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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兴产业的发展与监管问题探究 

1.1 新兴产业监管为何重要 

近年来，新兴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不仅激发了海量的社会需求，解决了传

统行业的顽疾，还带来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引发各方对相关的产业政策和监管政

策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兴产业发展本身并不缺乏

创新驱动力，甚至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下，新兴产业进

入迅猛发展的时代，金融科技、无人机产业、网约车、基因测序、临近空间等新

的产业和创新模式不断出现，且便利了人类的生活。然而，与之相匹配的监管模

式却迟迟难以现身，由新兴产业发展带来各类问题频频引发社会关注和议论。例

如，出租车集体罢工、滴滴顺风车乘客受害事件，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等，这些新

兴科技和产业发展带来的社会伦理、安全等社会风险，其结果很有可能对社会稳

定产生不利影响，也同时会抑制新兴产业的创新速率。同时，监管部门在识别产

业特征、创新规律和引发风险方面存在知识体系、法律规则和风险判断等方面的

困难。因此，如何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引导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

促进产业创新，并对其进行合理的监管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庞大的市场以及旺盛的需求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温床，也是近年来新兴

产业集中爆发的重要原因。以十九大为起点，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

时代。这一历史性转变正在为新经济的崛起注入强劲的时代动力。中国新经济的

崛起内嵌于高质量发展之中，并形成了显著的国际比较优势。中国已是全球第二

大消费市场，2017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1。网上零售额

稳居全球第一，2017 年达 7.2 万亿元，增长 32.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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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中国不仅具有海量的总体市场，还基于区域、城乡、阶层、文化等多样性，

形成了层次丰富、需求多元的细分市场，为各种新经济的创新提供了从先试先行、

百花齐放的肥沃土壤。不仅国外引入的模式在中国繁荣壮大，中国本土的原创模

式也正在成为全球标杆。例如，2017 年，中国在维持互联网市场总量全球第一的

同时，其共享经济实现 47.2%的同比增长，总量已占全球市场的 44%，其移动支

付普及率高达 77%，位列全球第一。在新一代科技浪潮中，中国基础科研和商业

应用首次实现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同步出发，并已经位于世界前列。从需求质量来

看，新兴产业降低搜寻成本，精准匹配市场供求，有效适应消费升级的高端化、

个性化和多元化趋势。例如，AcFun、Bilibili 直击 90 后 ACG 亚文化群体，而快

手、抖音等 APP 则满足了不同人群的碎片式、体验式娱乐需求。1从需求广度来

看，新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支持偏远地区和中下收入群体获得更优质的消费和就

业机会，从而分享经济发展红利、抑制社会阶层分化。从购买力来看，新经济一

方面推动科技进步和扩散，压缩高端消费品制造成本，一方面创新商业模式，以

关注度取代货币作为交易新对价，从而为广大普通消费者提供免费的信息产品和

服务。这些变化提升了居民单位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全面巩固消费升级动力，广

泛地改善社会福利。 

作为一场系统性大改造，新经济的发展蕴含难以估量的广阔前景。内嵌于中

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新经济的崛起兼具时代动力和比较优势。显然资本的

助推功不可没，鉴于近年来一级市场的蓬勃兴盛，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

                                                      
1 千禧一代（出生在 80 年代初或 90 年代的一代）正日益成为主体消费人群，这是伴随

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更注重个性化、互动性和自我认同。

同时，他们的时间和节奏也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尤其是消费生活类的企业需要更多运用场

景化思维，将产品嵌入到年轻消费者的生活场景中去，才能跟上新生代人群的行为和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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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在中国都更容易与资本碰撞出火花一方面，中国新经济培育出了数量可观的

独角兽企业。2018 年，在 Crunchbase、CB Insights 等国际机构的独角兽榜单中，

中国企业总数均位列第二，紧随美国之后。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亦给予了独

角兽企业全球领先的价值评估。例如，2018 年三六零安全科技公司从美股回归

中国资本市场，公司市值增长逾 6 倍。 

值得各界注意的是，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形

成经济新引擎并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也有可能将经济社会带入风险边缘，并且对

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正因为如此，强化对新兴产业的监管也是全社会的共识。

发展新兴产业如同“刀锋上起舞”，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政府监管就是其背后的威

亚，能否用合适的力道引导其向山顶攀登而不是坠入悬崖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所

在。十九大以来，伴随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政府规制渐次转向负面清单制、后置

监管和综合监管，亦有利于新经济红利的释放。但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才逐

步走向“监管型国家”，针对食品、药品、卫生、安全等领域的监管体系和监管

框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才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对新兴产业

具有高度市场吸引力，但监管经验尚且不足的国家而言，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考虑新兴产业时，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们需要从过去以及正在发生的新兴

产业监管问题中获取足够多的经验教训，才能应对来自新兴产能的监管挑战。我

们需要明确的是，新兴经济是市场需求导向，自发形成，可以将“自己的定价策

略制定的更加具有适应性”。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政府也有重要的引导责任。通过政府的监管引导，可以促使主导企业通过

技术创新，服务公众利益；通过政府的监管规制，可以避免新兴产业引发社会风

险。因此，对于新兴产业而言，我们需要了解其产业特点，创新规律，以及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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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带来的挑战，才能正确的分析新兴产业的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并对现有的监

管体系进行调整，从而形成一套具有弹性，可协调的适应性监管框架。 

1.2 新兴产业发展的利与弊 

全球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的爆发，引领了大量新兴

产业的兴起。这些新兴产业普遍建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等新一代的关

键技术与理念之上，利用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响应了市场存量需求或某一细分

领域的需求，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传统产业的创新模式。例如，以共享经济和普惠

金融为基础的新兴产业解决了传统部门无法提供的产品供应和市场交易过程中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构建高效的信息中介平台，挖掘社会碎片化的闲置资源，

以共享或互惠的方式提供服务，如网络约车、Airbnb 民宿、P2P 网络借贷等。建

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基因测序和精准医疗服务形成了生物领域内的“谷歌模式”，

满足了人们对疾病与基因信息的认知需求，并且通过生物信息的互联、存储，实

现信息爆发进入 BT（生物）时代。低速电动汽车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低价享

受便捷出行的方式，被社会快速接纳，背后折射的是 “细分市场”的创新理念。 

本质而言，新经济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经济形态，而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

对传统经济、金融体系进行的一场系统性大改造。其核心标志在于，信息数据成

为一种独立的新要素资源，并对传统要素发挥关键的引导作用。2对于提升全要

                                                      
2 其根本机理在于，通过全社会的“信息三优化”，产生新红利并重塑经济金融体系。

第一，信息处理的优化。以大数据、云计算和量子计算为核心技术基础，大幅拓展信息处理

的量级、范围和深度，从海量信息中挖掘新联系和新规律，进而创造新的经济价值。第二，

信息流动的优化。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量子通信为核心技术基础，实现高效、

安全、精准的信息传输，进而驱动各类要素资源突破传统产业格局，实现跨界融合与混合经

营。第三，信息利用的优化。以人工智能、VR/AR 等技术为基础，提升信息要素对人本身的

服务效用，将人从低级职能中解放出来，并增强人的高级职能和感官体验。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442511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44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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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生产率，新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两大正向效应。一是信息优化效应。通过纾

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新经济以信息流引导要素流动、打破市场扭曲，进而优化

资源配置。二是技术进步效应。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发力点，充

满活力的新企业纷纷涌现，针对新技术的投资提速，从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

转化和扩散，并且这一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显著。从具体实践来看，信息优

化效应的主要提供者是互联网企业，并集中体现于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和共享

经济。技术进步效应的主要提供者则是智能设备和高新技术的研发企业，并据

此支撑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虽然信

息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相辅相成、同时进行，但是两者贡献的相对大小因

时而变。因此，根据主导效应的转变，新经济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

大阶段。 

新经济是上一轮信息技术浪潮的再发展，更是下一轮产业革命以及人类技

术“奇点”的前奏曲。新经济的红利，动态地产生于信息优化过程之中。虽然目

前新经济发轫未久，但未来并不会局限于某个行业或领域，更不会被定义于某个

“新旧经济分界线”，而将渐次深入当前经济、金融体系的每一个层面，进行深

刻而细致的大改造。这场改造接近完成之际，就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爆发之时。中

国企业在商业模式上不断推陈出新，尤其注重用户体验，在将产品和服务用最经

济快捷的方式提供给消费者方面不乏成功案例。然而商业模式创新门槛相对较 

低，更容易被效仿及在同业竞争中被超越。以独角兽为代表的新兴企业将越来越

倚重科技创新为先导，并辅以新的商业模式实现技术的商业化落地。值得注意的

是，新兴产业在触发大量市场机会的同时，也蕴藏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

在技术与商业模式发展和对社会的影响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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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产业发展路径受技术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变得难以想象。一方面，新

兴产业发展的路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实际与技术的突飞猛进相关。比如基因

检测技术，九十年代中期人的基因组测序要花上十亿美元，今天可能在一千美元

以下，成本下降的幅度比半导体技术中的摩尔定律还快。十年之前，以苹果智能

手机为代表的新科技才发轫，而如今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已经进入到日常生活

之中。技术的变化日新月异，总会带来很多的惊喜和烦恼。我们在享受精准医疗

基因测序带来的疾病诊断福利的同时，医学界、科技伦理界、公共政策制定者们

却开始烦恼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背后反应的可怕问题。我们在惊讶于大数据、网购

和移动支付带来的便捷同时，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信用卡盗刷等问题已成为众

多公众的烦恼。至 2030 年，人工智能将为世界经济贡献 15.7 万亿美元，如果企

业无法及时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日后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3。 

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大数据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

战略，发展前景广阔；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场景化应用的全面铺开；物联网和 5G

的发展同样潜力巨大，独角兽群体已感知到日新月异的科技突破对其商业运营 

影响力。例如当前的网约车模式可能是在提供似于出租服务的出行服务，但如果

该模式未来与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结合，很快又会有新的服务模式出现。现在，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新兴产业的未来会给人们创造出什么样的想象空间，甚至很难

去定义一些新的产业它们到底属于哪个产业部门。商业模式的演化与创新也有很

高的不确定性，政府部门、学术界很难去想象和预测，甚至连企业也无法预判其

                                                      
3 《2018 年人工智能技术十大趋势》，

https://www.pwccn.com/zh/industries/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
technology/publications/top-10-ai-technology-trends-for-2018.html 

《抓住机遇》，https://www.pwccn.com/zh/services/consulting/publications/ai-sizing-the-
prizereport.html 

https://www.pwccn.com/zh/industries/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technology/publications/top-10-ai-technology-trends-for-2018.html
https://www.pwccn.com/zh/industries/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technology/publications/top-10-ai-technology-trends-for-2018.html
https://www.pwccn.com/zh/services/consulting/publications/ai-sizing-the-prizereport.html
https://www.pwccn.com/zh/services/consulting/publications/ai-sizing-the-prize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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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轨迹。例如，滴滴出行在五年前，应该无法想象自己在短短几年成为全球最

大的网络约车出行公司，有名的独角兽企业后，还继续涉足于智能交通、无人驾

驶等领域。例如，普华永道对新兴科技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高管们普遍把新技

术的不断出现(57%)列为 未来 1-3 年将给公司带来重大影响的首要外部因素，排

在其后的是政策导向(55%)、监管的不确定性(47%)、颠覆性业务模式的出现(45%)

和消费者行为变化(41%)。如下图 1.1 所示。 

 

图 1.1 企业高管对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判断 

 

其次，新兴产业对社会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新兴产业一方面给人们带来

惊喜，例如好的解决方案为生活提供了享受与便利。但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也可

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以精准医疗为例。譬如基因检测，好处众所周知。根据

基因检测能够分析出得某种疾病的概率，逼得我们改变不良生活习惯，降低发病

的概率。然而，提供临床基因检测服务也需要有良好的规制，否则也会有不少麻

烦。例如，如果有人检测出患某种癌症的机率是 40%，假设病人心理素质不太好，

可能本来没有病也会吓出病来，影响受检人的日常生活。如果病人基因检测的数

据泄露，也会导致诸多问题。倘若用人单位获取信息，有可能会因为申请者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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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遗传特点在招人的时候进行基因歧视。甚至，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有效的监

管，未来甚至连婚恋网站也会要求男女双方首先互相交换各种的基因检测结果。

可以看到，如此后果难以想象。海量数据分享的背后也涉及个体数据安全和隐私

保护，有可能诱导伦理道德和基因歧视问题。随着人类对生活方式、兴趣和健康

需求，未来十年人类将进入“超人”时代，生物可被改造，DIY 生化黑客运动或许

会出现。4问题在于，社会对这类应用及其引发的伦理问题能接受到何种程度？  

新兴技术对社会治理也带来诸多挑战。例如，人类会担心超级智能威胁人类

生存，造成大规模失业和一些意外行为；技术进步后是否会存在算法歧视（表现

为不公平或歧视性的决定、拒绝获取商品或服务等），进而限制人人们进行自由

选择（数据独裁，个人自主受制于算法）；技术是否会放大、固化既有偏见和社

会分层，导致责任不清，伦理缺失等等。再例如，P2P 网络信贷满足了微观个体

的金融服务需求，解决了中小企业贷款难、贷款贵问题。但是大批 P2P 网络信贷

平台在利益的驱动下涉及非法集资，提供增信服务，从事类似于银行的业务活动，

却游离于监管之外，甚至出现的“庞氏骗局”（以 E 租宝最为典型）。这些问题的

发生可能会冲击传统银行体系，对金融业的竞争格局、资本的配置效率和利率形

成机制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引发社会对互联网金融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担忧等。 

1.3 新兴产业监管面临挑战 

全球科技领域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技术和商

业创新的两者交互下，诸多新兴产业在中国快速兴起，取得了耀眼的产业绩效。

                                                      
4 生物黑客运动分为四类：技术增强、营养基因组学、实验生物学、研磨生化黑客运动。

DIY 生化黑客运动的趋势受以下技术驱动：生化芯片、生物技术-培养或人造组织、脑机接

口、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和智能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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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基因测序、临近空间；兼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

联网金融、无人机；和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的滴滴打车、低速电动汽车等。这些

产业的兴起不仅带动了大量的市场机会，释放了新经济的红利，也给监管机构带

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新兴产业产业发展过程对资本的依赖性是倒置的。新兴产业具有这样一个特

性：在产业初创阶段，由于技术密集的特性，高度依赖资本和市场信心，受到市

场资本追捧会大大加速技术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速率。当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

后，产业对资本的依赖度会急速下降，而往往想进入的资本会增多，无形加大市

场信心，应用领域和销售领域被快速打开。在成熟期，新兴产业大多数不再会依

赖持续的资本投入，资本角色开始退场，市场良性循环形成，并开始孵化新产业。

因此，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信心极为重要。一旦政府释放强监管信号，或

有影响产业发展的负外部事件发生，新兴产业的创新路径和方向会受到直接的影

响，甚至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新兴产业的出现在颠覆了传统产业的同时，给政府的产业政策制定和监管规

制提出了更多新的问题。面对新兴产业的压缩式发展，监管机构应该在何时，并

以何种方式予以监管与规制，才能既不会在幼稚产业发展初期扼杀创新，也能够

及时的对产业负外部性（产业给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是创新与监管

领域研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新兴产业给监管带来的挑战是多样的：既有监管内

容上的，也有监管政策制定和实施节奏上的，更有治理理念上的。 

第一，新兴产业给政府监管的目标、理念和内容的设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

题。监管目标是以效率为导向，还是安全导向，以促进产业发展为主，还是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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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风险为主，值得政策制定者或监管者深入分析。有可能在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

监管目标是需要动态调整的。面对新兴产业，详细的监管内容确定也相对困难，

包括监管对象、监管依据和监管标准等。例如，在网约车模式中车主利用其业余

时间载客算不算就业，如果算，谁是雇主；谁应该为网约车司机和乘客支付出行

保险？政府监管对象是平台企业，还是网约车的兼职司机？再例如，互联网金融

下的跨境网上交易是否要收取关税？P2P 的网络贷款平台到底应是定位为信息

中介还是信用中介？这些问题对目前政府应以什么样的法律作为核心依据进行

监管提出了挑战，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一蹴而就的方案。 

第二，新兴产业对传统政府监管政策的制定节奏提出了挑战。监管政策放松，

产业发展带来的安全隐患就会增加；监管政策收紧，产业发展和创新速率又会受

限。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摆在各国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公共管理的实

践者们都知道，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规制产业中的生产行为，其背后的

特点是高度的确定性和连续性。政策制定与实施都需要较长的周期，尤其是监管

政策都需经过非常审慎的分析与利弊权衡过程，并且规则一旦提出就不能朝令夕

改、轻易变化。但是，新兴产业的特点是随着市场和技术的发展而瞬息万变，传

统监管政策的制定方法，很难从制定和实施的节奏上进行适应。甚至有可能存在

这种情况：产业监管政策未制定出来，相关产业就已经消亡，或者演变成另外一

个新的形态。可以说，监管政策的出台过程是动态的，可以对产业发展方向起到

决定性的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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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兴产业给传统监管思维和运行规则的适用性带来了挑战。传统的产

业规制有两类，一类是经济性的规制，还有一类就是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的

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垄断。但是有些新兴产业有网络外部性的特点和自然垄断的

特点，传统的反垄断规制反而可能会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例如平台经济的模式

下，信息不对称性低，而规模化有助于信息处理效率的优化，因此垄断不一定会

对社会有危害。其次从社会性规制来讲，风险的解决应有明确的风险界定和发生

概率的依据，尤其是安全带来风险的规制。只有了解产业发展有什么样的潜在风

险，才能找到如何规制的途径。传统的监管政策都是建立在对产业风险的客观、

科学的评价之上，相关的标准制定也有依据。但是，大多数的新兴产业发展比较

快，技术上也有不确定性，很多潜在风险并不能被社会所识别。倘若政府无法了

解产业风险的函数，那就无从获得风险发生的概率，更无法设定监管的阈值。因

此，面对新兴产业，政府进行风险规制的利弊很难计算，制定游戏规则实属困难。 

1.4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重大技术进步或经济危机，都会带来监管理念、内容和

方式的大幅调整。当前，互联网技术进步带来的融合性新兴产业高速发展，已成

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对其合理监管，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面对新兴产业的监管问题，国家已有所行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

“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简称《方案》），

提出对快递、共享经济、专利代理等新兴产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方案》提出，

https://www.iyiou.com/t/guowuyuanbangongting/
https://www.iyiou.com/t/xinxingchanye2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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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不同情况，量身定制包容审慎监管模式和标准规范，坚守安全质量底线。对

符合发展方向但出现一些问题的，要及时引导或纠正，使之有合理发展空间；对

潜在风险很大，特别是涉及安全和有可能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后果的，要及早发现

问题、果断采取措施；对以创新之名行侵权欺诈之实的，要予以严惩。《方案》

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按照包容审慎原则，对新

业态监管要紧紧守住安全底线。 

只有对整个新兴产业做到客观完整的心中有数，政府才能提出指导性的政策。

经过对新兴产业监管重要性的回顾，梳理产业发展的利弊和监管面临的挑战，本

研究提出：为契合新兴产业发展，政府、学界和实践部门需要共同探索出一条新

的监管路径和监管模式，改变以往的监管逻辑。我们认为，实现新兴产业发展需

要合理的解决监管过程中存在的法律、利益与风险三大问题，才能实现新兴产业

的良性发展，甚至最终实现监管引导产业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以三大问题为

监管的核心解决目标，监管框架的构成就需要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政府在监管时很难进行利弊计算，而

应采取适应性治理的思路和方式，随着条件、技术与环境的改变而进行动态调整。

适应性监管的理念打破了传统的政府监管认知5。在适应性监管的理念下，监管

内容和对象是会随时发生演化，监管政策是通过监管对象的互动参与而形成的，

监管除了矫正市场失灵外，还能够促进创新，以及实现其他政策目标（例如提升

企业竞争力）。 

                                                      
5 例如传统监管认为监管内容是刚性的，不存在对变化环境的适应，经济主体被认定为

被动的做出回应，监管只为矫正不公的市场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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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将从中国两大新兴产业（网络约车和精准医疗）的案例分析出

发，进一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1） 新兴产业在我国发展面临什么障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影响有多

大？传统的监管思路和措施对产业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2） 适应性监管的内涵和要素都有哪些？适应性监管与新兴产业之间的

关系？ 

（3） 如何改良传统监管框架以实现适应性监管，主要的改革路径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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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与监管 

2.1 基本概念辨析 

2.1.1 监管的基本概念 
监管可以被视为一种现代化的治理模式。当现代国家的治理内涵越来越复杂

以后，学者们开始讨论如何有效率地应对治理难题。在过去，由政府以绝对威权

对社会、经济等活动进行简单控制的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率的治理方法（会损

害运作效率）。20 世纪后半出现的监管型国家理论因此主张将国家治理模式转

变为一种结合立法、执行及不作为的可预期治理手段（Glaeser & Shleifer, 2003）

6。监管型国家理论后来被认为应进一步细化出不同的监管概念，例如发展中国

家在某些制度能力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其对市场进行的监管将很大程度不同于基

于发达国家的监管型治理模式（Braithwaite, 2006）7。因此，为了更好地响应中

国的实践，本文依监管方式区分出两种监管概念，其定义如下： 

（1）作为社会控制的监管 

监管指那些由公共机构执行，持续且聚焦，横跨各种有价值社会行动的控制。

由某机构持续且聚焦的控制意味着监管并非简单通过法律来完成，而是要求更细

致的知识与深度参与监管行动。此要求将创造特定机构更快或更慢地发掘事实、

制定规则及执行上来承担责任。在大部分情况下，政治科学将监管视为一种严苛

的，由不涉及私部门代理问题的公共权威单位形塑的控制意图。综合来说，监管

                                                      
6 Glaeser & Shleifer.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1, 

No.2, 401-425, 2003 
7 Braithwaite.J. Responsive Regulation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4, No. 5, pp. 884–89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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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定义成一种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及社会行为而意图限制私人行为的限制

型公共行动。或者用更为通俗的方法来形容：监管即是具有控制意图的一系列规

则(Francis, 1993, Majone, 1994)89。 

（2）响应市场的监管 

在重视经济发展的文献中，政府监管被理解成影响企业、产业及整个经济体

创新活动的复合元素(Blind, 2012)10。从传统的公共福利理论来看，监管是用来保

护消费者不受市场负外部性、不充分竞争、价格欺瞒、信息不对称、不公平博弈

以及其他”市场失灵”原因影响的工具(Koopman et al., 2015)11。在此基础上，经济

学家们进一步主张监管是一种超出了限制行为的使能制度（不一味强调风险控

制），这种观点将监管本身远离那种将之视为创新外部阻碍的看法，而是将监管

看作一种通过不同利益相关者互动及随着社会经济变迁演进而塑造的制度

(Paraskevopoulou, 2012)12。若更细致讨论监管如何响应创新发展，学者们提出监

管作为平衡社会损害及创新发展的一种要素，其影响（经济）创新绩效的主要动

态是刺激（incentive）。而刺激创新的具体方法又可以细分为三种”创新塑造”路

径：自由放任、授权及惩罚。政府依照不同的制度脉络应出台不同的监管来获取

最大的公共利益（Immordino et al., 2011）13。为了进一步将国家监管纳入政策分

析的脉络之中，本文进一步将政策科学的内涵结合国家治理理论来增进对政府管

                                                      
8  Francis.J.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3 
9 Majone,G.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7, 77-101 
10 Blind, K.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 on Innovation, Nesta Working Paper No. 12/02, 2012 
11 Koopman.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Regulation: The Case for Policy 

Change, 8 J. Bus. Entrepreneurship & L. 529, 2015 
12 Paraskevopoulou, Evita. Non-technological regulatory effects: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policy, Research Policy, 1058-1071, 2012 
13 Giovanni Immordino, Michele Polo. Optimal Legal Standards in Antitrust: Traditional v. 

