是经济危机等的重大事

件，都能轻易将商品摧毁。如果工人们确实表现为独立的商品，他们将相互竞争; 竞争越激烈，价格越便

宜。作为商品的工人们具有可替代性，容易过剩与分裂［8］38 － 40。

① “996”意为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的工作制度，用以概括在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工作中所盛行的加班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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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认为，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

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将会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9］。福利体系用“去商品化”的方式将经济

关系重新“嵌入”社会关系。“去商品化”是指把一些与人类生存相关的社会服务看作基本人权而不是

市场交易的标的物，从而让人们可以不完全依赖市场而生存。对于劳动者而言，非商品化同时是团结与

统一的起点和终点［8］21 － 22。
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及其相关探讨具有历久弥坚的生命力与重要性。强制性

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的理由主要包括: 利他主义和老年福利; 商业养老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即道德

风险与逆向选择; 公共养老体系还可以纠正家庭在行为选择上的“短视”，帮助家庭选择最优的消费 －
储蓄路径［10］。目前养老保险在许多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一种稳固的制度安排，成为工作与休息、劳动收

入与再分配、利己主义与共同责任，以及货币关系与社会权利之间的中心联系［8］89。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短暂经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我国已大量开展民生保障改革，并正在催生

一个“社会市场”。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致力于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对与人类生存

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

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11］。自 2007 年起，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社会保

险法》等重要法律，并大力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多项社会保险项目，现已建成

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勾画了“十四五”规划及 2035 年远景目标，其中包

括民生保障的重要目标: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等等。这些促使我们必须以长远发展

的眼光，审视数字经济下的养老保险问题。下文将通过案例研究深入讨论其现状与瓶颈，并提出政策建议。

三、案例研究: 传统保障型与灵活变革型

一直以来，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的制度基础是雇佣关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是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劳动者抵御社会风险的重要制度。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言，存在

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将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

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则可同灵活就业人员一样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

承担其基本养老保险费。这种体系在工业主义的劳动就业形态下，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随着以互联网

为基础的各种新技术手段不断出现，新型工作模式运营而生，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辨识也因此越来越

复杂，传统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险的强制性与固定性在平台型企业难以施展［12］。而养老保险的一些

固有特征，如长期性与延时性，又极易导致劳动者的忽视与短视。
笔者主要是基于定性访谈所获得的案例开展研究。通过对十六位相关专家、人力资源管理者( hu-

man resources，简称 HR) 、员工( 企业雇用的、劳动关系清晰的雇员) 与平台劳动者的访谈，系统了解数字

经济下的养老保险现状并探究其中的问题与出路。在甄选被访者的过程中，主要基于其典型性与代表

性，采用配额抽样与判断抽样方法。因此，被访者既包括专家、技术层和管理层，也包括骑手和快递小

哥; 所访企业涵盖了如 BAT、JD、ZJ 等互联网头部企业①，也包含如 DD、MT 等平台企业，以及快递行业公

司，如 SF 和三通一达等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访谈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下的劳动者权益展开，特别是雇佣

关系形态与养老保险参保问题。根据访谈结果的编码分析，基本养老保险遵缴可划分为传统保障型与

灵活变革型。
( 一) 传统保障型

按照《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

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因此数字经济下的城镇劳动者也不例外，应该依法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即使福特主义形态的生产方式在数字经济发生变迁，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呈现

多元化和个体化、个体生涯规划出现“去标准化”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13］，但这并未影响养老保险的

① 薪酬福利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信息，出于被访者的要求，用字母简写对企业名称进行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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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缴参与。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员工，虽然处于数字经济浪潮前端，仍然依法合规参与法定的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此类企业可以称为社会保险的传统保障型企业。
第一类典型案例是高竞争高薪酬的头部企业型。类似 TX、ZJ 等互联网大企业，人才竞争激烈、员