Innovative Industries Working Paper n. 42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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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监管）政策的理解。 

（3）管制政策的内涵 

从上述政府监管市场的概念出发，学者们依政策目标的不同将管制政策再分

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介入市场主体的生产过程来优化整个市场效率，另一类的则

是通过间接（不直接介入生产过程）方式，通过控制或倒逼生产来解决因市场失

灵所导致的无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管制政策视为直接处理特定市场目标

（例如知识产权治理、竞争及产学连结等）以及其他不直接指向市场机制，但显

着影响到市场有效的目标（例如环境、健康、安全及就业条件等基础价值）的综

合性政策组合(Paraskevopoulou, 2012)。举例来说，美国政府对制药产业发展所开

展的监管就包含了横跨保障安全性、促进创新效率以及提高透明度等不同内涵的

政策工具。 

（4）管制政策与技术创新 

进一步从技术的视角来检视管制政策的内涵，部分学者指出在技术连续与不

连续的发展规律影响下，聚焦于创新发展的管制政策与传统创新政策中强调赋能

的功能性有异曲同工之妙（Hekkert et al., 2007）14。因此，近年来跨界研究监管

政策与创新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将分析重点摆在“能推动技术创新的管制政策”

是什么之上。总的来说，创新导向的管制政策大都具有以下几个特色：存在纳入

非政府主体的创新生态系统理念（Braithwaite, 2006）、强调非技术监管的影响

(Paraskevopoulou, 2012)，依特定知识的发展脉络进行动态刺激，而非一刀切式的

静态管理（Blind, 2012; Dolfsma & Seo, 2013）15。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管制政策与

                                                      
14 Hekkert et al. Functions of innovation systems: A new approach for analyz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74 (2007) 413 – 432 
15 Dolfsma & Seo. Government 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A suggested ty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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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间的动态，接下来本文将简略回顾创新发展的本质及机制。 

2.1.2 创新的基本概念 
（1）创新与经济绩效 

早在 1942 年，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便提出了至今仍广为

使用的经济发展理论：由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该理论首次将创新的概念纳

入经济增长讨论中，揭示出后来被称之为熊彼特式（创新）经济发展模型的创造

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及创造性累积（creative accumulation）。在这之后，

创新作为经济学的一个主题，吸引了大量经济、社会及政治学者的兴趣。虽然其

概念运用因此而出现了一定的模糊性（Garcia & Calantone, 2003）16，然而创新作

为经济增长充要条件的理解一直是各学科普遍承认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20 世

纪末的理论年代出现了许多关于创新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的研究，例如基于新古典

范式的 Romer（1990, 1994）17提出了内生增长模型，完美解释技术如何通过经济

系统的内生机制（知识生产）来提升生产效率（经济增长）；基于制度主义思想

的学者 Nelson（1995）提出创新系统理论，主张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来自社会的

系统性互动所产生的演进；以及聚焦将企业视为创新主体观点的 Teece（1986）

所提出的企业动态能力理论，揭示企业为追求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价值创造（利润），

将培养出由内部资源及外部的各种影响因素所构成的能力。上述理论为理解驱动

产业发展的创新形式提供了帮助。而为了进一步响应新兴产业议题，本文将继续

从产业分析的视角来讨论创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推动经济绩效的规律。 

                                                      

Technovation 33(s 6–7):173–179, 2013 
16  Garcia & Calantone.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o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y Planning.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90 – 103, 
February 2003 

17 Paul M.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vol. 98, no. 5, p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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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创新与技术变迁 

由于创新通常意味着生产效率提升，学者们因此将产业创新的研究焦点放在

特定产业范围内，造成生产效率变动的因素上。承袭熊彼特对技术与经济发展间

关系的洞见，技术变迁这个动态被认为是导致产业生产效率变动的关键。为了更

好地擘划出技术变迁的真实图景，早期学者提出了技术体制（technological regime）

的说法（Nelson & Winter, 1977）18。技术体制指多个相关的经济维度因各种社会

因素的限制影响而形成的一条天然技术发展路径（p.57），在这个体制下，Dosi

（1982）主张各种各样的技术变迁形式推动了蕴含复杂经济维度的”技术路径”

改变，进而体现出经济效率的变动。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以技术体制的观点对不

同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发现不同产业中的技术体制作用因素可以体现

为 1)知识专用条件、2)技术机会的多寡、3)教育和技能程度、以及 4)市场规模

（Castellacci, 2007）19。  

借着这些因素将形塑出不同产业边界后，近年来，研究者继续以创新系统的

观点将产业与产业之间的重迭部分进行了梳理，主张不同产业之间的交互作用也

可能构成一条新的技术路径，而这种立基于产业与产业之间的技术体制最终可能

以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形式形成新兴产业，进而推动经济发展（Castellacci, 2008; 

Castellacci; Zheng, 2010）2021。通过上述技术体制及产业技术发展路径的认识，一

                                                      
18 Nelson & Winter. In search of useful theory of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6 (I977) 36-76 
19 Fulvio Castellacci. Evolutionary and New Growth Theories: are the converging?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2007 
20 Fulvio Castellacci.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regimes and trajectories: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in a new taxonomy of sectoral patterns of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2008, vol. 
37, issue 6-7, 978-994 

21 Fulvio Castellacci & Jinghai Zheng. Technological regimes, Schumpeterian patterns of 
innovation and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0, vol. 19, 
issue 6, 1829-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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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于产业创新的分析路径可以整理如下：由单一产业或多产业中的技术体制边

界和变迁来体现产业创新与产业发展问题。在此认识上，本文将继续在技术体制

概念下讨论技术变迁动态及其所带来的产业创新绩效。 

根据熊彼特范式，技术变迁的影响因素是一系列的知识生产，例如新知识创

造或旧知识重组，而不同知识生产形式则决定了技术变迁的具体样貌。因为各种

知识生产方式都可以归结于熊彼特提出两种创造模式，后续研究者大都以破坏式

创新及渐进式创新来描述技术变迁的形式（Ettlie et al., 1984; Abernathy & Clark, 

1985; Bergek et al., 2013）22。前者指某项技术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出现了较大的飞

跃，使其较过去较长之间内的技术发展脉络相比显得不具连续性，过去几次工业

革命的主要技术创新，例如从马车到汽车、煤油灯到电灯以及从电话到互联网等，

都是某一特定技术发展脉络突然出现飞跃的情况；后者则是某项技术以可预期的

方向与形式逐渐进步，例如当汽车出现后，即使其性能不断提升，制造成本不断

下降。然而，其核心技术在百年内并未出现显着的突破；又或者当微处理器（芯

片）被发明后，三十多年来该技术依照摩尔定律渐进发展，虽然其通信效能呈现

指数级增长，但本质上该技术并未出现突破。 

一般而言，破坏式创新形式的技术变迁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帮助较大，甚至有

可能因此创造出新兴产业，但渐进式创新所揭示的技术路径却是技术体制发展的

常态。为了更好的解释破坏式创新背后的技术变迁动态，1990 年，Anderson 与

Tushman 整理熊彼特之后不同学者们对技术变迁内涵的研究后，提出了技术体制

中的主导设计观点。主导设计观点认为，任何技术路径都由连续与不连续两个发

                                                      
22  Bergek et al. Technological discontinuities and the challenge for incumbent firms: 

Destruction, disruption or creative accumulation? Research Policy 42:1210– 1224, Jul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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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组成，而由这两个阶段往复的循环模型就是技术变迁的动态。在不连续创

新阶段，产业发展快速引发了主导设计的稳定危机，而随之而来的渐进创新时期

主导设计恢复稳定，这种稳定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又会被下一个不连续创新打破。

然而，主导设计观点虽然对技术变迁的演进逻辑与规律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解释框

架，但其仍未很好地解释为何有些产业较常出现破坏式创新（因而产生了较高的

经济绩效），而某些产业则否。 

此外，主导设计观点并无法解释多个技术路径之间如何因彼此影响，进而催

生新产业兴起，例如整合了互联网、芯片及通信技术的智能型手机产业。换句话

说，技术变迁的具体作用机制仍缺乏更深入的“过程分析”来响应现实。创新系

统理论背后的制度主义视角对此缺陷提供了帮助：由于制度主义分析总是包含了

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因此适合用来呈现复杂技术变迁的具体内涵（Nelson, 1995; 

Bergel et al., 2008）。又由于产业或技术总是嵌入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出现破

坏式创新的技术体制必然受国家、社会及市场等制度结构的影响，故无论市场需

求驱动、基础研发推动或政府引导拉动的技术发展路径在过于狭隘的主导设计视

角下，除了可能遗漏关键因素之外，也难以讨论跨技术之间的作用机制。简而言

之，不同模式之间的共同作用使得技术创新高度依赖于制度分析（Netmet, 2009）。

这个思潮近年来展现在部分学者结合产业价值链分析与制度理论所提出的基于

创新生态系统的技术变迁理论上（Amit & Zott, 2001; Ander & Kapoor, 2010）2324。

本文将在此脉络下来讨论新兴产业创新的内在规律。 

                                                      
23  Raphael Amit & Christoph Zott. Value creation in E-busines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2, Issue 6-7. 2001 
24 Ron Adner & Rahul Kapoor. Value creation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 how the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in new technology genera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1, Issue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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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兴产业创新 

新兴产业出现可以被视为一个由多个既有产业技术变迁共同组成的破坏式

创新。为了更清楚地解释新兴产业创新背后的技术变迁图景，学者们在综合技术

变迁、创新系统及产业价值链（供应链）理论，提出了包含多层次创新动态的创

新生态系统概念。创新生态系统主张技术创新除了来自技术主体（通常是拥有技

术的企业）之外，也来自主体之外的环境因素（Adner, 2006; Carayannis & Cambell, 

2009; Jackson, 2011）2526。这个洞见支撑了新兴产业创新的”跨体制”动态，使

得后续研究者得以从不同的制度视角，例如宏观层面的国际技术扩散、中关层次

的企业互动、政企合作、以及微观层面的制度创业者等等来对促进新兴产业创新

的技术变迁进行分析。本文采用 Adner 与 Kapoor（2010）对于创新生态系统中

的价值链讨论来建构新兴产业创新的理论框架：他们主张在一个参与者互相依赖

的产业系统中，能创造价值（即经济绩效）的创新来自于：1）创新者所处的制

度相对位置；2）创新者本身的策略；3）创新生态系统环境对该创新的接受程度。 

近年来，研究者们应用此框架对诸如芯片产业衍生出的半导体印刷设备产业

（Adner & Kapoor, 2010）、光伏产业（Kapoor & Furr, 2014）27、碳交易（carbon 

trading）产业（Hu et al., 2014）28、游戏产业（Cenamor et al., 2013）29、以及进

                                                      
25 Carayannis & Cambell. 'Mode 3' and 'Quadruple Helix': Towar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46(3/4) ·  January 2009 
26 Tim Jackson.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for a sustainable economy.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Vol.35, Issue 3. 2011 
27 Kapoor & Furr. Complementarities and competition: Unpacking the drivers of entrants' 

technology choices in the solar photovoltaic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6, Issue 
3, 2014 

28  Hu et al. Sustaining the emerging carbon trad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A business 
ecosystem approach of carbon traders. Energy Policy. 2014 

29 Cenamor, J., Usero, B., & Fernández, Z. (2013). The role of complementary products on 
platform adoption: Evidence from the video console market. Technovation, 33(12), 40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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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证研究，丰富了从创新主体外部环境来分析技术-价值创造背后的动力的方

法。总的来说，结合价值创造与产业技术体制变迁理论，一个由创新主体响应国

家、社会和市场等外部制度安排而推动的新兴产业创新图景可以用来讨论新兴产

业创新与监管体系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将继续论述新兴产业创新如何因响应

监管系统而演进。 

2.2 监管与创新的关系 
政府监管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令学术界迷惑，政府监管究竟抑制还是

促进了技术创新，学者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的实证研究，结论迥异。Adner

与 Kapoor（2010）经典的创新理论框架提出一个参与者互相依赖的产业系统中，

能创造价值（即经济绩效）的创新来自于：1）创新者所处的制度相对位置；2）

创新者本身的策略；3）创新生态系统环境对该创新的接受程度。可以看出，新

兴产业中的政府监管体系就是新兴产业创新所处的制度相对位置。 

由于新兴产业创新需要组合不同来源的破坏式创新，兼顾创新发展的监管政

策因此需要跳脱过去以控制、反射及放任等思维，而以主动塑造作为其政策设计

的主轴。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新兴产业-监管冲突证明了这个命题。例如 Barry and 

Caron (2014)30便指出，现有监管体系阻碍了交通领域分享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

Watanabe 等( 2016)31认为，网约车是出租汽车行业的“颠覆性创新”，其影响不亚

于一次革命，但目前为止政府监管对其造成的损害可能伤害到其带来的正面社会

效益。学者们针对政府监管的研究也发现，当监管者对面新兴产业（例如平台经

                                                      
30 Barry & Caron. Tax Regulation, Transportation Innovation,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Dialogue, Vol. 82, p. 69, 2015 
31 Watanabe et al. Co-evolution of Three Mega-trends Nurtures: Un-captured GDP – Uber’s 

Ride-sharing Revolution. Informaatioteknologian tiedekunnan julkaisuja No. 2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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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时，他们将倾向于参考既有企业的发展经验来开展新的监管，进而常常直接

禁止新兴产业的创新者进入这个产业来进行创新(Rausch & Schleicher, 2015)32。

这个主张虽然被部分学者们批评为无的放矢，因为平台经济与现有法律体系的互

动并未引发新的监管问题，不同国家依照各自的法律脉络便足以响应新兴产业的

冲击。这一派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对滴滴的监管支持了他们的理论（Biber et al., 

2017）33。 

综合上述的学术成果，本文主张目前的监管理论虽仍堪用，然而极有可能在

日新月异的新兴产业发展大潮（例如人工智能产业）中损害整个市场的创新效率。

因此仍需要理论创新来贯彻“监管塑造创新”的观点。近年来基于新兴产业的研

究对此工作提供了启示：根据 Barry 及 Caron（2014）对共享经济的研究，现存

的政府监管政策已经无法应对新兴产业创新需求中对于速度、灵活与准确的要求。

当现有的政府监管仍以降低不确定性为主要政策目标时，基于结合不同产业的技

术创新，具有对既有规定的破坏性的新兴产业却恰好仰赖高不确性来发展。监管

政策学者 Blind（2016; 2017）对此现象提出了基于多个产业发展经验的洞见：政

府规定对产业带来的冲击因具有不同市场地位的创新参与者需求过于多元，因此

几乎都会创新产生了遏制作用。此外，Blind 还观察到标准化的监管规则会降低

市场中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创新发展无效率。反之，若政府监管可以将市场不

确定性控制在某个不太低的水平，则平台经济这类新兴产业健康发展过程中最重

                                                      
32 Rausch & Schleicher. Like Uber, But for Local Governmental Policy: The Future of Local 

Regulation of the 'Sharing Economy. George Mason Law &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15-01. 
2015 

33 Biber et al. Regulating Business Innovation as Policy Disruption: From the Model T to 
Airbnb. 70 Vand. L. Rev. 156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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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创新效率将得到保障。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也主张目前政策科学的进程仍无法有效的响应监管塑造

创新的呼声。由于过去的实践表明类似的政府监管对创新的影响常不一致，实证

研究也仍未得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监管政策分类（Aschhoff & Sofka, 2009）

34。目前学术研究只能理解以下几个监管政策在促进创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直接促进创新；2)给予企业进行创新的压力；3)修正市场失灵以限制负外部性

对创新效率的损害。（Baldwin et al., 2010; Blind, 2012; Blind, 2016）35。为此，通

过梳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实践，并结合监管政策的前沿

理论，本文将提出适应性监管的概念来支撑监管塑造创新的命题。 

2.3 理论空间: 适应性监管 

新兴产业发展必然带来新的社会风险和机会，且因为创新的不确定性会带来

监管的不确定性（Hoffman et al 2008)36，故新兴产业政府监管除了需要面对产业

发展带来的风险之外，也必须同时留意由政府自身监管问题所导致的第二重风险。

近年来，创新学者们主张以适应性的方式来监管产业创新发展（Paraskevopoulou, 

2012），但这些研究并未阐明监管政策该如何响应由双重风险所构成的新兴产业

发展特性。关键问题如监管政策应该在哪些层面向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倾斜、该

在哪些情境下偏向于保障社会利益，以及如何权衡产业需求及社会风险等，在过

去理论里都付之阙如。因此，本文主张为了达到塑造创新的目的，新兴产业监管

                                                      
34 Aschhoff & Sofka. Innovation on demand--Can public procurement drive market success 

of innovations? Research Policy, 2009, vol. 38, issue 8, 1235-1247 
35 Baldwin & Von Hippel. Model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Producer Innovation to User and 

Op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Finance Working Paper No. 10-038, 2010 
36  Hoffmann et al. Regulatory Uncertainty: A Reason to Postpone Investments? Not 

Necessari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ume 46, Issue 7, 2009 



 

25 

 

应预留用于适应变动的政策弹性来响应新兴产业发展。这个政策弹性便是适应性

监管的理论空间。 

过去理论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即使信息流动基本没有成本，但各种各样的

政策障碍仍可能限制住新兴产业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信息交易虽然几乎不存

在交易成本，但网络效应必须跨越某一个数量级之后才能显现，即平台必须靠着

非常大量的网络型用户才能成功越过由社会风险和政策监管所带来的制度障碍

(Evans & Schmalensee, 2010)37。另一派基于共享经济案例研究的学者则主张，新兴

产业可以依赖大数据、声誉体系和有效的竞争来自然化解社会风险，因此任何正

式的监管活动都会阻碍以数据为生产工具的产业发展（Katz et al.201538; Cohen & 

Sundararajan, 201539; Koopman et al, 2015; Zervas et al, 201540）。此外，从产业发

展的负外部性角度来看，结合既被视为需要受强制监管，又符合不该主动监管的

精准医药产业发展案例为此提供了启示：学者们主张精准医疗产业必然面临监管

政策的两难：若政府政策过于富有弹性时，产业发展带来的安全问题可能会对社

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但若不给产业发展保留弹性，则新商业模式根本无法成形

（Ashley, 2015）。解决这个两难的方法是利用动态视角来设计监管政策。所谓的

动态监管指监管者以正向绩效为考核标准，配合因产业发展阶段不同会出现不同

程度社会风险的规律，迭代地修改监管政策内容（Stilgoe et al., 2013;41 Halme 

                                                      
37 Evans & Schmalensee. Failure to Launch: Critical Mass in Platform Businesses. 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 Vol.9, Issue 4, 2010 
38 Katz. Regul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30 Berkeley Tech. L.J. 1067 (2015) 
39  Cohen & Sundararajan. Self-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Peer-to-Peer Sharing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Online, Vol. 82 [2017], Iss. 1, Art. 8 
40 Zervas et al. The Ris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Airbnb on the 

Hotel Industry. Boston University, 2015 
41 Stilgoe et al.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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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pela, 201442）。最后，关注政府能力的学者们指出，任何政府政策要能达成

治理绩效，用于贯彻政策的政府能力是个绕不过的问题（Peters & Pierre, 199843）。

因此可以说，为了使预留政策空间的行为可以转化为最后的社会稳定下的新兴产

业发展绩效，政府能力是必须考虑的维度之一。 

总的来说，上述研究显示了以政策弹性为核心的塑造型政策应该考虑以下几

个问题：1）信息生产所需要的制度空间为何？2）信息化生产的社会冲击如何发

生？以及 3）有效的监管能力是什么？围绕这三个问题所组成的适应性监管理论

空间可以说是一种响应产业发展阶段的政策塑造过程。 

 

                                                      

42, Issue 9, November 2013, Pages 1568-1580 
42 Halme & Korpela. Responsible Innovation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 Resource Perspective.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3(8), 
December 2014 

43  Peters & Pierre.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Rethin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8, Issue 2, April 1998, Pages 223–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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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兴产业监管的分析框架 

3.1 新兴产业监管：法律、利益与风险 

本项目的研究框架主要基于“法律、风险和利益”三个维度。对于新兴产业

的监管，我们需要思考如下的三类核心问题（如图 3.1 所示）：  

首先，新兴产业打破了传统法律假设。如果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相关

问题没有了法律依据，那现实中该如何解决？以共享经济为例，传统法律体系假

设服务的提供者占有强大的讨价还价地位，服务的接收者则需要特殊的保护（例

如歧视保护，信息保护）等，因此法律以保障服务接收者为先。但共享经济模式

创造了三方关系，服务提供者、服务接收者和平台中介，这就需要法律体系对不

同的职责分配予以确认和保障。然而，当前的法律规制框架，不仅难以解决这三

方的职责分配问题，还经常会给共享经济发展创造更多难题和障碍。以精准医疗

为例，新药审批和新的治疗方案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下，经过严格的审批才能

落地。同时，精准的影像分析和医疗信息服务也需要相关的责任界定。倘若在医

疗影像分析系统和医疗信息服务系统的正常容错率下产生了风险，那么责任应该

由哪一方担任，医院、操作医生还是信息系统的设计者？这些问题都对传统的法

律依据、法律框架，甚至一些法律原则构成了挑战。对于新兴产业的监管而言，

相关决策者应重点思考，并需要有打破固有法律框架的勇气。 

其次，新兴产业的风险研判至关重要。对于新兴产业而言，政策目标组合不

再是效应最大化，而需要增加风险控制目标。监管框架的设定会遇到如何确定风

险、判断发生概率，以及政府将风险可容忍度设定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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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新兴产业的产业创新规律和发展路径受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不确定

性的影响，不仅政府监管部门无从得知，甚至企业与行业精英也难以判断。这导

致新兴产业的风险本身难以确定与穷尽，且风险发生的概率函数也有可能无法得

出。在产业风险的类型和概率函数都无从确认的情况下，监管者失去了风险研判

的基础。此外，即便风险类型和概率函数相对可确定，那么政府的风险可容忍度

阈值的设定将直接决定产业创新速率和社会治理效果。这一问题在精准医疗的新

药测试与审批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这意味着新兴产业的监管对政府公信力和监管

部门自主性的考验将是巨大的。相关部门既需要科学的分析和利弊权衡，还需要

具有一定的勇气、魄力与担当，这直接挑战了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问责机制。 

再次，新兴产业的监管如何平衡多方利益。新兴产业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

也威胁了传统的服务供给者，对于新兴经济的管制而言，实际上要求进行利益平

衡。新兴产业的监管部门还需要思考怎么实现产业公平，监管部门到底维护谁的

利益？新兴产业将面临地方政府、传统在位产业和新兴产业间的多主体博弈，同

时还会随着产业演进，不断会有新的博弈主体和利益攸关者加入监管政策的博弈。

具体来说，很多地方政府依然采取经验主义来管理新兴经济，那么大量的利益集

团来影响政策制定过程则会对新兴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由于细分市场

的出现，对传统行业的冲击导致传统行业对新兴产业的抵制，进而监管部门遭遇

利益集团游说，有可能导致其制定出对产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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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新兴产业监管的分析框架 

 

3.2 产业发展阶段和监管的关系 

新兴产业的发展阶段和技术创新与资本投入密不可分。首先，新兴产业发展

受技术创新驱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要经历萌芽、过热、低谷、复苏、成熟等几个

主要的阶段，背后反应了技术成熟度。在萌芽期和过热期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时期，

社会媒体报道、资本涌入和用户数量扩张等都加剧了技术创新的速率。Gartner 公

司发布 2018 年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如图 3.2，3.3 所示），从 2,000 多种技术中

获取了 35 种新兴技术和趋势的见解。44从 Gartner 公司拟合的新兴市场技术成熟

度曲线来看，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度过早期的技术高潮与低谷之后，才能步入稳

定的发展周期。并且，不同类型的技术领域，到达每个阶段的时间周期有较大的

差异。 

就当前 35 种新兴技术来看，大多数的技术还未进入到成熟稳定的发展时期。

新兴产业的企业在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过程中，面临三大主要危机类型为激烈的

                                                      
44 Gartner《2018 年炒作周期：驾驭创新浪潮》（2018 Hype Cycles: Riding the 

Innovation Wave）https://www.sohu.com/a/251229730_465915  

https://www.sohu.com/a/251229730_46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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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竞争、资金链以及客户大规模流失。此外，新技术和颠覆性新业务模式的涌

现、数据安全和对网络/数据安全等潜在威胁反应敏捷度等都直接影响产业发展

轨迹。 

 

 

图 3.2 新兴市场技术成熟度曲线-技术分布（Gartne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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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新兴市场技术成熟度曲线（Gartner，2018） 

 

其次，新兴产业产业发展过程对资本的依赖性是倒置的。据普华永道的调查

报告显示，新兴产业的公司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将不同的运营指标作为首要考

量因素。分别为第一年是流量、第二年是活跃客户、第三年是收入、第四年是自

由现金流、第五年是 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五年以后是利润，这

也是不同融资阶段的投资人关注的 KPI。 

新兴产业具有这样一个特性：在产业初创阶段，由于技术密集的特性，高度

依赖资本和市场信心，受到市场资本追捧会大大加速技术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的

速率。当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后，产业对资本的依赖度会急速下降，而往往想进

入的资本会增多，无形加大市场信心，应用领域和销售领域被快速打开，推动产

业迅速发展。随着进入到市场成熟期，新兴产业大多数不再会依赖持续的资本投

入，实现自由现金流和持续性利润收入（与传统行业不同的是，新兴产业一旦实

现自由现金流和持续性利润收入后，就进入到稳赚不赔的阶段）。自此，资本角

色开始退场，市场良性循环形成，并开始孵化新一代的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信心极为重要，这也是为何产

业监管会对新兴产业的创新影响更甚。一旦政府释放强监管信号，或有影响产业

发展的负外部事件发生，新兴产业的创新路径和方向会受到最直接的影响，甚至

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滴滴出行就是经典的案例。当然，政府监管也有正向的

作用，能够对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起到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例如，若不是政

府监管对网约车的安全性提出要求，那么滴滴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在人脸识别、客

户追踪，短信一键报警功能、录音录像功能、黑名单功能等安全保障方面进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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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图 3.4 新兴产业发展阶段投资人关注的问题 

 

在探讨了新兴产业技术成熟曲线、资本依赖的倒置特性和监管对产业影响后。

我们将新兴产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幼稚发展阶段、快速扩张阶段、成熟市场阶

段。当前大多数新兴产业发展时间不久，仅有个别进入到相对成熟的市场时期。

我们探索和模拟分析监管介入的时间及对产业的影响。 

在幼稚发展时期，新兴产业处于市场份额、用户流量和资本投入的争夺中。

对新兴产业而言，政府大多经常缺乏监管或尚未意识到其需要对产业进行监管。

例如基因检测企业、P2P 网络贷款企业在早期野蛮生长、良莠不齐；低速电动车

快速占领街道，天空上无人游戏机到处飞翔；滴滴、快递等打车软件迅速崛起，

抢占市场。由于缺乏监管和相关的规则，企业业务得以先行，有广袤的土壤让创

新发展，同时企业的业务扩展策略也是在不断的试探着政府的监管边界。此外，

早期也发展也给予了政府一定的时间对相关的产业特性进行基本的了解，对新兴

产业的创新具有正向效果。因此，对于幼稚发展时期，政府秉承让“子弹飞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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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理念或许效果更佳。 

在快速扩张时期，一些社会风险或者传统规制框架对创新的抑制都逐渐开始

暴露，诱发监管部门介入。政府监管部门在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识别产业发展过

程中的问题，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这一阶段的监管是否能够匹配产业发

展，则决定了产业是否能够进入到成熟市场期。这对政府监管的挑战是巨大的，

不仅需要明确监管边界，还需要打破原有监管框架，改变一贯以来的监管策略和

理念。因此，在此阶段引入适应性监管的理念非常重要。当监管制度与产业发展

相匹配时，产业进入到成熟市场阶段。当监管制度与产业发展不匹配时，产业无

法进入到成熟市场阶段，产业发展受到影响，有可能表现为产业发展的停滞不前

（滴滴和低速电动汽车）、弯道超车下的错失良机（华大基因）或产业在本国的

流失（临近空间）等等。45 

在成熟市场期，新兴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在此时期，针对新兴产业的监管体

系已相对完善，但也需要面临不断变化的市场、技术和外部条件，甚至政府监管

随时都有可能需要推倒重来，或者改变刚刚制定出的监管政策，这对监管者的能

力要求也较高。因此，良好的“监管”模式和监管策略的制定，决定了新兴产业

“是否，何时”进入到市场成熟期，最终产业得以迅速发展。 

产业预期 

                                                      
45 过去理论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即使信息流动基本没有成本，但各种各样的政策障碍

仍可能限制住新兴产业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信息交易虽然几乎不存在交易成本，但网络

效应必须跨越某一个数量级之后才能显现，即平台必须靠着非常大量的网络型用户才能成功

越过由社会风险和政策监管所带来的制度障碍(Evans & Schmalensee, 20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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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时间 

图 3.5 新兴产业发展与监管介入的时期 

 

良好的“适应性监管”模式决定了新兴产业能否、何时从第二阶段的快速扩

张期顺利进入到第三阶段成熟市场期，这对一个国家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产生实

质性影响。新兴产业必然面临监管政策的两难：若政府政策过于富有弹性时，产

业发展带来的安全问题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但若不给产业发展保留弹

性，则新商业模式根本无法成形。因此，在探究适应性监管和产业发展的关系时，

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监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我们认为，适应性监管的核心目标则

是匹配发展产业发展，有三个重要的内容：辅助（不阻碍）技术创新、防控产业

风险（避免负外部性）、确保主体企业服务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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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案例选择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网络约车、精准医疗两个案例进行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在行业研

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追踪产业发展面临的监管困境，识别新兴产业监管出现的一

些共性问题，探索适应性监管的基本内涵、政策目标和实现路径。 

作为交通和医疗领域的典型代表，网络约车和精准医疗两个新兴产业是中国

当前新兴产业市场发展中的热点行业，其背后代表了新兴产业对传统出租车和医

疗行业的冲击与替代。并且，中国的这两个新兴产业均走在了世界新兴产业发展

的前列或第一阵营，处于领跑或并跑的阶段。例如，依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显

示，2017 年独角兽公司年度融资总额排在前三的行业是交通/汽车、金融科技和

企业服务，预计未来几年医疗健康行业的融资额可能变化较大。同时，这两个行

业46在新兴产业中也可称之为“老”行业，或第一代新兴产业。其发展和演变历

程有足够的研究周期帮助于我们观察产业发展、技术与商业创新，以及政府监管

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这两个行业兼具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也都因产业

发展带来社会问题，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以下是两个案例的创新模式和在产业发展路径和社会风险方面存在的不确

定性。这两个新兴产业的兴起，都是源自于技术对传统行业问题的解决。例如，

共享经济解决出行难，打车贵的问题，精准医疗解决公众对基本与基因认知需求

等。两个新兴产业都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上形成了属于自身行业独特的创

                                                      
46 独角兽融资额最大的两个行业是交通/汽车和金融科技。新能源汽车的监管利好有助

于交通/汽车行业的成长，而近期金融科技类企业受监管因素影响较大；虽然医疗健康的独

角兽过去三年的融资额处于相对低位（第 8 位），但随着国人的老龄化和对健康的日益关注，

以及资本市场的助力（如港交所的生物科技板块），预计医疗健康板块未来几年将涌现更多

的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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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分别为共享经济和价值创造。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两个产业的发展过程

中看到，产业发展的路径随时因经济社会条件变化，或监管框架的变化而改变。

并且，产业在迅速发展过程中，也带来了关于安全、道德、就业等方面的系列社

会问题。 

 

 

表 3.1 项目选取的案例特征 

 
网络约车 精准医疗 

创新模式 共享经济 价值创造 

解决问题 打车难、打车贵 疾病与基因认知需求 

产业路径的不确定性 无人驾驶 基因编辑 

3D 器官打印 

DIY 生化黑客运动 

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 

…… 

安全、交通拥堵 

就业 

临床风险、基因歧视、伦

理道德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是深度访谈。我们多次就相关问题

对网约车公司、精准医疗公司和行业的人员进行访谈。前后历时两年多，有超过

40 位受访者，每次访谈均达到了深度访谈的程度。第二是行业报告。针对两个新

兴产业，我们紧密跟踪了最新的相关投研报告，深入了解了产业现状和格局，掌

握产业发展特性和产业创新规律。第三是网络资料。我们从网上收集整理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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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监管问题的媒体评论，学术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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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共享经济—网络约车 

4.1 共享经济与中国平台产业发展 

4.1.1 共享经济概念与定义 
共享经济伴随着消费者的快速增长和巨大的人气，其本身没有普遍接受的定

义。一般来说，分享经济也被称为合作经济（collaborative economy）或同类产品

经济（peer-production economy），点对点经济等（peer-to-peer economy）。共享经

济拥有的要素可以提高消费者福利，提供新的创新，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服务差

异化，更好的价格和高质量的服务等（Barry and Caron, 2015）。共享平台通过增

加服务提供商的可用性，降低成本和提供全新服务而使消费者受益(Katz, 2015)。

共享平台不是直接服务提供商。相反，该平台允许“用户”（服务购买者）与“提供

商”（服务的卖方）连接和交易（Katz，2015）。事实上，平台在纯粹的被动留言

板和直接服务提供商之间的某个地方。 

共享经济模式是在信息技术普及与全方位覆盖、供给需求信息不对称和社会

闲置资源大量出现的条件下形成的，于 2013 年出现于硅谷。共享经济通过构架

高效的信息中介平台，挖掘社会碎片化时间和闲置资产，以共享的方式提供服务

或者使用商品。“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这是 90 年代实力派歌手伍思

凯的歌《分享》里的一句歌词，却道出共享经济除了经济属性外的社会属性，就

是共享者的精神愉悦，这也是共享经济的独特魅力所在。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通过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或服务者，让他们以较低的价格

提供产品或服务；是将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拆分，将个人私有资产的使用权以有

偿形式共享给他人。其核心就在于将这些过剩的资源进行置换，实现现有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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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利用，而不是对新资源的开发。对于供给方来说，通过在特定时间内让渡物

品的使用权或提供服务，来获得一定的金钱回报；对需求方而言，不直接拥有物

品的所有权，而是通过租、借等共享的方式使用物品。由于供给方提供的商品或

服务是闲散或空余的，而非专门为需求方提供的。供给方从商业组织演变为线下

的个体劳动者。因此，需要有一个平台对数量庞大的需求方和供给方进行撮合。

因此就产生了共享经济的平台公司。 

提及共享经济，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以 Uber 为代表的打车软件。Uber 创

始人兼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是共享经济的创始人。Uber自 2009年成立以来，

以一个颠覆者的角色在交通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Uber 打破了传统由出租车或

租赁公司控制的租车领域，通过移动应用，将出租车辆的供给端迅速放大，并提

升服务标准，在出租车内为乘客提供矿泉水、充电器等服务，将全球的出租车和

租车行业拖入了一轮新的竞争格局。与 Uber 类似，Airbnb 源于的两位设计师创

始人在艺术展览会期间出租自己的床垫而引申出来。Airbnb，意为在空中的“bed 

and breakfast”，旨在帮助用户通过互联网预订有空余房间的住宅（民宿）。同样由

于供给端的迅速打开，以及 Airbnb 所提供的各具特色民宿，Airbnb 在住宿业内

异军突起，预定量与房屋库存开始比肩洲际、希尔顿等跨国酒店集团。47 

与传统的酒店业、汽车租赁业不同，共享经济平台公司并不直接拥有固定资

产，而是通过撮合交易，获得佣金。Uber、阿里巴巴和 Airbnb 三家，世界最大的

出租车提供者没有车，最大的零售者没有库存，最大的住宿提供者没有房产。这

些平台型的互联网企业利用移动设备、评价系统、支付、LBS 等技术手段有效的

                                                      
47 http://www.woshipm.com/it/222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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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需求方和供给方进行最优匹配，达到双方收益的最大化。48 

4.1.2 行业问题与监管套利 
问题一：真平台还是伪平台？ 

共享经济体系下的消费者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社交也被看成共享

经济被用户簇拥的重要原因。共享经济一开始都打出这张感情牌来取悦消费者和

监管。滴滴等壮大以后成为行业垄断，抛弃了最开始网约车共享经济的初衷，率

先组建自己的职业司机队伍，订单优先派给自己人，产生了大量全职的滴滴司机。

为了商业利益，滴滴取消贴补开始涨价，曾经有媒体报道滴滴雨天打车价格是平

时的 4 倍，戏称滴滴打车是滴滴打劫。美国检查官曾经调查 Airbnb 发现，专业

的房子短期出租者占有该公司 75%的利润来源，这些专业出租者买了大量房子

通过 Airbnb 出租，而没有和租户住在一起。所以不是像广告宣称的那样有任何

社交。 这些屋主甚至用数字密码开锁，这样租户都不可能见到屋主一面。49 

滴滴到底是平台还是伪平台？在滴滴近两年的对外宣传当中，一直将自身定

位于共享经济平台。滴滴从出租车着手，但真正体现共享经济特征的，是旗下的

顺风车、专车和快车业务。但随着市场的演进，随之而来的是专车和快车的专职

化，原来的共享经济逐步退位，随着越来越多专职司机的加入，滴滴平台已经成

为一个庞大的专职司机分包平台。在这个分包平台上，还形成了一条相当长产业

链，包括司机代注册、网约车租赁公司、网约车汽车市场营销公司、刷单公司等

等。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将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拆分，将个人私有资产的使用权

以有偿形式共享给他人。其核心就在于将这些过剩的资源进行置换，实现现有资

                                                      
48 http://www.woshipm.com/it/222516.html 
49 http://m.jiemian.com/article/8931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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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高效利用，而不是对新资源的开发。从这个角度看，滴滴本身已经离共享经

济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司机们买车来做滴滴，本身就背离了共享经济盘活存量

资源的意义。50 这两年，滴滴逐渐丢了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精神的使命和价值观。

滴滴的商业模式已经不是共享经济，而只是披着共享经济马甲的新一代出租车公

司。这种模式的蜕变，就不能再责怪政府部门的政策，而完全是滴滴自身发展战

略和企业价值观的结果。企业没有坚守共享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和使命感，没有继

续扛起行业的大旗。这是酿成后续一系列后果的最本质原因。本来，共享经济以

激活和动员社会沉淀资源为根本动力，可以成为最轻盈、最脱离功利的商业模式。

但是，今天滴滴的模式显然已经严重偏离初衷：滴滴如今既没有彻底解决打车难、

打车贵的核心问题，也没有形成规模效应进一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 

问题二：监管套利 

共享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监管的套利。例如，相比正规

酒店，Airbnb 不需要到政府注册，不需要防火安全标准，没有 24 小时服务和卫

生标准要求，甚至会出现住户随意侵犯邻居和社区的权益。特别是景区附近，专

业出租者大量买入房产用于 Airbnb 出租，哄抬附近的房价，而大量短期租户扰

乱当地人的生活，让居民怨声载道。这些对于传统酒店模式来说，都是不可避免

的合规成本，只能提高价格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或者削减自己的利润。相比正规出

租车，Uber 和滴滴被称为“黑车”也是有原因的。滴滴平台的车和司机都不需要在

政府监管单位注册。出行公司不需要承担司机的五险一金。车辆情况良莠不齐，

不知是否有保修和保险等安全保障。甚至，滴滴的司机常常不认路或者开车技术

                                                      
50 http://www.donews.com/net/201610/2940256.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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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疏。此外，私家车的蜂拥加入滴滴的情况，给城市已经高负荷的公路交通雪上