工薪酬水平较高，在社会保险方面则会依法依规，不但能保证员工参保，还能够按照职工工资总额来足

额缴纳社保，保障员工权益。这是出于人才吸引与激励目标体系下自然产生的基本薪酬福利需求。一

位 HR 被访者表示:“主要是因为大环境，像腾讯、阿里一直都是以工资总额来缴纳‘五险一金’，如果连

这个都不能保证的话，还怎么跟别的公司竞争抢人呢?”这一方面是国家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政策框架

对企业和员工所形成的结构化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员工出于自身权益的必然选择。一位高薪程序员表

示:“社保当然很重要，本来程序员年轻时候就非常辛苦，养老金能给我们老年生活基本的保障，当然是

多多益善。有的年轻人不关心社保，但我们肯定是很关心，不管是医疗还是养老保险，别看我们还年轻，

但其实经常会有小毛病，而且码农职业生涯也短，需要早做积累。”在互联网行业“996”文化以及过度内

卷的竞争压力下，足额缴纳“五险一金”是类似于免费提供三餐、零食、下午茶一样的常规安排; 同时，慷

慨的薪酬福利并非真正的免费午餐，而是为了交换劳动者的高强度工作回报: “实习生每天都是晚上

9∶ 30 － 10∶ 00 下班，不觉得是在加班，公司里就不会提“加班”二字，正常下班就是 22 点左右。”
第二类典型案例是由于企业的国有性质或鲜明的组织文化所形成的依规遵缴社保的保障型。以快

递物流行业为例，中国邮政是大型国企，其速递物流公司 EMS 下的快递小哥通常会签订劳动合同并缴

纳社保。SF 公司是速递物流行业的头部企业，是具有鲜明个人烙印的民营企业，强调“使命、愿景、文
化”，主张实现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融合统一，而且采用直营模式，由总部对各分支机构实施统一经

营、统一管理，因此员工的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权责也较为清晰。类似地，JD 公司作为民营企业，也呈

现相似特征。
在上述两类企业中，社会保险的“去商品化”功能得到有效保障，并未显现出数字经济带来的颠覆

性冲击。但其中也依然存在养老保险“常规焦虑”。首先是关于费率问题，企业员工基本知晓社会保险

多缴多得的规律和养老保险是工作薪酬的延期支付，但还是希望个人利益能够得到更大保护:“希望自

己少缴点，公司多缴点。现在费率还是比较高，每个月的‘五险一金’就扣大几千。”虽然目前已降低为

企业缴纳工资总额的 16%、个人缴纳 8%，但仍然是非常可观的成本支出。管理者通常表示“五险一

金”的总费率较高:“感觉公司的负担会比较重吧，我们公司毕竟规模很大，运营良好，但对于小企业来

讲，每月支付全额社保是很大一笔开销。当然要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但也会不利于小私企的发展吧”。
更深层次的担忧是养老保险费率与替代率之间的关系: “每个月‘五险一金’扣挺多，影响员工现金流。
现在通货膨胀这么严重，谁知道真到老了能领多少呢?”对养老保险替代率的担忧会促使有余力的企业

和员工主动购买补充养老保险，实现多层次的保障: “虽然老年时期还会有其他经济来源，但基本生活

还是要靠养老金吧。公司会给买商业保险，我自己也在买年金，给以后做准备。”
( 二) 灵活变革型

在传统保障型之外，数字经济还造就了大批非传统雇用形态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大量的劳务派

遣、劳务外包、众包、零工、共享员工、平台用工等不同新类型与新称谓，使劳动者获得了“劳动自由”，模

糊了劳动关系，降低了雇主成本。此类用工表现为劳动力雇用和使用的分离，因而极大地丰富了劳动力

市场中的雇用形态，但这也挑战了企业雇用与劳动者全职就业模式的标准劳动关系预设，对常规的职工

养老保险制度安排进行了规避甚至解构。
劳务派遣可以被认为是灵活变革型劳动关系与社保遵缴的发端。严格而言，劳务派遣作为一种灵

活特殊的用工形式，近十几年来已经成为广大企事业单位固定编制外的重要补充，同时在劳务派遣之上

又逐渐产生了劳务外包等形态。这些都不是数字经济的特定产物，在《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