加霜，拥堵和空气污染的成本皆由全社会来承担。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平台经济

带来的监管套利问题。 

针对共享经济的监管空白，各国也相继推出一系列的监管措施。比如布鲁塞

尔和柏林都对网约车下了禁令。美国在共享车的牌照、安全、计价、行程日志、

保险和税收上有特殊的规定。比如，Uber 车不用里程计和顶灯，只接受预约，要

有包含姓名、起始地点在内的明确的行程单。在平台政策中，最近被广泛讨论的

一个领域是质量监管服务的提供，例如保证 Uber 客户的安全。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这些争论常常把对单个服务提供商实施的适当监管与对本身就监管提供商的

平台实施的监管混为一谈，如 Rochet and Tirole（2006）51指出的那样，前者是平

台自身的一个关键职能。例如，许多地方政府和出租车监管机构认为，优步出租

车是不受监管的、不合法的，应该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令我们困惑的是：优步自己提供了一个极其严格的监管环境(基于用户反馈

信息，这些信息通常比当地政府应用的出租车评价指标更新得更快)。根据一些

传闻以及我们的亲身经历，这会导致优步的交通工具比传统出租车有更好的服务。

然而，无论人们怎样看待产品本身，适用于优步的监管必须本质上不同于那些针

对一辆出租车或少数出租车的监管，对于后者，乘客没有机会了解他们的声誉，

因为出租车与客户的重复性互动机会几乎是零。优步并不是与出租车司机竞争，

而是与负责出租车监管的当地政府竞争。这些当地政府是其他可供选择的平台，

它们在平台市场与优步竞争。因此，让当地政府监管优步就好比让微软监管谷歌，

                                                      
51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37(3) RAND 

J. ECON.645-66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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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什么意义。确保平台竞争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更高层面的监管（在欧洲，

可能是国家层面或跨国层面的）看来更恰当。而且，这种质量监管不应当基于平

台自身有强大激励去应对的各种问题，例如保证交通和住宿的安全。 

监管政策干预。2016 年国庆期间（2016.10.1-10.7），北上深多地联合出台网

约车管理征求意见稿，将中国共享经济的典范“滴滴”推到风口浪尖。的确，今天

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的澳门香港地区都还在以四处捕捉网络约车为重任，

中国内地几乎成为全球第一个正式宣布网络约车合法化的大国。这是属于领时代

之先的壮举，值得肯定。但是，网络约车实际上仅仅处于发展的初期，政府部门

的确有责任针对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安全保障机制和传统出租车行业转

型问题，这些“市场失灵”的重大问题，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责，提升政府在网络空

间的行政和治理能力。但是，针对网络约车市场如何发展，还应该继续保持市场

更加开放，让市场准入门槛保持较低，保持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保持创新活力，

耐心观察模式创新方面的更多可能性。也就是说，还需要让市场支配资源配置，

让子弹再飞一会。而不应该过早给这个市场早早设下很多条框。 

4.1.3 中国平台产业发展 
平台经济在中国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迅速发展。2017 年，中国维持互联

网市场总量全球第一的同时，其平台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 49205 亿元，实现

47.2%的同比增长，总量已占全球市场的 44%，移动支付普及率高达 77%，

位列全球第一。平台企业员工数约 716 万人，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 9.7%，

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 7 亿人。 

自 Uber 成立以来，全球网约车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美国有 Lyft、Sidecar、

Gett，印度有 Ola，东南亚有 Grabtaxi，中国有滴滴、易道等，前苏联地区有 Ya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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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i，欧洲有 Hailo、 Blablacar，欧洲和非洲的 Taxify，中东北非有 Careem，基

于网约车的平台经济在全世界崛起。 

 

图 4.1 全球网约车产业分布 

快速增长的平台产业是中国新经济的主力军。52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

能手机出现和 4G 网络的普及，平台产业（也称之为共享经济）在中国海量的市

场需求的刺激下快速崛起，其深刻重塑市场机制，有力优化资源配置，并赚取由

此产生的红利，实现了自身的高速发展。2017 年，中国维持互联网市场总量全

球第一的同时，其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 49205 亿元，实现 47.2%的同比

增长，总量已占全球市场的 44%，其移动支付普及率高达 77%，位列全球

第一。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 716 万人，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 9.7%，

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 7 亿人。 

                                                      
52 新经济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经济形态，而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对传统经济

金融体系进行的一场系统性大改造。其核心标志在于，信息数据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要

素资源，并对传统要素发挥关键的引导作用。新经济通过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信息

流引导要素流动、打破市场扭曲，进而优化资源配置。引用：《独角兽回归与新经济崛起》，

工银国际，2018 年 4 月 2 日。网站：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26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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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平台产业生态格局呈现显著的代际特征。平台经济生态系统具有

“泛在性”的特征，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广泛的市场基础设施；

又因其复杂性和交叉性，同时加大了治理的难度。 

第一代平台公司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为代表，以搜索引擎、商

品交易和社交平台为主要特征。第一代平台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基于存量用户和自

身能力运营，其已走过了平台自身经营的阶段，成长为充分跨界经营、多维度发

展的巨头。第一代的超级独角兽已经成为最大的独角兽投资机构，目前约四分之

一（23%）的独角兽都是由 BAT 投资。第二代平台公司则有两类，一类是以共享

为核心，侧重于服务业领域，一类是以高科技为驱动力，集中于高新制造业，他

们提供短期租赁、产能合作、劳务撮合等服务，大部分是近期全球公认的较大的

独角兽企业。53例如，在中国估值 100 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公司—滴滴、美团和

今日头条（合称 TMD），被看做是继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之后的第二

代新兴平台公司，均成立于 2010 年后，拥有数亿用户规模。第二代平台公司以

流量吸取为核心，企业发展战略是基于用户获取，目前已逐步进入从平台经营转

向跨界经营的模式转变阶段，需要获得第一代 BAT 早期的竞争优势。第三代平

台公司则是一类正在成长时期的平台公司，例如 OFO、摩拜等规模的公司，它们

大多还专注于自身平台流量的吸引和对领域内市场份额的占据。 

第二、中国平台产业靓眼的增速也使其受到了资本的热捧。2017 年全球最

                                                      
53 对独角兽企业的界定为：成立时间少于 10 年，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2013 年美国著

名 Cowboy Venture 投资人 Aileen Lee，将市场上成立时间较短（成立不超过 10 年）、由投资

人或者估值机构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约 63 亿人民币）的创业公司，统称为“独角兽”。“独
角兽”这个词就开始流行于美国，并迅速向国际流传开来。截至 2018 年 2 月，在 Crunchbase、
CB Insights 等国际机构的独角兽榜单中，中国企业总数均位列第二，紧随美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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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10 笔共享经济融资，有五笔发生在中国，仅出行领域（Ride-sharing Industry）

融资就高达 1072 亿元。54在中国的第二代平台公司中，出行领域是最受资本青睐

的产业。滴滴是中国网约车行业的独角兽企业，占据中国网约车市场份额 90%以

上，全球约 60%的网约车市场份额，但其成长时间不足 6 年。552012 年 6 月，滴

滴 CEO 程维从阿里巴巴公司辞职并创立滴滴，2017 年底估值即达 560 亿美元。

56在滴滴发展的过程中，总共吸引了大融资 9 轮（A-I），小融资 7 轮，涉及 34 个

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总额超过 200 亿美元的投资57。 

第三、平台公司之间的跨界经营、投资兼并极为频繁，形成了一个相互竞争

和合作的生态系统。通过自孵化以及战略投资的方式，平台型企业能够建构一个

完整的生态系统。依托第一代平台公司 BAT 强大的资金积累和资源整合能力，

第二代平台公司受到了良好的孵化，并呈现爆炸式成长特征。58不仅 BAT 对 TMD

有众多的控股、参股和收购形式，而且以 TMD 为代表的第二代平台公司也开始

从平台经营转向跨界经营，横向之间进军彼此的行业领域，争夺市场流量，孵化

与投资第三代平台公司。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生态系统特征，使之渗透到社会

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广泛的市场基础设施；又因其复杂性和交叉性，同时

加大了治理的难度。 

                                                      
54 数据来源: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8》，2018 年 2 月。 
55 “滴滴：棋至中局”，中信证券，2018 年 4 月 12 日。 
56 在中国未上市企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蚂蚁金服的 750 亿美元。它拥有 120 亿美元

现金——相当于可购买 12 个独角兽公司的现金储备。《滴滴的战争与和平》，财经。 
57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87745838508296455&wfr=spider&for=pc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89100769562741391&wfr=spider&for=pc 
58 热衷于孵化独角兽的平台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中国平安等。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87745838508296455&wfr=spider&for=pc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89100769562741391&wfr=spider&for=pc


 

47 

 

 

图 4.2 中国独角兽的生态网络 

 

第四、网约车产业（Ride-sharing Industry）是中国平台经济中的领路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平台产业的大军中，网约车（Ride-sharing Industry）

是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行业。自 2010 年 9 月第一个打车软件易到用车正式上线

后，Ride-sharing App 开始百花齐放，出现了包括摇摇招车、打车助手、打车小

蜜（易道）、微打车、易达打车与滴滴打车等在内的多家平台公司。作为中国网

约车行业的最大玩家，滴滴出行从问世到达到鼎盛时期走过了不到 6 年的时间，

并快速成长为估值上百亿美元级的独角兽企业。滴滴经历多轮融资，股东构成复

杂，其不仅是唯一一家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BAT 三巨头）共同投资的企业，

还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资本进入，包括苹果公司、北汽、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中

国人寿、民航股权投资基金等等。与此同时，滴滴也逐步占据了网约车市场份额

90%以上，成为真正的平台垄断者。59滴滴一路以来用户量在多个阶段都呈现指

数增长，并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商业模式快速扩张，从最初挖掘打车存量市场，

到进入行业细分开拓专车增量市场，再到多业务发展构建一站式出行平台，最后

                                                      
59 网约车市场格局应是 721 结构，滴滴目前占据 91%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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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跨界进入金融、无人驾驶和外卖等行业。 

按照滴滴公司自己的形象描述，“我们本来是想演绎一部完美的电视剧，但

是市场需求和压力让我们拍成了一部快节奏的电影”。60 

4.2 网约车产业的发展与监管问题 

4.2.1 政府监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政府监管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令学术界迷惑，政府监管究竟抑制还是

促进了技术创新，学者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的实证研究，结论迥异。新一轮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互通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政府监管提出了新

的挑战。短短十年时间内，平台经济在全世界迅速崛起，深刻影响了经济发展、

社会交往和政府治理的各个方面。本文试图回答如下一些问题：政府如何监管新

生的平台产业？政府监管究竟如何影响平台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的平台经济发展极为迅猛，对现有的监管体系形成挑战。平台产业的监

管困境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些平台产业具有市场基础设施的特征，广

泛渗透到制造业、服务业等各个行业中。典型的平台产业包括社交平台（如微信）、

互联网支付（支付宝），商品交易（如淘宝和京东）、服务撮合如出行（滴滴、美

团）、自行车租赁（摩拜和 ofo）、房屋租赁（Airbnb 和小猪短租）、制造业产能合

作、劳务合作等。因此，原有的市场监管体系（如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监管）不

可避免的遇到了新的挑战(Collier et al., 201861)。其次，平台产业自身建立在一定

的技术基础设施之上，如大数据存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人工智能算法和

                                                      
60 滴滴公司研究部访谈。2017 年 10 月。 
61 Collier et al. Disrupting Regulation, Regulating Disruption: The Politics of Uber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ume 16, Issue 4 December 2018, pp. 91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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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安全等，这些技术领域深具创新活力，技术和市场日新月异，甚至缺乏

既有的成熟的监管框架。面对这两方面的挑战，政府采取了打补丁式的事后监管

方式：一旦发现平台产业出现诸如安全、质量、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便施

加相应的治理和监管；甚至各个地方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和措施。 

本节试图回答如下一些问题：平台产业的技术创新路径是怎样的？政府监

管究竟如何塑造平台经济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政府监管和企业创

新的策略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 

政府监管直接影响到平台企业的竞争优势、市场格局和行业进入壁垒，进而

间接影响到企业创新。一方面，平台产业本身处于技术发展和市场形成的早期，

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一些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形下，监管者和市

场主体具有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如企业、行业协会）之间也较难

形成共识导向的技术标准，因此监管（包括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监管和自发形成的

自愿性标准）有可能导致创新效率的损失（Sainio et al., 2017）。另一方面，除了

来源于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自身的的发展战略导向也呈现出多样化、随

机应变和不可预测的特点。监管使得企业做出相应的战略改变，进而影响到企业

的创新路径（Blind et al., 2012）。 

中国最大的网约车企业——滴滴的发展过程生动地展示了监管如何影响了

平台产业的创新。在政府出台监管措施之前，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多家网约车平台

公司，包括滴滴、快的、Uber 等。经过一番剧烈的市场竞争，滴滴成功兼并其有

力的竞争对手，一度占据中国网约车市场 90%以上的份额，在市场规模扩张和技

术创新的道路上高歌猛进。2016 年 11 月，中国交通部出台了网约车监管的指导

性框架，并授权各地政府制定详细的监管措施。此后一年多时间，一百多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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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发布本地的监管政策。时至今日，网约车行业再度涌现出一大批进入者，市

场格局被重新定义，滴滴公司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两个方面都呈现出意想

不到的变化。 

通过对中国的网约车平台（主要是滴滴公司）进行深入细致的案例研究，我

们试图探索监管如何影响平台经济的创新。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对一个全新产业

建立监管框架的过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此框架下所展现的企业创新轨迹对

各国实践者和创新者也深具启发性。然而，上述探索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是

否具有普适性，我们暂时持有谨慎的态度。相信后期随着平台经济和技术日趋成

熟，才有可能通过大样本的实证分析进行统计学上的验证。 

4.2.2 双重监管体制 

（1）双重监管体系 

我们基于现有理论和研究文献，构建了一个双重监管体系的分析框架，来刻

画政府监管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图 4.3）。双重监管体系是指国家即采取既有

的市场监管机构和规制措施，也逐渐形成一套新的、专门针对平台产业的监管机

构和措施。既有监管体系关注市场结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安全生产等内容，

而平台特定的监管体系则关注用户隐私、数据安全、算法伦理、技术标准等。 

双重监管体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呈现出动态的、差异性的运用。相对保守

的政府倾向于采用既有监管政策，仅针对新技术和新问题做出一些微小的修正；

而有的政府则对新技术和新业态采取宽容姿态，并发展出独立于前者的监管政策。

不仅如此，双重监管体系的应用是动态变化的，伴随着产业发展和市场形成，政

府逐渐从既有监管政策逐步转向平台专门监管政策，并且趋向于两套政策措施的

调适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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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平台经济中管制与创新的关系 

 

（2）企业创新策略 

我们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企业策略：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平台企业

建立在一系列新兴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通讯技

术等。随着平台用户规模的扩大，平台上产生的用户信息、交易数据、痕迹数据

等都会呈指数级增长，因而对数据的实时储存、传输和计算提出了巨大挑战。企

业需要不断在技术上进行研发和创新，以确保平台交易的实时、便捷和安全可靠。

同时，不同平台具有比较类似的底层架构和运营逻辑，因而具有较强的可移植性

和可扩展性。为保持平台的竞争优势，平台企业不得不进行技术以外的商业模式

创新。例如，企业投资于专用资产，将线上优势与线下资产相结合，提高行业的

进入壁垒；或充分利用平台的网络外部性，不断扩展新的业务模块和细分市场，

以提高用户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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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态关系 

企业面临政府监管和市场竞争，不断地做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决策。

本文试图说明，企业策略、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三者具有复杂的动态影响机制。

在产业发展早期、政府监管尚未成型的条件下，企业能够专注于技术创新，以便

在竞争中获得市场优势；在市场规模初现、政府监管趋于成熟的情况下，企业有

可能将创新重点转向商业模式创新。企业调整创新策略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规

避或服从政府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来扩展业务种类和

市场份额，保持其竞争优势。但政府监管有可能被企业“捕获”，制定出有利于特

定企业的监管，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市场格局。 

 

4.2.3 网约车的监管演化过程  

与中国平台产业快速增长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政府针对平台经济出台的监管

政策和相关监管框架。平台产业（共享经济）的快速崛起给全社会带来了意想不

到的福利，却也带来了诸多潜在的社会风险和社会治理难题，这引起了世界各国

的关注，并对现有监管体系和监管理论构成了挑战。第一，平台产业的迅速发展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监管套利。例如，相比正规酒店，Airbnb 不需要到政府注册，

不需要防火安全标准，没有 24 小时服务和卫生标准要求，随意侵犯邻居和社区

的权益，而这对于酒店来说，都是不可避免合规成本。再例如，相比正规出租车，

Uber 和滴滴的车和司机不需要在政府监管单位注册，平台公司不需要承担司机

的五险一金，私家车蜂拥增加道路拥堵等等的成本皆由全社会来承担。第二，平

台产业对用户产生的风险不容忽视。最为典型的风险主要是用户的个体风险，例

如网页车行业在早期频频出现乘客出行安全风险问题和对乘客个体信息的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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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另一种比较典型的风险是平台对信息的操控。例如 2018 年 3 月，曾遭欧盟

反垄断罚款的 Facebook 又爆出“泄密门”事件，大量用户资料被外部公司用于选

情民意的精准化操控；中国最大网约车公司滴滴也被爆出利用客户信息杀熟。第

三，平台经济作为新兴产业，势必对传统产业造成难以忽略的影响，而来自传统

行业和利益集团对平台产业在安全、质量、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质疑，如出租车

对网约车的讨伐、线下实体市场对线上网购平台假货的举报，也使得政府出台大

量的监管措施（Rausch & Schleicher, 2015）。 

对平台产业的监管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监管思路受到行业在位者的

影响，延续了传统产业的监管思路，即严格的监管规制。另一种监管思路则受到

平台产业的影响，发展出与传统产业并行的二元监管体系(Collier et al., 2018)。各

国政府实行积极的平台产业监管实践，但大多数情况下，各国政府都显现的力不

从心，监管始终落后于行业发展，呈现“打补丁式监管（patchwork regulation）”

的态势。以网约车为例，德国布鲁塞尔和柏林、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地区都对

网约车下禁令，将网约车视为非法。美国加州在共享车的牌照、安全、计价、行

程日志、保险和税收上都做出了特殊的规定，将网约车平台公司视为交通运输网

络公司；新加坡实施注册备案管理制度，英国伦敦和加拿大多伦多都将网约车视

为私家运输公司，纳入私人租约车监管体系。62马亮等对各国网约车政策梳理，

指出网约车是营利性的分享经济，对于这种自组织或自治性的经济业态，目前共

有五种治理类型：默许、恐吓、明令禁止、建立框架与积极网络管理。63 

                                                      
62 比如 Uber 车不用里程计和顶灯，只接受预约，要有包含姓名、起始地点在内的明确

的行程单。 
63 https://www.sohu.com/a/205703593_34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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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体上是第二种思路，政府对新兴的平台产业持宽容审慎的态度，采取

了一套独立于传统产业的监管政策。中国在监管制定与探索过程并不落后，甚至

在有些领域表现的相对大胆，比如中国是第一个将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2017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

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2017 年 6 月和 7 月，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指

出，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审慎出台新的准入和监管政策。并且要清

理和调整不适合分享经济发展的行业许可、商事登记等事项及相关制度。2017 年

7 月，发改委等八部委出台《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提出“放宽

准入、底线思维”的新要求，提倡“多方参与、协同治理”的治理模式。各地方政府

如重庆、浙江、天津、江苏、甘肃等地区，也出台了鼓励共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

意见，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在线直播、互联网金融、网络餐饮、互联

网医疗等领域，近年来也都出台了相关政策。 

中国的监管实践和举措模式下，政府监管在平台产业发展过程中走过了四个

明显的周期：无监管的默许时期（Acquiescence period）、监管介入与有限干预时

期（Limited Intervention period）、全面监管时期（Patchwork Regulation period）和

二元监管融合时期（Convergence of the dual regulation period）。在无监管的默许

时期，政府还没有意识到对平台产业到来的风险和问题，并未采取实质性的监管

行动。在监管介入与有限干预时期，政府已明显意识到监管需求，开始探索平台

产业的规制政策和监管框架。在全面监管时期，政府出台全方位的监管政策，并

推动政策落地。在二元监管融合时期，政府针对平台产业已有相对成型的监管思

路和监管框架，开始随着平台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发展逐渐予以调整，监

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有了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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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中国网约车的监管过程 

 

中国网约车行业的监管过程体现了上述审慎宽容的原则，以行业发展为主线，

网约车的监管政策经历如下阶段： 

（1）行业起步早期的默许阶段 

由于出租车市场供需匹配的问题，网约车最早出现都集中在出租车市场，为

出租车提供订单匹配、路线规划等服务。中国的网约车行业发端于在 2010 年，

第一款打车软件 APP 易到“用车上线”，随后出现了包括滴滴在内的数十款打车

应用 APP。由于打车软件方便快捷，加上平台公司的补贴，很快受到出租车司机

和乘客的欢迎。由于没有引入私家车的运营业务，并未引起监管者过多关注，政

府监管主要对出租车使用打车软件做出了一些限定。 

从 2014 年开始，滴滴、快的等一些网约车公司先后推出私家车的运营服务，

大规模吸引私家车接入平台，对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形成冲击。在中国，私家车不

得从事经营性活动，因此网约车的上述业务也是非法的。但有意思的是，中国政

府在早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将网约车视为互联网平台的信息服务，并未采取

干预措施。一些地方政府只在出租车打车软件使用中做出了一些规制限定，例如

2014 年 2 至 3 月，北京市规定每个出租车汽车只需安装一个手机轿车终端、在

成都，驾驶员在驾车时进行手机抢单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罚款 100元记2分，

默许时期

•无意识

•无行动

监管介入与有
限干预时期

•部分许可（上
海）

•立法探索

•制定相关规则

全面监管时期

•全方位监管
（车辆类型、
驾驶司机、安
全型、乘客安
全等）

二元监管融合
时期

•许可证费用

•机场建设费

•反垄断措施

•进行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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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禁止在早晚高峰时段用打车软件提供约车服务，严禁出租车在行驶过程中

接单，严禁租赁车辆安装打车软件，济南市也规定早晚高峰禁止出租车使用打车

软件，在站场候车时禁用。2014 年 7 月交通部出台《关于促进手机软件招车等

出租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提到“总体鼓励支持、依法规范管理、促进开

发共享”的原则，这意味着中央对打车软件的态度有所松动。 

（2）快速扩张时期的有限干预 

通过移动支付的引入和专车的业务拓展，网约车平台进入到市场扩张时期，

APP 下载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仅滴滴的安卓用户下载量就从 2013 年年底的 700

万增长到 2015 年 10 月份的 7100 万。642015 年，仅滴滴平台订单量就超过了 14

亿，成为全球在线交易单量第二，仅次于淘宝。截至 2015 年年底，在所有移动

端出行服务中，司机总数达 1871.4 万人，其中顺风车和拼车司机为 900 万人。65 

2014 年 1 月，在市场份额的争夺战中，滴滴与快的的补贴大战开始。仅半

年时间，两平台烧钱 20 亿，导致超过 300 个城市网约车服务量和用户量的激增。

随后，各大平台相继推出了专车、快车、拼车、顺风车等未受权经营性质的网约

车出行服务后，一时间，社会将网约车与“黑车”、“非法运营车”“私家车”等同，

网约车“新业态”的出现引发政府对监管问题的关注，甚至有的城市将专车定义为

黑车66。同时，大量私家车涌入专车行列，道路交通拥挤问题也显现。67出租车公

                                                      
64 作者收集整理数据。 
65 《2016 年中国移动端出行服务市场研究报告》艾瑞咨询。 
66 专车合法性问题也引发争议，各地政府在一段时间都曾限定打车/专车软件的使用时

间范围，2014 年 11 月北京、上海等地交通执法队甚至将专车定性为黑车，属于非法经营。

北京、上海等地还多次开展整治网约车的专项行动，司机被抓要承担 1 万元的处罚。 
67 2014 年出租车全国运营车辆仅为 137.01 万辆，仅滴滴一家平台公司 2015 年注册运

营专车数达 400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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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开始罢运和抗议，例如沈阳、长春、济南、成都和南昌等省会城市都出现罢运

引起交通运输部的关注。 

鉴于交通拥挤、运营安全和地方出租车群体情绪等问题，地方政府和各地交

通主管部门大多对网约车平台提供的专车服务持否定态度，甚至对有些专车司机

进行了罚款。68而中央政府的监管态度却更为宽容，甚至确立了网约车的合法地

位。2015 年 1 月 8 日，交通部明确专车概念不同于黑车，网约车的监管问题被

推上风潮。692015 年两会期间，交通部传递了“鼓励创新、规范监管”的发展思路，

网约车平台监管提上议程，交通部开始探索政策规制。2015 年 10 月，交通部公

布《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和《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全面向社会征

求 1 个月的意见，并收到了来自社会 5929 条具体意见。2015 年 10 月 8 日，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正式宣布向滴滴快的网约车平台颁发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这

是国内第一张网约车平台的资质许可。70 

（3）行业垄断触发政全面监管 

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中国网约车市场格局随着滴滴先后兼并快的和

Uber 中国后被重塑，行业垄断平台出现，并且入侵公交运营和自行车等领域，垄

                                                      
68 例如发生在济南的“专车第一案”。2015 年 1 月 7 日，滴滴专车司机 XX 在济南西站

送客时被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中心的执法人员认定未非法营运，罚款两万元。 
69 2015 年 1 月 1 日中央政策开始松绑，交通部运输部将专车定义归入“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以有别于可以巡游揽客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但不允许私家车进入专车运营。 
70 要申请牌照，平台方要具备企业相关资格和所在地的服务能力，以及互联网业务资质

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平台数据库需介入监管平台，注册服务器需设置在中国大陆境内。

车辆需要通过平台审核后获取营运证，司机也需要通过平台审查后获取从业资格上岗证。滴

滴快的称会给司机统一购买营运性的交强险和第三方承运人责任险，承运人责任险和乘客意

外伤害险每辆车能提供最多 600 万元保额。资料来源：中信证券互联网汽车周报第 23 期。

2015 年 10 月 14 日。转引自南方日报 2015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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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态势显著，引发监管担忧。2016 年 7 月 28 日，国家交通运输部、公安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 7 部门发布《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16 年 8 月 1 

日交通运输部公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2016 年 11 月

网约车管理新政实施，专车运营迈入一个有法可依的时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

在国家层面制定网约车监管法规的国家，而网约车的合法化也给传统的巡游车带

来冲击。 

网约车规制政策明确将网约车监管的事权交予地方政府，实施网约车经营者

许可制度、设定经营者、车辆标准、驾驶员许可条例和运价管理等。71核心的规

制政策有：网约车平台公司需要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承担承

运人责任72；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需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73，

驾驶员经考试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车辆和驾驶员的准入由地方

出租车主管部门管理。74在监管权限的设计上，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网约车

管理工作，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内网约车管理工作，直辖市、

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71 对平台产业的监管分为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前者如反垄断、维护市场竞争、市

场进入和分割；后者如安全、隐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 
72 秉承“属地审批、资质通用、异地再审”的牌照管理模式。在申请牌照之后，向企业注

册地省级通信主管部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网约车平台公司要承担承运人责任，一旦

发生事故时要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保障乘客和驾驶员等各方的合法权益，减少纠纷。网约车

平台不仅提供信息撮合匹配服务，还直接组织车辆运营、分配工作任务、确定服务价格、制

定服务标注、决定收益分配、实施驾驶员管理和服务评价等，是客运服务承运人，需要承担

相关责任。 
73 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 60 万千米时强制报废；行驶里程未达到 60 万千米，但是使用

年限达到 8 年时，退出网约车经营，不强制报废。 
74 具有 3 年以上驾驶经历，最近连续 3 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 12 分记录，无暴力犯罪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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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管理。此外，网约车规制政策的政策方向为“差异化经营、错位经营”75。

规制政策为网约车运营设定了较高的行业壁垒，例如对平台的信息安全、数据能

力、营业地机构人员设置，以及运营车辆的门槛等。值得注意的是，交通部还对

平台服务规范进行了规定，预约响应率、预约成功率、服务满意评价、投诉处理、

驾驶员服务流程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在政策实施方式上，中央仅出台了全国层面的监管框架和指导意见，具体的

内容由地方政府探索，秉承所谓“一城一策，因城施策”的原则。2016 年底有近百

个城市制定了本地网约车政策。截至 2017 年 10 月，在 297 个城市中有 203 个城

市都出台了相关政策，占比为 68.35%。随着 2016 年底中国几大主要城市公布了

对网约车行业的地方监管意见稿，网约车监管问题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地方政府

分别就车型、驾驶员做出了多种类型的规定，均高于国家层面的规定。例如，北

京、上海和深圳的征求意见稿规定，只有本地户籍司机可以提供网约车服务，而

网约车车型必须满足尺寸要求，安装 GPS 系统和紧急报警装置。一些城市甚至

对网约车的轴距、车价等做出了规定，从而将大批经济车型排除在外。其中，户

籍资格限制了众多的网约车司机，市场面临严峻的监管形势76。与此同时，中国

的反垄断监管部门仍在对滴滴收购 Uber 中国的交易展开调查。 

（4）趋于融合的二元监管阶段 

2017 年，各地陆续出台当地的网约车管理细则，平台公司需取得当地的《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和《网络预约出租

                                                      
75 网约车不能在机场、火车站等地揽客，并且网约车性能须高于出租车，提供 WiFi、

纸巾等。 
76 滴滴 1400 万司机。许多司机来自外地，愿意接受比本地户籍居民更灵活的报酬。滴

滴在回应中表示，在上海，只有不到 2.4%的司机有本地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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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输证》，三证齐全，方可运营。以滴滴为例，迄今（2014 年 4 月）滴滴取

得上海、天津、成都、沈阳、青岛、杭州等 51 个城市的经营许可，截至 2017 年

10 月，有超过 2100 万的司机通过滴滴灵活就业并获得收入77。 

当共享经济成为中国新经济的名片时，“鼓励创新、包容审慎”成为共享经济

发展主基调，“放宽准入、底线思维”成为监管新要求，“多方参与、协同治理”成

为监管大方向78。各地方政府如重庆、浙江、天津、江苏、甘肃等地区，纷纷出

台了鼓励共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然而，政府在发展共享经济的同时，也未

放松对网约车平台的监管，罚款持续进行，网约车治理也日趋严格。例如，2018

年 4 月上海市对美团打车、滴滴打车的违法司机进行查处，罚款各 10 万元，2017

年 12 月北京东城区对首汽约车活动中存在的误导和欺骗消费者行为予以 2 万元

行政处罚，2017 年 7 月，南京市对滴滴打车 15 起招募外地车辆非法运营罚款共

计 20 万元等等。 

 

 

表 4.1 网约车平台和传统出租车平台的监管框架 

 网约车 传统巡游车 Taxi 

                                                      
77 2012 年 9 月 9 号，滴滴 App 刚刚上线时，只有 16 个司机在线，滴滴后台只有 16 个

点是亮的。而到 2017 年 12 月，滴滴出行已经连接了超过 2100 万个车主和司机。全世界超

过 60%的出行发生在中国。 
78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8》，2018 年 2 月。2017 年 3 月《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

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狗啊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

新引擎”。2017 年 6 月和 7 月，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

审慎出台新的准入和监管政策。并且要清理和调整不适合分享经济发展的行业许可、商事登

记等事项及相关制度。2017 年 7 月，发改委等八部委出台《管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指导性

意见》，提出“放宽准入、底线思维”的新要求，“多方参与、协同治理”为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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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许可证  地方许可平台 对出租车公司发

牌  

价格   价格管制，统一定

价，并安放计价器 

车辆类型 座位数量为 7 座

及以下乘用车； 

安装具有行驶记

录功能的车辆卫

星定位装置、应急

报警装置； 

车辆技术性能符

合运营安全相关

标准要求 

安全性能（卫星定位、应

急报警装置） 

网约预约出租车证 

轴距、车价、排量、车龄、

尺寸、后备箱大小、行驶

里程、城市排放指标、发

动机功率和扭矩、车身的

长度、高度或者宽度、报

废条件；本地车牌 

强制报废的标准 

驾驶司机 准驾车型机动车

驾驶证，3 年以上

驾驶经历； 

无交通肇事犯罪、

危险驾驶犯罪，无

吸毒，无饮酒后驾

驶，最近连续 3 个

户籍、居住证、驾驶证 

基本要求：驾龄、学历、

年龄、健康状况、记分 

背景调查：交通违法行

为、酒后驾驶、暴力犯罪、

危险驾驶犯罪、肇事犯罪 

证书：从业资格证和考试

单独的资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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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分周期内没有

记满 12 分记录；

无暴力犯罪记录 

合格 

数量与规模   限制牌照数量 

营运地点与模

式 

 是否能在机场、火车站营

运 

是否限制合乘次数 

 

保险与劳动者

权益 

购买营运性的交

强险和第三方承

运人责任险 

  

4.3 滴滴出行案例：政府监管与创新 

4.3.1 滴滴出行的发展过程  
滴滴在六年时间大致走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无监管时期的争夺市场份

额阶段（A）和爆发式增长阶段（B），监管介入时期的多元业务发展阶段（C）

和企业战略模式转变阶段（D）。 

 

图 4.5 滴滴出行的发展过程 



 

63 

 

（1）争夺市场份额阶段（2012.9-2014.9） 

自 2012 年 9 月上线到 2014 年 9 月 2 年间，滴滴的成长路径表现为争夺市

场份额，最终在 2014 年末形成了滴滴、快的双寡头的垄断格局。在此期间，滴

滴为满足乘坐出租车人群需求，完成了自己早期的产品探索（V1.0 版本），实现

了高效打车，并积累了早期用户。同时，滴滴依托于与微信的合作实现了第一波

用户的快速增长（V2.0 版本），产生了用户粘性。在早期网约车发展阶段，用户

量还未达到一定规模，风险还未真正显现。政府对企业大规模补贴出租车司机和

乘客，培养双边市场使用者习惯的做法采取默认的态度。与此同时，世界各个国

家网约车也都在初期阶段，仅有学界对网约车合法化存有一些讨论。 

滴滴最初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发力。第一是进行网约车市场的基础建设。滴滴

完成了产品打磨和对市场的第一轮教育，比如教会司机使用智能手机，客户使用

软件等等，并培养了数百万的网约车市场用户量。在基础版本（V1.0）上，滴滴

解决了大量用户打不到车、注册不了的问题，完成了初始产品架构的迭代和完善。

第二是进行市场份额争夺，成为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占领市场份额。这一阶段通

过大量补贴，滴滴不仅完成了用户量指数级增长，也逐步开始实现对用户习惯的

培育。例如，V2.1-V3.0 版本在优化了用户功能方面进行了系列创新，并根据市

场和用户增长的需求进行了一系列变革，V2.6 版本开始使用的微信支付功能是

最关键所在。2013 年年底，滴滴共接收达 10 万单，而面对从 10 万单到 100 万

单的跳跃，滴滴遇到了技术瓶颈，如何精准地将潜在客户推荐给周围的司机成为

最大的技术挑战。 

早期滴滴面临分散市场带来的诸多挑战。最初在北京市场发展时，滴滴最大

的对手快的占据了江浙沪等地区。并且，随着大黄蜂通过“低价”模式进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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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后，上海成为早期网约车公司争夺的主要区域。792013 年下半年，中国的巨

头独角兽们也加入到了网约车的市场争夺之中，阿里投资快的、腾讯投资滴滴，

逐步塑造了滴滴和快的双寡头之势。80微信支付功能的接入是滴滴实现第一次质

变的真正契机。2013 年二季度，腾讯投资滴滴一千万美元，盘活了微信支付的高

频应用，81滴滴和微信实现了双赢，并促发 2014 年激烈的补贴大战。82在 2014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滴滴与快的通过乘客车费立减、返现等策略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如下表所示）。截至 2014 年 5 月 17 日，滴滴、快的收到补贴超过 24 亿元，其

中滴滴补贴 14 亿元，快的补贴超过 10 亿元。双方疯狂烧钱圈地占领抢市场的背

后是资本力量的支持。在 2014 年滴滴从中信产业基金、腾讯和中投公司等机构

融资 8 亿美元，快的从阿里资本、老虎基金、阿里巴巴等机构融资 8.7 亿美元。

在最疯狂 2014年5月，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占总体累计用户市场份额 98%以上。

滴滴打车以 68.1%的高比例占据市场领导地位，快的打车占 30.2%位居第二。 

（2）爆发式增长阶段（2014.9-2015.2） 

探索专车业务（V3.1 版本）是滴滴质变阶段的标志。滴滴瞄准出行行业的细

                                                      
79 自 2013 年 8 月快的、滴滴、大黄蜂都宣布自己为上海第一时起，网约车行业就进入

到只要不补贴或者补贴力度小了，用户就会跑向另外两家的境地。 
80 根据易观国际数据，截止 2014 年 9 月中国打车软件累积账户规模达 1.54 亿，其中快

的以 54.4%占据市场份额第一，滴滴以 44.9%位居第二。 
81 微信支付是最为方便的线下消费模式，因为用户不需要再安装一个专门支付的应用，

而打车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能力用移动应用叫车的人、几乎必然是线下移动支付可

以打动的第一批人。 
82 事实上，打车补贴是滴滴与腾讯挑起来的，本质是要挑战支付。对于腾讯而言，要鼓

励用户使用最粗暴的方式就是补贴。补贴促进了滴滴的爆发式增长、阿里也很快意识到后给

了快的很多资源辅助，包括支付宝帮助。在这一阶段，滴滴和快的合计大概补贴了 20 亿元

的市场补贴。腾讯方面，乘客只要使用滴滴打车叫车并使用微信支付就可获得 10 元的补贴，

同时司机也可以获得相应补贴；阿里方面，乘客只要使用快的叫车并使用支付宝在线支付就

可以获得 11 元补贴，司机也有相应补贴。快的打车官方人士称：补贴永远比同行多 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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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领域，开始针对有乘交通工具便捷品质出行需求的人群，提供高端出行服务。

由于私家车主的大量涌入，在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的不到半年时间，滴滴

实现了爆发式增长，用户量翻了大概 5 倍，双边用户规模增长。同时，随着 Uber

进入中国带来的网约车市场压力83，滴滴快的于 2015 年 2 月宣布合并84。  

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滴滴通过开发增量市场以解决出租车和出租车司机数

量不足的根本问题。在这一阶段，滴滴对于专车补贴近 10 亿元，并策划了多次

知名度高、大规模的跨界品牌营销活动，用户数量直线增长。在 2014 年第四季

度，滴滴专车业务快速覆盖了北上广深等 16 个大型城市，日订单量已经突破 15 

万。在 V3.1-V3.6 版本时期，滴滴出行的主营平台变化不大（V3.1~V3.6 版本），

更多是从运营层面不断去加大和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和频次，造就入口级应用。

滴滴在本阶段的产品也重点围绕着专车功能来迭代。与此同时，滴滴对专车的用

户体验和功能进行了一系列优化，例如：V3.2 版本突出“优先文本”呼叫，V3.4

版本新增分车型推荐和预估花费，V3.6 版本新增默认支付选取等。通过一系列

技术创新举措，滴滴出行在此阶段显著提升了专车的用户体验，同时也协同产品

和运营补贴培养了一批用户使用专车的习惯。 

（3）多元业务发展阶段（2015.2-2016.11） 

2015 年 2 月后，滴滴出行开始获得绝对垄断地位，用户发展速度先经历增

长后进入到平稳期，市场用户需求被充分挖掘，高效、经济、品质和一站式出行

的四个需求定位都得到了全面满足。自合并快的出行市场格局初定后，滴滴出行

                                                      
83 2015 年 10 月 8 日，Uber 正式宣布入住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上海雾博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并把业务搬到中国境内服务器上运行。Cnbeta 2015.10.8 
84 滴滴和快的两家都成立于 2012 年，2015 年 1 月双方都已经过 4 轮融资：其中快的融

资超过 9.3 亿美元、滴滴融资超过 8.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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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发展多元化业务，相继推出顺风车、代驾、快车、大巴等，于同年 10 月获