律框架下，为避免用工风险，劳务派遣的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逐渐走向正规化。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劳务派遣公司为员工制定社保缴费基数会选择较低标准而不是按照工资全额缴纳，但企业可以借助

科技手段提高人力资源服务质量，例如一些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所提供的“第三方统一平台实时数字化

落地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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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出现对当前以户籍制度与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传统工业

经济行业就业与平台就业的多元工作形态并存，就业趋于灵活化、小型化与非正规化，新型灵活就业人

员大量增加。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难以判定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所以在养老保险等

社保费用征缴方面，难以界定平台承担缴纳费用的责任及征缴的费用基础。
大量“平台劳动者”自然而然地成为游离于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外的“自由劳动者”，平台管理者认为

平台与其没有雇佣关系，因此“不签合同、不缴社保”。以 DD 公司为例，平台目前的注册司机数目约为

1360 万，其中获得收入的司机将近千万。据其内部数据显示，注册司机分为兼职和专职两类，兼职司机

大约占 30%，基本上都有本职工作，社会保险由主职工作的雇主负责，其中大约 80% 被社会保险所覆

盖。困难群体在于大约占司机总数的 70%的专职司机中超过半数为“农民工”。专职司机的社会保险

参保率大概为 70%，主要是通过如下两种渠道: 一是户籍所在地的“新农合(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与

“新农保”(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也即通过居民社会保险来满足; 二是通过亲戚朋友或人力资源服

务公司进行挂靠; 余下大概 30%的专职司机则完全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另外，由于就业地与户籍

地分离且缴费比率过高，因而按照《社会保险法》所规定的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行缴纳社会保险的寥寥

无几①。上述参保率是对多项社会保险简单统计的总比例，而在现实中，养老保险参保意愿与参保率远

低于医疗保险。平台司机们忽视养老保险的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是受教育程度低，参保意识弱; 第二是

中青年群体占多数( 平均年龄 37 岁) ，危机意识不强; 第三是现实掣肘，绝大部分司机都希望能有养老

保险，但相比于直接到手的现金流，又不愿接受薪酬的延期支付。所以现实中会出现参保需求与行为的

错配: 经济情况越差也即越容易陷入老年贫困的平台司机，反而越不积极参加社保。
相比 DD 案例，快递与配送行业的用工状况则更为复杂，参保状况也更不理想。访谈结果显示，快

递行业除了顺丰、京东、EMS 和中外运等企业能够缴纳社保，其他企业多采用网点加盟形式，前线快递

员与网点签订劳动或者劳务合同，因此不能保证参保率②。外卖配送行业的用工可以笼统划分为专职

或兼职，专职骑手的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权责相对明晰。该行业还可细分为平台专送、外包、众包和卖

家自送模式，劳动关系界定模糊。根据相关劳动争议案件来看，专送、外包或卖家自送模式下的劳动关

系通常容易确定，因其工作时间较为固定，与单位之间的人身依附性较强，认定为劳动关系的概率较高。
众包模式下劳动者工作时间自由，工资发放时间不固定，没有劳动合同，判例往往不把众包骑手与注册

平台之间的用工关系界定为劳动关系，多为劳务关系。但不论是否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本研究中所接

触的数位外卖员大多没有通过平台参加社会保险，最多会在户籍地参加居民保险。
模糊的劳动关系与缺失的劳动合同虽然从法律上规避了责任，但并不能完全消除雇佣劳动的性质。

平台劳动者与自雇佣者相似，但又有本质区别: 平台工人可以自己决定何时工作和是否接受一项任务，

但是工人依赖平台来取得任务并进行管理，事实上具有一定的雇佣性质［14］。平台企业面对劳动者的意

外风险，也逐渐开始反思并采取行动。他们认为自己不应当也无力承担社会保险责任，但可以通过商业

保险来解决医疗保障与职业伤害。例如，某平台结合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特点，按接单行为支付保费的保