得上海市交委颁布的全国首个网约车牌照，企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在这一阶段，

滴滴出行的用户增长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放缓85，但是还是实现了二次增长。据 

CNIT-Research 日前发布的《2016 年 Q1 中国专车市场研究报告》，滴滴专车以 

85.3%的订单市场份额居行业之首，Uber、易到用车及神州专车则分别以 7.8%、

3.3%和 2.9% 位列二、三、四位。86虽然滴滴出行垄断格局初定，但优步中国（Uber 

China）不断向其发起补贴进攻。据 Uber 估算，滴滴每年为专车司机补贴至少 

40 亿，而 2015 年 Uber 在中国市场的投入也已经达到 10 亿美金。这场补贴大

战还吸引了国际资本的进入，2016 年 4 月美国苹果公司也在 2016 年给出行战略

投资 10 亿美元。最终，滴滴出行于 2016 年 8 月收购优步中国，合并后的公司总

估值高达 350 亿美元，占据中国网约车 90%以上的市场份额。 

在这一阶段，滴滴强大的数据系统也在产品上得到持续发挥，多元业务逐步

上线。例如“合乘拼车”系统和“推荐上车地点”。基于对商业和用户的理解，

滴滴开始从工具角色逐渐展开转为平台角色，迭代优化相继展开。滴滴在这一阶

段的商业模式瞄准为出行行业的所有细分领域，意图整合出行资源打造“一站式

移动出行平台”。滴滴的产品版本号历经 V3.6.1 ~V4.1.5 的变化，而滴滴对于产

品版本的管理开始变得更加精细化，这是产品进入成熟期后的典型表现。与此同

时，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因滴滴将卖方用户扩展到私家车，并进行持续大规模补

贴政策，导致双边用户规模迅速扩大，对出租车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多地区

                                                      
85 原因可能有几方面，一是市场已渐趋近于成熟和饱和，可开发的潜在用户越来越少。 
86 “网约车合法化撬开百亿市场，滴滴优 步联姻开启“智能出行”时代”。中国银河证券

研究部 2016 年 8 月 2 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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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出租车司机聚众抗议的事件，全面监管随之到来。 

（4）企业战略调整阶段（2016.11-） 

2017 年滴滴走向辉煌。依据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数据显示，滴滴出

行以 58.6%的渗透率居首，远超其他网约车平台。872017 年，滴滴出行为全国 400

多个城市的 4.5 亿用户提供了超过 74.3 亿次的移动出行服务，相当于全国平均每

人使用滴滴打过 5 次车，顺风车和快车拼车服务累计分享座位超过 10.5 亿个。

在 2017 年 12 月，滴滴出行再次融资 40 亿美元成为网约车行业当之无愧的独角

兽。与此同时，滴滴出行开始进行海外战略投资，设立全球研发中心，走上全球

科技巨头的发展之路。然而，中国网约车市场却在 2018 年春季有了变化，滴滴

遇到了新的强力市场竞争者。外卖行业的互联网企业美团于 2018 年 3 月在上海

正式运营网约车，同期高德与携程也宣布推出顺风车与专车业务。88尽管美团遭

受了严厉的政府监管和罚款，在上海登陆不足一月的美团打车强势拿下 30%的

上海市场份额。与此同时，高德表示进入网约车行业没有任何商业化目的，顺风

车业务已经率先在成都、武汉两地率先上线，也同时开启了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杭州等城市的车主招募，随后将覆盖全国各地。紧接其后，美团全资收购

摩拜，准备效仿滴滴打造出行一站式平台。 

                                                      
87 这意味着每 100 个中国移动网民中就有 12 个是滴滴出行用户，排名第二的神州专车

市场渗透率为 1.37%，其余网约车 APP 市场渗透率均低于 1%。根据极光大数据统计，在

2017 年，滴滴出行日均新增用户量 70.4 万人，远超其他对手。每日的活跃用户（DAU）数

量超过 1300 万，占比超过 9 成。此外，滴滴出行应用，其 30 天留存率达到 76.1%，也高出

其他平台 10 个点以上（留存率：新增安装用户在指定周期之后未卸载的比例）。极光大数据

发布《2018 年 2 月网约车 app 行业研究报告》。 
88 2018 年 3 月 21 日，美团打车登陆上海，正式开始全国扩张的征途。开城 3 天内，美

团打车日订单量分别为 15 万、25 万和 30 万单。 



 

68 

 

  表 4.2 滴滴各发展阶段的综合信息 

阶段 解决需求 用户群体 商业模式 技术版本 核心事件 

Step 1 高效打车 乘坐出租车

人群 

开拓打车业务，

深耕存量市场 

V1.0~V2.0 

基于商业

理解 

接入微信

支付 

与快的争

夺市场 

Step 2 高效、品质

出行 

乘交通工具

便捷品质出

行的人群 

开拓专车业务，

开发增量市场 

V3.0~V3.6 

基于用户

理解 

补贴价格

战 

Step 3 高效、经济、

品质出行、

一站式出行 

所有有乘坐

非公共交通

工具出行的

人群 

开拓顺风车、快

车、巴士、代驾、

试驾等全方位一

站式出行平台 

V3.6.1~V4

.1.5 

平台迭代

优化 

滴滴快的

合并 

兼并 Uber 

监管文件

出台 

Step 4 高效、经济、

品质出行 ,

一站式+其

他需求 

所有出行用

户+所有流量

用户 

进军资本界和科

技界，跨界开始，

进军外卖 

V4.1~ 美团、高

德进入 

表 4.3 中国网约车不同阶段的市场份额 

时间 滴滴份额 Uber 份额 神州专车 快的 其他 

2014M5 68.1%   30.2% 1.7% 

2015Q1 78.3% 10.9%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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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Q2 77.8% 12.5% 6.4%  3.3% 

2015Q3 78.8% 10.4% 7.6%  3.2% 

2015Q4 79% 8.7% 7.8%  4.5% 

2017Q2 92.5%  3.1%  4.4% 

4.3.2 滴滴的技术创新过程 

（1）平台算法的规模效应 

受益于智能手机和移动通信硬件发展，滴滴快速改变了传统出行模式。结合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形成数据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反哺是网约车平台

的技术发展逻辑。一般而言，网约车平台会先基于启发式算法（Heuristic）构建

初始平台，利用海量数据不断驱动匹配算法的创新，逐步实现最优化的交易撮合

和定价，并由此刺激其他类型的技术创新。因此，网约车平台的技术创新主要体

现为算法的创新，形成了以优化算法（Algorithm optimization）为主干，以大数

据挖掘做个体识别（Personalization，例如用户画像、人脸识别、智慧交通等）技

术为枝的“技术树”创新模式。89其中，智能派单是滴滴的核心技术之一，以预

测未来为派单逻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派单效率提升。90例如，乘客每

次发单，背后都需要借助大规模分布式计算对司机和乘客进行最优匹配，将乘客

与周围大量的司机进行匹配，计算出最优搭配和最佳行驶路径，做到总时间最短，

从而实现平台效率和用户体验最大化。 

                                                      
89 个体特征包括，滴米系统、用户画像系统、精准营销、智能匹配、需求预测系统和运

能预测系统等技术核心竞争力等。技术创新针对个体决策体系，如喜好，是对小费敏感，长

短途敏感，时间敏感，还是对方向敏感等静态特征和司机和订单之间的位置关系、时间关系

等动态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90 滴滴与 uber 在智能派单上有逻辑上的本质区别，uber 是采用经济学逻辑解释，滴滴

是采用 ABC 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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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匹配优化算法具有规模效应。一方面，对于网约车平台而言，

只有数据量出现指数型上升才能驱动算法创新。91网约车平台的优化算法一般基

于非确定多项式问题(NP, 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的原理。在算法的时间复杂

度上92，计算时间随着处理问题的规模会呈现指数增长，这就需要有两类算法的

创新：1）大规模优化算法与模型（large-scale optimization）来减少运算时间；2）

并行计算算法（parallell computing），该算法实质上是把大问题切成很多小问题

来并行处理，来切割需求。另一方面，只有市场垄断者才有动力进行持续的技术

创新。算法创新需要有海量数据为基础和高人力资本投入，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

特征，创新速率会随时间发展而下降。例如，网约车平台在运算速度每降低 0.01

秒或匹配精准度每提升 0.01%的背后，对算法创新的要求将是巨大的，但用户却

很难有明显的体验。93 

例如，我们的受访者提到：“只有滴滴这样的垄断巨头才会考虑投入大量人

力、物理做算法的创新和研发，因为算法的优化效果只有大用户才关心；市场的

小型参与者只要有一小部分市场份额就足够了，他们不太关心算法创新，而更关

注商业模式”。94 

                                                      
91 巨大的用户流量与相应产生的大数据是滴滴所有技术创新所需的数据来源。2012 年

滴滴打车成立以来，其用户数从最初的 2200 万增长至 2018 年的 4.5 亿，日均订单量也达到

2700 万单，每日产生数据量超 70TB。通过对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新数据以及检测这些数据

本身产生的二度数据，包括 ETA、路径规划、实际路线、匹配时间等进行研究、学习，最终

实现订单匹配效率的提升，司机取得更多收入，乘客更加快捷出行。 
92 时间复杂度并不是表示一个程序解决问题需要花多少时间，而是当问题规模扩大后，

程序需要的时间长度增长得有多快。2018 年 4 月 22 日。访谈对象：运筹学和算法专家。 
93 对于高速处理数据的计算机来说，处理某一个特定数据的效率不能衡量一个程序的

好坏，而应该看当这个数据的规模变大到数百倍后，程序运行时间是否还是一样，或者也跟

着慢了数百倍，或者变慢了数万倍。 
94 2017 年 7 月 20。访谈对象：滴滴出行的运筹学和算法顾问专家。访谈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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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模式的创新轨迹 

以滴滴公司为例，技术创新的轨迹主要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系统搭建阶段

（System building-heuristic Algorithm），同步数据计算阶段（Simultaneous data 

processing），分布式系统架构阶段（System architecture），大规模算法优化阶段

（Algorithm optimization），前沿跨界技术创新（Technology frontier）。 

 

图 4.6 滴滴技术创新发展轨迹 

System building-heuristic Algorithm 系统搭建阶段 

网约车平台核心处理交通出行匹配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基于 NP 

(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原理的优化问题。在初始阶段，网约车平台出于对用

户量、成本和系统灵活度的考虑，一般会基于启发式（heuristic Algorithm）算法，

构建简单的系统架构，用不断采购存储器的方式来实现早期扩张，以应付初期的

小规模用户。95在用户不断增长，并发请求增加，业务越来越复杂的发展过程中，

逐步进行算法优化和实现分布式系统架构。 

Simultaneous data processing 同步数据计算阶段 

随着用户量增加，结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进行算法创新，主要实现匹配速

度和精度的快速上升。核心的技术创新有两个，一个是基于 ETA 的智能路径规

                                                      
95 很少有一个应用能准确预测自己的用户量有多大，一开始就为上亿用户去设计一个

极为复杂的分布式架构，几乎不可能。这不仅会带来极高的成本，还会牺牲整个系统灵活度。 

系统搭建阶段

•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同步数据计算
阶段

•用户画像

•智能配对

•滴滴系统

分布式系统架
构阶段

•腾讯云计算

•开放平台

•软件开发工具
包操作

大规模算法优
化阶段

•计算模型和机
器学习

•面部识别

•智能交通系统

前沿跨界技术
创新

•自动驾驶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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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算法，另一个是智能分单算法。预估到达时间算法（ETA, 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基于海量实时出行数据，从原理上克服了传统算法的缺陷，大幅度提升了时间预

估的准确率。96 ETA 应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以提升预估精度。智能分单算法

是从司机和乘客的历史数据中学习接单概率模型，提高司机和乘客的匹配度，利

用运力的规模效应实时地从全局上最优化交通运输效率。 

System architecture 系统重构 

随着滴滴指数增长，采购机器模式无法实现高并发的业务需求，带来了数据

处理和系统架构创新97。滴滴的主体创新有二：结合云计算实现大数据计算需求，

架构分布式系统实现运营稳定。云计算可以帮助企业快速扩展、提供数据集中共

享、快速响应业务需求的功能，防止出现技术故障。98分布式系统架构实现了进

                                                      
96 预估到达时间算法与路径规划的两项地图技术则是滴滴实现最优匹配的关键。滴滴

通过对出行海量的用户行驶数据进行特征挖掘和学习，以最低价格、最高司机效率和最佳交

通系统运行效率为目标设计出全新智能路径规划算法，对未来路况准确预测，考虑司机所有

可能的走法，毫秒级算出 A 到 B 点的最优路径。 
97 2012 年滴滴打车刚成立时，流量很小，不需要架构，两台服务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随着快速的发展，第一次发现性能瓶颈是在 2014 年初“补贴大战”时，订单量一周之内涨了

50 倍。通过分析比较，最终决定整体搬到腾讯云中。面对高并发、海量数据挑战时，滴滴与

腾讯展开合作把系统搬迁到腾讯云。 
98 滴滴和腾讯云的合作，在技术方面有三个方向：首先是安全，在滴滴打车发展过程中，

遭受了多次黑客攻击。腾讯云的大禹安全体系可以很好地给予保护；其次是 CDN 等网络服

务，有些技术是创业公司很难实现的。比如网络层优化，用户手机发送订单时，需要接入最

近的基站，需要找到最优质链路，这些只有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企业才能实现。滴滴日完成

订单超过 2000 万单、每日处理数据超过 2000TB，相当于 200 万部电影，每日路径规划也

超过 90 亿次，约相当于 600 万次/分钟。“现在尽管用户规模每天都在几万或几十万的激增，

但是始终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故障，这或许要归功于后期对于技术的重视和较早选用了云服

务”。张博比喻腾讯云有个“宙斯盾”安全体系，可以扛下 100G 以上流量的 DDOS 攻击，这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很难具备的。再比如 CDN 等网络优化服务，腾讯云有 400+骨
干网节点，提供就近接入的服务，在订单量瞬间暴涨，或者用户处于弱网环境下，保证了网

络的稳定性。对于创业公司而言，在基础平台构建系统运维上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腾讯云

有专人团队维护物理服务器，能让企业将更多精力放到应用层和业务层，以及其他更有价值

的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方面。http://js.qq.com/a/20150709/037282.htm  

http://js.qq.com/a/20150709/0372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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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异步传输、信息流的高使用度、高吞吐，实现更灵活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

模式的接入。99此外，算法也在不断创新，主要是在拼车业务中提高拼成模型准

确率，滴滴得以实现高效实时拼车订单的匹配算法，共享运力资源并降低乘客出

行成本，提高拼成模型准确率。 

滴滴由此成立了技术架构部，以构建三级体系来避免基础数据和应用数据之

间的“污染”问题。100第一，将通用型服务下沉101。通用服务主要包括基础层面的

数据平台（主要是大数据计算和存储，采用 Hadoop 开源系统）和自建数据仓库，

支付、账号体系、计算、存储等通用型服务都置于该架构中。第二，将个性化服

务归到业务层，实现多功能服务开发。业务层主要包括策略架构和实验平台102。

第三，在业务架构层上构建大数据体系，支持新产品开发和策略决策103。 

                                                      
99 自 2014 年初“补贴大战”起到 2015 年滴滴完成了业务主体架构的完善，包括接入微

信支付使滴滴从信息平台转为交易平台和专车业务上线时通用服务下沉等多种架构与算法

的完善。如果一开始你的架构设计不可扩展，有再多的机器，有再多的云解决方案，对你来

说至多是将单机程序跑在了一个虚拟的单机上。 
100 比如一个需求场景形成了 A 的画像集合，其中结合 B 行业又会出现一个 AB 子集，

应用到特殊的场景 C 之后又会形成一个同时满足 ABC 的集合。如果每次都从基础数据抽取

的话，就很容易影响基础数据的稳定性。 
101 补贴大战后，滴滴快的开始组建自己的大数据团队，从百度、腾讯、阿里的云计算

和大数据部门招了几百人，进行了数据导入、清洗、存储、结构化等一系列最基础的处理，

最终建成了滴滴快的的大数据体系。目前扩建后团队的核心力量正在进行大数据 2.0 系统的

研发。这套内部代号为“地平线系统”的大数据架构，克服了 1.0 系统中突出的数据数量与数

据质量、处理速度之间的矛盾，实现了数据纯度、处理速度的跨越式升级。“超级大脑”支撑

了滴滴快的大数据应用所需要的所有基础数据，在此之上是支持产品、商业、运营商业化的

20 人团队。通过数据获取、存储、挖掘、分析、应用和运营等方面的创新不仅可以更加节省

成本、更快速更智能的方式俩解决资源利用和供需匹配的问题，还能够创造新技术、新产品

和新模式。 
102 腾讯云高性能 CDB 支撑，通过实验平台策略迭代更敏捷，快速提取特征完成模型训

练，通过小流量测试验证模型，再搜集用户标准数据特征，优化机器学习模型。 
103 包括：应对大流量、高并发的挑战，良好的运维工具；实时监测线上每一个后端服

务模块的负载，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报警；设定多套应急预案，实现快速反应；降级策略，

在大流量冲击下优先保证主流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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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optimization 大规模算法优化 

该阶段是用大数据计算实现技术树整体成长的阶段，不仅主体的算法“技术

树干”快速壮大，且“技术树枝”也繁茂生长。在大数据激励下，滴滴通过滴米

系统、用户画像系统、精准营销、智能匹配、需求预测系统和运能预测系统等方

式构建了技术核心竞争力。 

“技术树干”的创新主要为大规模优化算法与模型（large-scale optimization）

和并行计算算法（parallell computing）的创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迅速迭

代升级。例如，滴滴构建智能系统——滴滴大脑，通过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云计

算最大化利用交通运力，做出最优的决策。“技术树枝”的创新体现在安全技术、

智慧交通和用户画像等一系列应用技术方面的创新。安全技术创新主要基于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技术104实现了对出行过程中司机与乘客的出行安全保障。

例如，（1）构建滴滴出行安全应急响应中心105，推出“三证验真”、“人像认证”及

“车型一致”等安全产品。106（2）智慧交通方面主要进行了供需预测和智能调度

的技术创新，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短期内的道路情况进行预测并进行实时调控，

                                                      
104 自 2016 年 9 月起，滴滴顺风车新车主首次接单前需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审核后才能

在平台接单，系统要求车主通过摇头、眨眼等动作进行人像采集，并将车主上传的面部信息

及其注册时使用的证件信息与公安部数据库进行比对，成功后才能正式接单。滴滴顺风车新

车主首次接单前需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审核后才能在平台接单，以防止私换司机等违规行为，

保障乘客安全。顺风车系统会要求车主通过摇头、眨眼等动作进行人像采集，并将车主上传

的面部信息及其注册时使用的证件信息与公安部数据库进行比对，成功后才能正式接单。“人
脸识别”技术用来保证司机注册账户和本人信息相符，目前滴滴采用的数据库均有公安部门

的相关备案，且定期更新数据。 
105 2015 年 11 月上线，目前拥有“提交漏洞”、“公告”、“礼品商城”、“个人中心“四大版

块。该平台旨在集合安全领域的专家、白帽子、社会团体及个人共同发现潜在的漏洞信息，

并依此建立漏洞统计分析中心、预知并自查风险、及时修复漏洞，帮助提升自身产品的安全

性，同时为用户营造一个互联网安全出行生态圈。 
106 在行车过程中会及时检测到不安全的状况，以判断是否有安全隐患，并及时给予干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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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潮汐道路与智能红绿灯。以数十亿订单数据和数百万司机位置信息为基础，

预测任意时间段区域的订单需求和运力分布状况。107（3）对用户画像，进行精

准广告推送。108 

Technology frontier 

滴滴核心技术创新围绕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展开，在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

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最优化理论、分布式计算等方面开展前沿研究。除此之外，

滴滴开始触及无人驾驶109、新能源车领域。在智能交通领域，滴滴出行主要采用

数据驱动智慧交通应用的策略。2017 年 10 月滴滴启动盖亚数据共享计划，基于

真实的脱敏数据资源，，推进智能交通落地。 2017 年开始，滴滴与济南、深圳、

成都、武汉等 20 多个城市展开合作，在 1200 余个路口安装智能信号灯，探索

依据交通状况来调节信号时长的策略。110在无人驾驶方面，滴滴开启外部合作模

式：2017 年 3 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人工智能实验室；2018 年 1 月成立 AI 

Labs（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加大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全球智能交通前沿

                                                      
107 基于对历史数据的统计并结合实时订单数据，给出当前全城范围内订单密集区域的

分布，给司机提供有价值的听单位置参考，提高听单概率并减少司机空驶时间。滴滴拥有最

多的出行大数据，覆盖交通路况、司机驾驶行为及车辆数据等多个维度。滴滴拥的算法技术

可实现准确的供需预测，蜂窝动态调价，智能派单、路径规划、智能拼车以及矩阵式服务分

体系。此外，滴滴正在打造的智慧交通云可以利用智能调度优势帮助改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智慧交通云的价值还将体现在帮助城市进行路网优化提供决策依据；交通云未来还可协助设

计智能交通管控方案，提高道路利用率，比如实现智能信号灯控制。人脸识别，轨迹识别等

均为安全领域所采取的重要手段。 
108 比如定位到一个北京用户打车去西单，在分析出其消费偏好的基础上，就可以针对

性地发送特定商场特定店铺的某一类产品的优惠信息。 
109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无人驾驶领域因为有着巨大的行业前景和想象空间。

无论是谷歌、苹果、百度等互联网巨头，还是特斯拉、通用等汽车厂商，又或者是 Uber、
Lyft、Grab 等出行服务商，都将无人驾驶视为重要战略。滴滴在硅谷成立无人驾驶研究室，

主要做无人驾驶辅助技术，用于提高司机驾驶安全。 
110 以济南市的项目为例，滴滴共优化 344 个路口，有效缓解了 10%-20%的拥堵，每天

替市民节省 3 万小时的出行时间，全年可减排 4.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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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2018 年 2 月收购法国专利主权基金的无人驾驶技术专利，此项专利

涵盖激光探测和测距（LIDAR）、雷达（RADAR）、抬头显示器（HUD）和其他

检测相关技术。 

4.3.3 滴滴的商业模式创新 

（1）资本驱动的商业创新 

网约车平台作为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背后的商业模式创新展现了资本驱动、

流量竞争和价格敏感等特性。从应用生态的层面上观察，网约车平台在高速发展

期与移动支付的落地期重合，展现出了惊人的发展态势。互联网巨头以平台为载

体展开了资本竞争，争夺的核心点是用户流量。同时，高额补贴快速培养了用户

使用习惯，资本助推市场份额集中，但平台面临的价格敏感性仍然是核心难题。 

独角兽左右网约车市场格局。中国独角兽企业备受资本和商业巨头的追捧，

在资本的加持下迅速崛起。高达 50%的独角兽企业与 BAT 相关，并受到了中国

政府政策支持，反应出全球资本追逐新经济独角兽的图景。111独角兽企业有典型

的业内描述：“今日的独角兽，明日的行业巨头”，因此投资独角兽企业是对未来

收益的追逐。以滴滴为例，六年内从 80 万启动资金，到达到 560 亿美元市值的

独角兽公司，背后是多轮的资本驱动。112不例外的是，网约车公司背后都有商业

                                                      
111 2018 年中国两会释放政策红利，召回独角兽企业。2018 年 3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寄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迎接新

经济企业回归 A 股上市有了明确的制度安排，以 CDR 方式补回错失的 BATJ 稀罕。有可能

BAJ 将于今年 6 月回归 A 股。 
112 2015 年 2 月滴滴快的实现战略合并后，累计获得来自新浪、腾讯、阿里、软银约 47

亿美元融资。2016 年 8 月滴滴收购 Uber 中国后，滴滴和 Uber 全球相互持股，成为对方的

少数股权股东，滴滴也因此成为了唯一一家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共同投资的企业。滴滴出

行背靠 BAT 生态布局成长为 500 亿美金的独角兽。在 GPS 导航方面，滴滴与中国移动地图

应用前三强进行合作。在支付方面，滴滴借助腾讯和阿里推广移动支付的契机，强强联合，

以大规模补贴在短时间内大量获客。在营销渠道上，滴滴借助 AT 在社交网络方面的布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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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的支持，BAT 三巨头悉数到场。113同时，网约车市场格局由资本塑造。由于

网约车企业初期的开发成本和技术含量并不高，市场推广成为其能否生存下来的

关键力量，资本决定了专车企业烧钱的力度和持久度，最终左右网约车整体格局

变化。 

资本博弈背后是流量争夺。以腾讯和阿里的投资博弈为例，腾讯和阿里投资

网约车都是想扩展自身的业务，吸引流量，滴滴对腾讯微信平台的促进，快的对

阿里支付宝本地生活平台的促进。114阿里与腾讯还有着移动支付的战争，双方都

希望自己的移动支付工具有新的应用场景。115在互联网领域，当一个产品拥有了

海量用户，产品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极具号召力的用户连接渠道，而其他企业跨界

的实质是寻求用户群。116例如，手握流量、司机和租赁公司资源的网约车平台自

                                                      

影响力。通过与微信的深度绑定极大提高了用户接触及使用滴滴的几率，同时支付宝和微信

钱包均内置滴滴出行入口，无需安装客户端也能直接打车，并一键转发微信好友、朋友圈、

微博、支付宝好友等。因此，可以说 BAT 任何一方都在痛并快乐着，滴滴出行背靠着股东

的资源自建出行生态体系，却最终成长为一个高频、高流量、高吸金的 500 亿美金市值独角

兽，而股东任何一方却不能完全拥有。 
113 滴滴接受腾讯投资，快的接受阿里融资，Uber 接受来自百度的战略投资（投向 Uber 

总部），神州专车接受联想控股的投资。 
114 腾讯投资滴滴打车很大程度上是想利用微信这一接口与 LBS 这类软件进行合作从

而发展微信 端的 LBS 业务，包括微信定位，微信地图等；同时联合微支付等服务整合相

关业务。阿里巴巴投资快的打车欲在发展本地生活服务业务，意指形成移 动互联网+社交+
电商的业务闭环。 

115 这场争斗的背后，实际上是移动支付市场的一种竞争。腾讯因为投资滴滴而让微信

支付有了支付场景，并且不断壮大，正是因为滴滴打车接入微信支付才让微信支付发展如此

神速，成为了支付宝强大的竞争对手。2013 年腾讯依靠微信重回巅峰，腾讯也亟需打破阿

里对移动支付的垄断，实现自己连接线上线下的梦想。而打车服务用户群 体与移动支付用

户的天然结合，恰巧成为腾讯最佳的发力点，借助微信与 QQ，腾讯发起了此次 O2O（Online 
To Offline）的试水大战。阿里同时也看准了交通出行行业的发展前景，凭借着用户移动支付

的惯性，试图在将场景支付融入到一起，形成阿里生态圈。这场大战也加速了乘客使用手机

支付打车费的进程，培养出用户移动支付的使用习惯。在腾讯、阿里巴巴的支持下，正成为

一场移动支付的“启蒙”战争，为线下支付提供更多场景。  
116 从滴滴的角度看，在移动流量场景化的背景下，场景成了虚实交互融合的核心，滴

滴们尽管手握大量用户和资本，但他们仍然需要连接更多汽车服务和生活服务相关的使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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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充当了流量分发者的角色，众多物流公司、移动电商也都在积极争取合作117。 

平台经济的价格敏感性。虽然行业并购带来的份额提升有助于提升盈利能力，

但网约车市场中，乘客和司机天然具有较强的价格敏感性。对出行平台而言，平

台的盈利能力和客户体验相互制约。一旦平台转向关注盈利能力，就可能给跨界

而来的新进入者带来机会，引发新一轮市场格局竞争。如要在客户体验和盈利能

力之间有效平衡，则需向重资产模式演进，积极布局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以降低

成本和提升壁垒。例如，滴滴仍然面临高佣金比例的问题，滴滴目前对专车每单

抽取 17%的提成，快车、出租车约车业务的提成为 20%。 

（2）商业模式的创新轨迹 

滴滴从最初单一呼叫出租车的业务逐步发展出了专车、顺风车等不同业务。

在发展专车、顺风车等横向业务的同时滴滴也跨界到共享单车和外卖等业务，并

与多个地方政府开展智能交通等公共服务；滴滴也对海外性质类似的平台企业进

行投资或与之合作。其具体表现在五个阶段，出租车叫车模式（Taxi hailing 

service），共享出行模式（Ride Sharing service），一站式出行模式（One-stop 

transportation service），公共服务模式（Public facilities）和跨界模式（Transboundary 

operation）。 

                                                      

景来夯实自身的品牌地位。从合作商的角度看，与滴滴等专车平台的跨界合作实际上是借由

这类高黏性与高频次应用，找到与用户连接交互的密钥，锁定包括出行、物流、商务、娱乐

每个节点之点对点的无缝连接，构成稳固的场景。场景成为不同品牌间用户的连接器，如在

打车场景中，用户既是滴滴 Uber 的用户，也可能是电影、游戏的用户，也可能钻戒的购买

着，旅馆的租赁者，就在这样一个出行打车场景中用户成为了中心。 
117 2015 年 8 月小米与滴滴出行合作推出“一键叫机”活动，通过滴滴下单可买到小米最

新产品并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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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滴滴商业模式创新轨迹 

 

Taxi hailing service 出租车叫车模式： 

滴滴成立初期，主要的商业模式为通过手机打车软件对出租车进行在线呼叫，

实现了第一批初始客户的积累。在滴滴与快的进行补贴大战时，滴滴引入了微信

支付端的接口，从而将滴滴从一个信息平台转换为交易平台，成功助力滴滴占据

网约车的垄断地位。 

 

Ride Sharing service 共享出行模式： 

在成为交易平台之后，滴滴开发了非出租车的叫车业务模式，开始探索共享

经济模式。滴滴面对中高端群体推出了专车业务，车辆和司机均来自有资质的汽

车租赁公司和司机劳务公司。借助专业运力，滴滴充分发挥了连接供需双方平台

的作用，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初现。2015 年 5 月，滴滴借助社会闲置车辆和运

力，推出了第三款产品——滴滴快车，平台经济模式自此真正转向共享经济模式。 

 

One-stop transportation service 一站式出行模式： 

借助大数据系统构建和大量数据的积累，滴滴发现了部分人群出行轨迹相似

出租车叫车模式

•基本客户培养

•价格补贴

共享出行模式

•可微信支付

•顾客忠诚度

一站式出行模式

•滴滴专车、滴滴
打车、专职滴滴
司机

•一站式移动交通
平台

公共服务模式

•滴滴站点

•城市交通优化

•司机背景检查

跨界模式

•进入金融行业:申
请金融牌照

•扩张实现多元化:
并购投资平台公
司和外卖平台



 

80 

 

的特征，推出了顺风车业务。此后，滴滴开始实施“开放平台”的商业模式118，不

断接入新的业务模块，也推行“去自我化”理念，主动进入别的 APP。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中，滴滴推出了代驾业务，进入公交、包车、班车领域，推出了滴滴巴士，

同时租车业务上线，还接入了共享单车 ofo 等。这种双向吸纳的开放平台模式很

快为滴滴吸引到了巨大的用户流量，打造了一站式的出行平台。滴滴的战线扩展

至出行与人的两个维度。车可以对接车险、车保养等车后市场，人则可以延伸更

多的增值服务，例如地图、LBS 营销、广告投放、对接 ofo 等等。 

 

Public facilities 公共服务模式： 

滴滴除了在业务层面进行横向拓展之外，还与其上下游产业形成了紧密的合

作网络，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全产业链合作。例如，与出租车公司探索智能派单119，

与汽车企业合作新能源汽车出行120，与客车公司合作新能源巴士与客车智能化121，

与移动网络公司等展开流量合作等122。此外，滴滴凭借其掌握的出行大数据优势

                                                      
118 2016 年 1 月。滴滴出行正式上线了“开放平台”，该将对第三方应用、个人开发者全

面开放 SDK 接口。第三方 APP 接入开放平台后将具备“打车功能”，增加自身附加值。用户

可在第三方 APP 内直接使用滴滴呼叫出租车、快车、专车和代驾，无需下载安装滴滴出行

APP。在前期试运行期间，滴滴出行开放平台 SDK 接口已吸引到腾讯地图、微信、支付宝、

高德地图、艺龙旅行、大众点评、墨迹天气等 30 家知名应用接入。 
119 截止 2016 年底，滴滴与全国数十座城市的 150 多家出租车企业在在智能派单、流量融

合展开合作，升级出租车行业运营管理模式。企业均引入滴滴的互联网技术、计算机算法、

平台大数据和运营管理思路。2017 年 3 月起，丽江所有的巡游出租车和出租车司机都接入

滴滴平台，是国内首个全量出租车线上化的城市。 
120 2015 年 6 月和 2018 年 3 月，滴滴快的与北汽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整车

销售、汽车后市场、新能源汽车运营、大数据应用、出行服务、定制车及充换电、车联网、

企业用车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121 2015 年 9 月 11 日，全球最大的移动出行平台滴滴快的正式与全球最大的客车制造企

业宇通客车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在资源互补的基础上，在新能源巴士以及无人驾驶等

客车智能化前瞻技术的落地推广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打造良性循环的互联网巴士生态。 
122 2014 年 6 月，滴滴打车与北京联通在定向流量方面开展合作，北京联通用户使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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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发的信用服务体系，123逐步进入到公共事业领域，自此商业模式纳入了政府

要素。主要的政企合作模式包括，协助优化交通出行效率124，打造智能交通理念

125，开发智慧信号灯126，帮助政府进行犯罪查询，127设立科技研发机构等。128 

 

Transboundary operation 跨界模式： 

                                                      

滴打车软件，所产生的流量全部不计入用户套餐内，而是由滴滴打车进行付费。双方将围绕

滴滴软件信息平台，在短信、流量、电子商务、用户发展与维系、新产品开发与推广等方面

进一步加强多维度合作。2014 年 10 月，滴滴与电信展开深入合作，双方在手机流量、个性

化套餐、手机终端等多个层面展开深入合作。滴滴将依托中国电信卓越的天翼移动网络及移

动互联网数据，获取中国电信优惠的流量池或流量包服务，为用户提供优惠的手机终端、个

性化套餐产品。双方相互开放包括滴滴 APP 产品、业务数据入口，实现电信用户的流量订

购及电信移动掌厅客户端对滴滴 APP 接口的调用，以积极探索基于移动出行的电子商务模

式。 
123 到 2016 年 9 月，滴滴出行正式上线服务信用体系。滴滴将基于服务信用体系丰富车主

权益，让提供优质服务的车主能够享受更多的福利。滴滴将从接单、接驾、送客、行程后评

价四大维度提取多个数据值，用以客观、准确地计算每位滴滴快车车主的服务信用值。 
124 滴滴在交通出行领域中平台属性业务的拓展积累了大量的市民出行与乘车数据，并依

托于人工智能技术可在一定范围内对短期未来的交通变化情况进行预估，缓解交通压力。 
125 2015 年 8 月，滴滴在上海推行“滴滴车站”，市内设置多个滴滴车站，在例如商场等交

通拥挤路段为司机与乘客提供上车地点，以优化城市交通布局，方便市民出行。2015 年 8
月，滴滴与珠海市交通规划研究与信息中心共建“出租车信息服务平台”，双方将就车辆和驾

驶员身份识别、预约合乘等展开合作。 
126 2017 年 3 月初开始济南交警与滴滴出行合作，基于滴滴平台浮动车轨迹，以及济南交

警卡口、地磁等多元数据之后，研发出的新型“智慧信号灯”。滴滴的“智慧信号灯”在大数据

源、数据挖掘推导、大数据计算处理，以及配时方案强复制性等方面具有数据和技术方面的

优势。 
127 滴滴是唯一一个与国家相关部门展开合作并共同进行犯罪记录筛查的出行平台。司

机和车主在注册滴滴账户时，需要提供“身份证”、“驾驶证”和“车辆行驶证”信息，只有三证

信息全部真实有效才能成功注册。而在三证验真的基础上，滴滴与公安机关在全国违法犯罪

人员信息系统、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毒品犯罪嫌疑人员数据库、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

平台、重性精神病人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实时全面查询比对，从而防止上述三大类可能威胁乘

客安全的前科人员进入平台。2016 年 9 月滴滴出行与深圳公安刑事侦查局（深圳 CID）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对加入滴滴的司机开展实时身份信息审核、背景筛查，以创新方式

为网约车行业安全保障。 
128 2015 年 12 月北京交通大学宣布与滴滴出行共建“北京交通大学滴滴共享交通大数据

研究中心”，以期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整合，以研究应用为核心，建立大数据智慧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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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主要的商业模式为跨界创新。跨界商业模式创新体现在三个方

面，进军金融界，同行业收购投资和跨界经营。（1）进军金融界。滴滴陆续开发

理财产品129，创建金融租赁公司130，承担银行与保险功能131，申请金融牌照，进

入互联网金融行业等。132（2）收购投资。滴滴在商业模式方面的另一种创新表

现为对海外同类企业的投资，将大笔融资资金用于投资海外的企业。通过投资海

外打车应用，滴滴可以在与 Uber 对抗的同时加强跨国业务合作与技术进步。例

如，滴滴在国际市场上投资美国 Lyft 1 亿美元、印度 Ola 0.25 亿美元，投资中东

和北非 Careem、收购欧洲与非洲的 Taxify 12%股权，向东南亚的 Grab 投资 20

亿美元，收购巴西 99 打车，并进入其董事会。133在国内市场上，滴滴也开始注

                                                      
129 2015 年 5 月，滴滴一号专车与 P2P 平台点融网共同宣布余额生息功能上线，推出行

业内首个会赚钱的账户，年化收益率达 14%。专享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目的是让用户的沉淀资

金活起来。 
130 2016 年 3 月滴滴出行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全资子公司“众富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其股东为香港子公司“快富控股有限公司”资本 10 亿人民币，法人代表为滴滴创始人程维，

经营融资租赁、担保等业务。标志着滴滴正式涉足汽车金融领域。 
131 2016 年 8 月，滴滴在其手机 App 端的试驾商城中推出了其分期购车产品“滴分

期”。滴滴出行还通过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了深圳北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涉及商业

保理等金融业务。 
132 2017 年 3 月，传闻滴滴出行将全资收购持牌支付机构一九付，以获得支付牌照，

交易价格为 4.3 亿元。作为国内最大的出行服务商，滴滴掌握了大量的用户用车需求，并且

平台上有大量的司机，以及对接了很多租车企业，每日产生巨额的交易费用，支付牌照是滴

滴做互联网金融业务绕不开的一环。 
133 2015 年 8 月开始，滴滴陆续投资全球出行平台。例如，滴滴对美国打车应用 Lyft 进

行投资，投资东南亚地区的领先出行平台 GrabTaxi，印度规模最大的移动出行平台 OlaCabs，
以及巴西最大的本地移动出行服务商 99 Taxis 等等。2015 年 9 月，滴滴快的对美国打车应

用 Lyft 进行投资，滴滴快的和 Lyft 打通跨境运营平台。滴滴在美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打车

应用 Lyft 的 E、F 轮阶段连续下注。同时在 2016 年 4 月 12 日，滴滴出行与 Lyft 完成一

期产品打通，滴滴海外正式上线，中国游客去美国游玩，即可用滴滴出行 APP 呼叫到 Lyft 
的运力。2015 年 8 月，滴滴投资于东南亚打车应用 GrabTaxi。2015 年 9 月，滴滴快的投资

于印度打车应用 Ola。2017 年 1 月滴滴出行与巴西最大的本地移动出行服务商 99 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对其进行投资。滴滴成为 99 战略投资者，并将加入 99 的董事会。巴西是全球第二

大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市场。99 由本地青年创业者创立于 2012 年，为消费者提供在线专车和

出租车召车服务。截止目前，99 已覆盖巴西全国 550 个城市，拥有超过 140,000 名注册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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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同类出行平台的投资，例如收购考拉班车，公交 APP，共享单车 ofo 等等。134

（3）跨界经营。滴滴逐步投资“饿了吗”与竞争者 Uber 同步对抗，并同时进军同

城配送、新能源汽车等行业。135 

4.4 芜湖网约车的适应性监管 
芜湖市作为全国第一个对网约车细则开展全面公平竞争审查的城市，打破了

出租车领域的“行政垄断”，并因此获得了中国法制政府奖。同时自 2017 年 7 月

至 2019 年之间在芜湖市网约车监管过程中交替出现了强制性监管与适应性监管

措施。其监管措施的更替是对中央政策与地方自由裁量权间的平衡。其第一版网

约车政策是基于中央刚性政策所制定的强制性监管措施。但第一版网约车政策的

                                                      

和超过 1 千万下载用户。99 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巴西一线城市的市场持续保持领先的

地位。2017 年 8 月，滴滴出行宣布与欧非地区移动出行领军企业 Taxify 达成战略合作，通

过投资以及智能交通技术研发等方面协作。滴滴将通过投资以及智能交通技术研发等方面协

作，支持 Taxify 在多元市场进行更深度的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Taxify 于 2013 年成立于爱

沙尼亚，是欧洲和非洲地区成长最快的移动出行企业。目前其出租车和私家车共享出行服务

网络遍及欧洲、非洲、西亚的中心城市；触达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南

非、尼日利亚、肯尼亚等 18 个国家，拥有超过 250 万用户。2017 年 8 月，滴滴投资于中东

北非地区移动出行平台 Careem 达成战略伙伴关系。 
134 2015 年 9 月滴滴收购考拉班车，由滴滴巴士接管运营。另外，程维本人为实时公

交 APP 车来了的股东之一，该产品可以检测公交到站的时间以及公交路况等信息。滴滴最

终在众多单车中选择了 ofo，并且滴滴在 ofo 的 B 、C 、D 轮融资阶段连续加注，据《财

经》杂志统计，目前滴滴占 ofo 30% 的股份，并且在董事会有两个席位。2016 年 9 月 26
日，滴滴出行宣布数千万美元战略投资共享单车平台 ofo，未来双方将在城市出行领域展开

全方位合作。 
135 2015 年 11 月，滴滴出行战略投资饿了么，且在饿了么董事会中占有一席。饿了么

是目前美团外卖最大的竞争者。双方将合力搭建两个轮子的电动车加四个轮子的汽车的 2+4
同城配送体系。双方计划将合作扩展到快递、商超、生鲜等领域。不过彼时滴滴的考虑并非