险支付方案———点滴保，即每收到一个订单的收入时扣除一定金额作为保费进行支付并完成投保，包括

重大疾病保障、医疗保障以及门诊住院三个类别。例如，重疾险涵盖恶性肿瘤、急性心梗等 100 种重大

疾病，确诊即付，一次性赔付当前累计的有效保额。司机每接一单 1 分钱 /每日 1 毛钱，按年龄不同，每

0． 01 元保费对应 1 ～ 15 元保额，总保额最高为 50 万元。目前已经有超过 200 万的司机加入点滴保，

80%以上的司机愿意把点滴保推荐给他人［15］。商业保险具有效率高、灵活、缴费比例低等优点，可以发

挥一定保障作用，但缺点在于可能出现市场失灵，也很难触及养老问题。
总体而言，企业的养老保险安排是在当前国家养老保险的制度架构下，基于企业经营状况、行业类

型、组织文化、用工偏好等多重因素决定的。员工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与行为受到个体收入、教育、年龄

等因素的影响，对社会保障的认识和观念也有重要作用，但最终还是企业参保合规程度发挥着决定性作

①

②

《社会保险法》中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
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事实上我们接触的有限数量的“快递小哥”，参保比例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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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台劳动者看似拥有了时间自由与劳动自主，但这只是一种“虚假自由”，平台则以自由之名获得

并掩饰了利润，逃避了劳动保护体系的监管。

四、问题分析: 一只灰犀牛?

依托于互联网的数字经济正深刻地影响着后工业时代晚期社会整体的发展，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的冲突带来的负外部性更加值得关注。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时期，更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数

字经济为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治理带来挑战，促使财富积累方向由资本转向知识，加快了劳动力外部化趋

势，改变了工作的技能需求。这将进一步造成社会发展不均衡、既有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和外部性风险加

大等问题［6］。
其中，养老保险功能弱化是一个突出难题。第一，在新业态中，灵活就业、平台就业占比较高和雇佣

关系不明晰，而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围绕工业经济组织，为具有稳定工作的劳动者提供收入保障。在既

有制度下，灵活就业人员缺乏谈判能力和制度保障，会被挤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各类新业态劳动

者，普遍不会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现实情况就是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未能

参保，或是在户籍地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但待遇水平总体过低、缴费与激励关系模糊，不能提供与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经济负担能力和风险共担需求相适应的保障供给［5］［6］。第二，社会保障偿付能力取决

于劳动力市场上缴费者与领取者的比例。如果在一定时期内新岗位创造速度低于老岗位替代速度，由

此形成的“净替代”将造成待遇领取者的增长率超过缴费者的增长率，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将面临严

峻挑战［6］。这些问题在短期内不会爆发，但是长期来看，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者的老年贫困问

题就如同一只“灰犀牛”在前方等候。
市场无疑具有神奇的力量，然而市场机制不仅仅是经济的加速器，还能无情地把劳动者转化为在市

场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个体。当市场力量把社会演变为市场社会时，人们必须学会完全依靠

自己; 现代社会又充满了各种风险，使得个体( 尤其是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个体) 越发难以承担保障自

己的全部责任［11］。数字经济当然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市场必须“嵌入”在社会之中，政府必须在数字经

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不能允许、也不可能出现一种完全自发调节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只是提高人们

福祉的手段，而不能本末倒置把手段当作目的; 它的五彩外衣掩盖了劳动者被当作商品的本质，新业态

从业者数量不断增加，社会保障覆盖面却严重不足。劳动者看似拥有了灵活的工作安排、实现了“自由

劳动”，部分高技能员工甚至获得了慷慨的薪酬福利，但本质上是智能技术优势行业( 企业) 为了持续获

取超额利润而向传统的雇佣关系与社会保护体系提出挑战，削弱了社会政策“去商品化”的效力。

五、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我们需要积极融入数字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创新数字经

济的新业态和新模式［16］; 同时要关注劳动形态与雇佣关系的新变化，采取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被传

统非正规就业观点判断为“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是主动选择放弃养老保险，还是由于受到外在劳

动力市场结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养老保险制度因素的影响而被动挤出? 结论是兼而有之。从政策框

架来看，传统的社会保险体系需要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背景和需求，政府应该理性规制、有序引导和正

向支持，以防范老年贫困的风险。正如 2019 年 6 月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上，187 个成员国的政府、雇主

和雇员代表所通过的《未来工作百年宣言》中指出: 要为实现以人为本的未来就业提供路线图，确保实

现充分、全面和可持续社会保障的目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适应未来的就业形式［17］。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民生保障方面，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健全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养老保险能够有效地防范老年贫困风

险，形成良好预期，增进社会安定团结，是实现上述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面对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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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了支撑“六稳六保”，养老保险制度不能一成不变、墨守成规，亟需优化与创新。
首先，要引导和规范数字劳动过程中的雇佣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在数字经济下，雇主和劳动者的

雇佣关系越来越市场化和短期化，工作性质趋于任务式和临时性，会将劳动者置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

就需要制订或修正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厘清平台劳动者的雇佣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15］。作为劳动者，应

该享有最基本的劳动保障权利，例如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和工作安全等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是劳动者在

工作过程中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劳工政策的底线，也是未来改革的出发

点［12］。
其次，社会养老保险的核心宗旨在于“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与可持续”。不同于医疗、工伤或意

外保险，养老保险具有延时性、长期性、高费率等特征，更易出现市场失灵和个体短视行为，因此国家要

探索养老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在不同就业形式、不同岗位、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地域间流动的劳

动者的权益，并确保养老保险权益的可持续性与便携性。具体有如下建议: 一是合理改革，完善灵活就

业人员参保机制。目前极少有平台用工会考虑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事实上这项制

度仍然停留在传统下岗失业人员的退休保障问题路径上，未能真正发挥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作用。二

是缩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之间的巨大差距，真正实现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第三，积极应用数字技术宣传推广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并通过标准化的养老保险缴款征收流程来简化养

老保险办理流程，通过大数据计算配合移动终端、互联网、在线支付等功能实现自助办理，并提高养老保

险的便携性。第四，探索和完善养老保险第二、第三支柱，适度降低第一支柱负担，促进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第一支柱占比过重，诸多企业和个体劳动者面对社保缴费

力不从心，而高薪劳动者又不满足于仅仅依靠基本养老保险来保障未来老年生活，因此，只有降低第一

支柱的比重，才能扩大参保范围，合理分配财政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 也只有实现多支柱多层次发展，

才能实现养老保险的充足与稳健。在数字经济时代，需要结合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打出

多项政策工具的“组合拳”，以提升养老保险体系的适应性、稳健性、公平性、充足性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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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and Social Epistemology: Sources Tracing，Field Expansion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HU Zhi － kang，HUST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test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big data is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technology and thinking． It brought not only new solution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to govern-
ment departments，industry and academia，but also profoundly changed the way people think． At this stage，

big data research has become a key subject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pecially social episte-
mology research． Carrying out big data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pistemology should include a-
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tself and it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the society shaped by
big data and the social epistemology research based on this，as well as reasonable practice of big data based on
theoretical research，etc．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epistemology and big data has realized a new understand-
ing of the activity structure，mode，method and law unique to the society in the era of big data，which is high-
ly epochal and has distinct practical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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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ension in Digital Economy: Challenges and Reforms
GUO Yu，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the booming digital economy is profoundly chan-
ging the way of life and mode of production，and affecting the labor market and workers’rights and interests
as well． The emergence of new employment present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labor relations． Among others，the weakening function of
old － age insurance is quite a prominent problem． Based on qualitative interviews，this paper conducts case
studies and divides pension participation into two types of“traditional protection”and“flexible transforma-
tion”． In the new form of employment represented by the platform，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s unclear，
and workers lack negotiation skills and institutional security，so they are being squeezed out of the basic em-
ployee old － age insuranc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elderly poverty and improve people’s well － being，the
government should guide and standardize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mode in digital e-
conomy，and explor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n the supply side of social pension system．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employment relations; de － commoditization; social 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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