竞争，而是同为网约车平台的 Uber 也做了外卖业务 UberEATS，并有可观的收入。据《金融

时报》2017 年 10 月报道，UberEATS 约占到 Uber 全球流水的近十分之一，该业务 2017 年

的毛销售额可能超过 30 亿美元。2018 年 2 月 7 日，滴滴出行宣布与北汽新能源、比亚迪、

长安汽车、东风乘用车、 东风悦达起亚、华泰汽车、江淮、吉利、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奇

瑞、中国一汽、 众泰新能源 12 家汽车厂商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建设新能源共享汽车服务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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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没有能够解决新旧业态矛盾的同时加大了二者间冲突。而对第一版网约车政

策的修订则是在中央包容性政策所提供的窗口期采用的适应性监管措施。通过芜

湖市的案例我们能够发现在中央政策的包容性与刚性共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

如何利用自身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对平台经济进行监管，进而对平台的合规化、创

新、以及新旧业态的融合起到影响。 

快速发展的平台经济对传统行业造成冲击的同时，也给政府监管政策的制定

与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深入分析芜湖市网约车行业监管条例的出台与修订

过程，识别出我国条块相连的多级政府监管体系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潜

在后果。我们指出，中央与地方条块相连的监管体系与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

是政府监管平台经济的制度特征；地方政府采用选择性执行的策略来应对与调整

中央政策框架，为平台经济的地方产业发展塑造制度环境；强制性监管措施有可

能制约平台经济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并趋于回归传统产业;而具有适应特性的监管

框架有助于促进平台经济的发展与创新。 

芜湖市第一版网约车政策的出台及修订过程在前后不到 10 个月的时间内完

成。两版网约车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强制性监管与适应性监管的对比。而与其相对

应的中央政策分别为包容性政策和刚性政策。而芜湖市交委在执行中央政策时表

现出了选择性执行的特征：在满足上级主管业务部门交通部的政策要求的前提下，

选择性执行其他中央部委的政策。中央政策表现出刚性时地方政府选择强制性监

管措施；中央政策表现出包容性时地方政府选择适应性监管措施。 

4.4.1 政府监管的影响机制 
结合现有理论以及对现实情况的调研，我们提出了如图 4.8 所示的政府监管

对平台经济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中央针对平台经济出台的政策具有包容性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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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两个方面。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具有有限的选择性执行的权利。 

假设 1：如果中央政策的包容性较强，地方政府选择更加适应平台经济发展

的监管措施； 

假设 2：如果中央政策的刚性较强，地方政府政府则会选择强制性监管的措

施。 

政府监管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平台的合规化、创新能力和与传统行业

的融合等三个方面。 

 

 

图 4.8 政府监管对平台经济的影响机制 

（1）中央政策的包容性与刚性 

中央对平台经济进行监管的过程体现了政府对新兴经济业态即鼓励又审慎

的态度。中央层面不同部门针对平台经济所出台的多个政策可以从政策的包容性

与刚性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包容性政策之间形成“协同”作用；包容性政策与刚性

政策之间会形成“冲突”的关系。 

中央政策的包容性体现在政府为平台经济提供与传统行业进行公平竞争的

机会的同时鼓励平台进行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为了能够通过平台经济的发展促

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央出台的包容性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设立高于

传统行业的行政壁垒。包容性政策的另一特点是不会涉及非常具体的业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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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执行层面出现了一定的模糊性，从而为地方监管者提供了一定的自由裁量

权的空间。 

刚性政策通过强制性约束力命令方政府执行中央旨意。社会外部压力与既有

制度的约束导致中央刚性政策的出现。一方面平台经济对传统业态造成巨大冲击

导致围堵、上访等群体性事件频发；另一方面消费者遇难等突性发事件引发的社

会舆论迫使中央政府做出回应。在中国“条块相连”的制度体系中，中央特定业务

部门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传导机制迫使地方下级部门执行中央政策。面对刚性较

强的中央政策，地方政府可以自由裁量的空间非常小。 

（2）地方监管措施的选择 

当中央出台的政策同时包含包容性政策和刚性政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何

选择对平台经济的监管措施呢？地方政府需要对中央上级部门的行政命令与自

身自由裁量权之间进行平衡。在“条状”部门垂直管理体系中地方业务部门需要满

足上级部门的政策要求；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块状”管理体系中地方业务部门可以

结合自身情况选择性地执行个别政策。 

包容的中央政策使得地方政府选可以对新兴经济业态采取适应性监管措施；

刚性的中央政策迫使地方政府采取强制性监管的措施。新兴经济业态的商业模式

与采用的技术手段与传统产业差距较大，如果地方政府希望制定的政策更加能够

适应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摆脱传统监管路径的束缚。但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各级政

府对平台经济运行逻辑认识程度的不足，在制定政策的初期依然采用固有监管方

式。因此地方政府能否对平台经济采取适应性监管的重点在于中央政策是否足够

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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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监管对平台经济的影响 

政府监管对平台经济的影响包括平台的合规化、创新能力和与传统业态的融

合等三个方面。 

第一、平台经济作为新兴经济业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合法参与到市场中。

包容性政策的目的在于能够使更多的主体参与到市场运行中从而促进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地方政府采取强制性监管措施，竖立较为严苛的行政壁垒会导致多数

已经处于市场运营状态的主体无法满足行政许可而处于非法的身份；但政府采视

平台发展的不同阶段而采取相应的适应新业态发展监管措施能够通过合规化的

手段而为平台的发展提供最初的空间。 

第二、平台的创新能力受到政府监管措施的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采取强制

性监管措施会使平台企业的主要精力聚焦于为了满足政府行政要求上，从而限制

平台企业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平台作为一种数字化的准公共领域，技术与商业

模式的创新需要基于市场运行所产生的大数据。政府过多地限制平台的行为会迫

使平台无法针对市场需求而进行创新；但政府与平台间有效的合作则会对政府的

治理能力与平台技术进步双方都会有所益处。 

第三、平台经济与传统二元对立产业的主要区别在于通过第三方平台的介入

更加有效地进行信息匹对。因此政府对平台的定位决定了采取的监管措施的方向。

平台的本质是基于互联网的扁平化的虚拟经济。将监管传统行业的方式套用至平

台经济会导致平台在商业模式、组织架构等方面逐步向传统行业靠拢，进而催生

出“外新内旧”的新型传统产业。 

4.4.1 芜湖市网约车政策历程 
结合全国网约车行业的发展情况，根据芜湖市网约车政策的变更，本文将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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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市网约车行业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如表 4.5 所示的四个阶段。2012 年是我国网约

车行业的元年。从无监管到全国监管体系的建立，对于平台经济的监管政府仍处

于探索阶段。从 2012 年到 2019 年芜湖市网约车行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无监管

期、模仿期、适应期和执行期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分别对应无政府监管、强制性

监管的执行、向适应性监管转型以及回归强制性监管的逆转过程。 

表 4.5 芜湖市网约车行业监管阶段 

 
2012.02-

2017.07 

2017.07-

2018.05 

2018.05-

2018.09 
2018.09-2019.01 

阶段 无监管期 模仿期 适应期 逆转期 

地方政府政

策 
无政策 

芜湖第一版 

网约车政策 

芜湖第二版 

网约车政策 

中央政策 
无监管； 

网约车新政 
网约车新政 

国务院公平竞

争审查意见 

交通部下架顺风车文

件；清退不合规车辆 

地方监管方

式 
无监管 强制性监管 适应性监管 强制性监管 

平台 经济业

态发展 

快速发展、平

台技术与商业

模式创新速度

较快、新旧业

态矛盾频出 

网约车平台合

规化率低、新

旧业态矛盾加

剧 

合规化率显著

提高、新旧业

态矛盾缓解、

加速平台创新 

平台的共享属性消

失、平台向传统业态

转型 

 

第一阶段为无监管期。虽然中央制定的网约车新政出台于 2016 年，但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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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芜湖市才出台了第一版的网约车监管细则。因此这一阶段为芜湖市

网约车行业的无监管期。在无监管期、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手机叫车行为在

城市居民中迅速推广，网约车平台在芜湖市得以快速发展。网约车平台出现初期，

主要是依靠出租车线上接单，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陆续出现了专快车、顺风车等

新型业务；平台匹配供需的方式也从单一的抢单模式发展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派

单模式。网约车平台业务的多元化与居民打车习惯的改变导致巡游出租车线上接

单数量下降、线下打车人数减少。因此网约车平台与传统出租车行业间的围堵等

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 

第二阶段为模仿期。2017 年 7 月芜湖市第一版监管细则出台。第一版细则

的出台主要是考虑到三个方面的因素：1.落实交通部 2016 年出台的网约车新政

中的相关要求 2.模仿省会合肥已出台的网约车监管细则 3.通过抬高网约车行业

合规门槛缓解新旧业态间的冲突。在模仿期芜湖市监管部门并没有切实考虑到网

约车平台的运行特征以及相匹配的监管需求。在满足中央部委要求的同时几乎照

搬了省会的政策。另一方面，出租车司机群体不满情绪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整体

业务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出租行业具有特许经营权，而网约车非法运营的

“黑车”业务。因此在出台第一版监管细则的时候政策制定者认为，如果将网约车

平台、司机与车辆合规标准抬高，让多数网约车不能够合法化并自动退出市场的

话，就能够解决新旧业态间的的矛盾了。第一版监管细则中规定网约车平台必须

在本市成立分公司，并且对网约车车辆轴距、排量、车龄等要求都高过了本市多

数车辆的情况。 

第三阶段为适应期。出台的第一版监管细则加剧了新旧业态间的矛盾是促使

芜湖市政府改变监管方式的原因；《国务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意见》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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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芜湖市修订原有监管细则的政策窗口。2017 年 11 月滴滴在芜湖的派单模式

的变化导致出租车司机的接单量明显下降之后，将网约车与出租行业间的矛盾推

向了高潮。200 多辆出租汽车围堵网约车，并进行了群体上访。面对严重的群体

性事件监管部门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组织了上百场的座谈会，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

诉求进行了解。而后走访杭州、金华等地，对不同模式的监管方式进行调研。同

时与国内最大的网约车平台公司滴滴进行战略合作，在保障芜湖市出租车行业健

康发展的前提下共同开展智慧交通等业务。在经历上述准备工作后芜湖市在制定

第二版的网约车政策时思路转变为将行政准入壁垒降低136，从而让更多的主题参

与到市场中。另一方面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国务院出台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实施细则（暂行）》为第二版的政策出台打开了政策之窗。在该细则第 14 条规定

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这项标准成

为了芜湖市修改旧版网约车细则的重要依据。芜湖市第二版的监管细则通过更加

适应性的监管措施对平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四阶段为逆转期。在修订版的网约车监管细则出台后然芜湖市地方监管部

门希望通过鼓励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对传统产业起到转型升级

的作用。但是于 2018 年 9 月交通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

                                                      
136 在出台第二版的细则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各地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专家论证、部门

协调、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和结果公开的决策程序。其次，在平台标准方面，

一是对于非芜湖本市的企业法人，不再要求在本市设立分公司，仅要求设立具有相应服务能

力的办事机构；二是不再要求平台重复向芜湖市接入数据信息；三是不再要求网约车平台公

司在芜湖市纳税。在车辆标准方面，一是不再要求车辆为市区注册登记，改为本市牌照；二

是将车龄要求由 3 年放宽为 5 年；三是降低车辆轴距和排量要求，标准不高于或等于市区

主流巡游车。在驾驶员标准方面，一是不再要求网约车驾驶员取得市区居住证，改为本市居

住证；二是取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6 年有效期的规定；三是取消车辆和人员的

许可关联，实行车辆、人员分类许可，营运时三证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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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出租汽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国顺风车业务无限

期下线并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前清退各网约车平台所有不合规车辆。第二版的网

约车细则全方面降低了网约车行业的准入门槛，并与国内主流网约车平台达成了

多项合作协议。 

4.4.2 强制性与适应性的监管交替 
芜湖市对网约车平台的监管方式可以分为强制性监管和适应性监管两种。根

据芜湖市网约车行业发展的四段历程可以看出，政府强调行政指令时采用的是强

制性监管；监管方式更加符合平台经济特征时采用的是适应性监管。在四个阶段

中模仿期和逆转期采用的是强制性监管。在模仿期，虽然第一版的网约车政策主

要参考了省会合肥，但其中的部分条款中对平台许可落地和车辆、驾驶员办证等

方面树立了较为严苛的标准。监管部门试图通过强制性手段将网约车排斥在市场

之外从而缓解新旧业态间的矛盾。在逆转期，交通部关于无限期叫停顺风车业务

的通知也是基于强制性监管手段干预平台运营的方式。连续两期顺风车事故引起

的社会舆论迫使中央主管部门作出回应。而通过行政指令强制叫停业务的方式也

导致了芜湖市采取的适应性监管方式的“逆转”。在适应期，芜湖市试图通过建

立适应平台经济特征的方式为网约车行业的发展塑造相应的制度空间。其主要做

法包括提高网约车合规率、降低平台落门槛以及放宽驾驶员要求等。另一方面建

立政企合作的智慧交通项目也是适应了平台作为准公共领域的属性。图 4.9 为中

央政策对芜湖市监管方式的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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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中央政策对芜湖市网约车政策的影响 

 

芜湖市政府监管方式的选择受到中央政策的包容性与刚性的影响。中央政策

包容性为地方政府采取适应性监管提供自由裁量的空间；中央政策的刚性迫使地

方政府采取强制性监管措施。从无监管时期到模仿期的强制性监管措施的建立是

基于交通部出台的网约车新政。网约车新政中关于平台、车辆、驾驶员的条款要

求地方政府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从模仿期的强制性监管措施转变为适应期

的适应性监管的制度原因为国务院《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所提供的政策窗口。

该细则中关于不得设立歧视性的准入与退出的条例为芜湖市网约车监管部门能

够修订原有政策进而采用适应性监管措施提供了契机。从适应期到逆转期强制性

监管措施的再度启用是因为交通部关于无限期叫停顺风车业务和清退所有不合

规车辆的通知。在条装部门管理系统中刚性政策的直接传到迫使地方主管不得不

执行上级业务部门的行政命令，从适应性监管逆转为强制性监管。 

不同监管方式对网约车平台的影响包括平台的合规化、创新能力和与传统业

态的融合等三个方面。芜湖市第一版网约车政策中过高的准入门槛导致到 2017

年底全市在各类网约车平台上注册的约 5.5 万辆网约车中只有 46 辆办理了网约

车营运证、180 人新考取了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第一版监管细则的出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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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强制性行政手段确实有效抑制了网约车的合规化。但是新旧业态间的矛盾没有

得以缓解的同时抓捕不合规网约车量的工作又对市交通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工作

压力。在第二版的网约车政策中全面下调对平台、车辆与驾驶员的准入门槛。自

2018 年 5 月 11 日细则修订发布至 2018 年 9 月，滴滴平台顺利落地，7 家网约车

平台取得经营许可证，滴滴完成 4500 辆非皖 B 牌照的车辆清理，250 余辆网约

车取得道路运输证，6900 余名驾驶员取得网约车从业资格。新旧业态间的冲突

得到明显缓解的同时，网约车平台也利用实时交通大数据为芜湖市智慧交通的建

设提供了基础。顺风车业务的无限期下线和清退不合规车辆意味着网约车平台对

于社会闲置资源的利用功能的消失。另一方面，大量原本为私家车属性的车辆变

更为营运车辆实质上将扁平化的互联网平台逐步变成了新型出租车公司。 

4.4.3 政策环境对业态的影响 
第一版的监管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项重要参考依据是省会合肥已经出台的

监管条例。由于当时全国各地都存在制定网约车监管条例的问题，因此出现了“全

国看首都、地方看省会”的现象。由于省会是依据北京出台的条例而制定自己的

政策，所以北京的监管措施就传达到了芜湖市。而首都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压力和

交通拥堵压力所制定的政策具有非常强的强制性特点。但是这种监管策略不一定

适用于芜湖市。因此，芜湖市出台的第一版监管细则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

剧了社会矛盾与监管压力。虽然当时的监管条例较为严苛，但是从政策环境到具

体监管条例中并没有针对共享经济业态制定特殊的规章制度，因而虽然网约车行

业的合法化与发展受到了阻碍，但其的共享经济功能还在发挥作用。 

而在制定第二版的监管政策时主要政策依据是国务院出台的《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实施细则》。2017 年 7 月第一版的《芜湖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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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暂行）》出台之后由于存在严格立法、普遍违法和政府选择性执法的

事实情况，尤其是在 2017 年 11 月发生了出租车群体性上访事件之后，芜湖市不

得不对第一版网约车监管细则进行修订。2017 年 6 月 2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

出要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出台新的准入和监管政策。同年 7 月，国

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发改高技

〔2017〕1245 号），提出“要避免用旧办法管制新业态，破除行业壁垒和地域限

制，清理规范制约分享经济发展的行政许可、商事登记等事项，进一步取消或放

宽资源提供者市场准入条件限制，审慎出台新的市场准入政策。” 2017 年 10 月

23 日国务院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在第 14 条市场准入和

退出标准中提出，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这项标准成为了

芜湖市修改旧版网约车细则的重要依据。因为旧版网约车细则对网约车司机准入

门槛定的过高。 

2018 年 9 月交通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和私人小客车合乘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以来，芜湖市交管局加强本地不合规车

辆清退工作的同时，国内各大网约车平台也在努力申请各地平台营运资质，并逐

步清退平台上不合规的车辆。虽然芜湖市第二版细则出台时的一项重要理念是促

进共享经济业态的发展，但是该通知中对各大网约车平台上顺风车业务的下限直

接导致了整个网约车行业的共享经济属性的消失。 

4.4.4 适应性监管的应用启示 
我国对平台经济监管方式处于探索阶段。传统的强制性监管与针对新经济的

适应性监管措施同时作用于平台经济。我国条块相连的制度特征与地方政府有限

的自由裁量权是强制性监管与适应性监管同时存在的制度基础。平衡新旧业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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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冲突、回应社会舆论压力是政府监管摇摆于强制性监管和适应性监管两者之间

的现实原因。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三点。 

地方政府通过选择性执行中央政策对平台经济的发展塑造制度环境。中央针

对平台经济监管出台的政策具有包容性与刚性两个方面。包容性政策为平台经济

提供与传统产业公平的竞争环境；刚性政策通过强制性行政指令约束平台经济的

发展。地方政府作为具体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首先要满足条状业务管理系统

中上级中央部门的政策要求。然后根据各地情况，选择性实施其他中央与地方其

他部门的政策。包容的中央政策为地方政府采取适应性监管提供自由裁量的空间；

刚性政策迫使地方政府采取强制性监管措施。 

强制性监管束缚平台经济发挥优势的同时迫使向传统产业转型。平台经济的

特征在于基于第三方平台的运算对供需双方的实时信息进行匹对。与传统供需双

方直接交易的二元模式不同，平台经济属于扁平化的虚拟经济。大数据的生成与

计算是平台经济得以运行的基础。行政许可、行业标准等传统产业的监管手段在

限制平台市场行为的同时会在组织模式方面迫使平台经经济向传统产业转型。 

适应性监管促进平台经济的发展与创新。确定平台经济的市场与技术边界是

适应性监管得以实施的基础。平台自身的商业模式、技术进步与世界各国对平台

经济的监管都处于探索阶段。市场与监管双方的不确定性要求更加适应长远发展

的适应性监管措施。平台作为准公共领域，数据安全、产业升级等因素要求监管

方摆脱传统的强制性监管措施。能够适应高度不确定性未来的更加包容的监管政

策在为平台提供市场参与权利的同时会促进平台自身的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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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探索中国网约车产业监管模式 
随着产业的发展，当前对于平台经济的监管已经存在了很多争议和讨论，例

如社会风险谁负责来化解，是监管部门，还是平台公司？这些社会风险谁来解决

更加具有效率，是掌握信息的一方（平台公司），还是拥有权力的一方（监管部

门）？政府具体监管谁，责任具体如何划分？是监管服务的供给者，还是平台公

司等等。虽然这些监管的本质问题难以解决，但更难以解决的是监管对创新的影

响和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考察了政府监管对平台产业创新的影响。我们的独特贡献在于如

下几个方面。一、首次揭示了平台经济监管与创新的互动关系。我们认为，平台

经济既是市场基础设施，也是技术基础设施，平台经济独特的网络效应使得监管

与创新的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双向和互动的特征。这与传统监管理论所呈现

的线性、单向关系截然不同。二、我们发现，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性对监管效果

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市场和技术发展的早期进行打补丁式的监管，产生了意料之

外的政策效果。如何对新兴技术甚至其未知部分进行有效监管，需要建立全新的

监管框架（如引入新的制定程序、规则体系和反馈机制）。 

通过对中国网约车行业及其龙头企业滴滴公司的发展历程的过程追踪，我们

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在既有监管框架下，政府对平台产业监管宽松，企业倾向于进行技术

创新。既有监管框架失效，有可能是新兴产业超出了既有监管框架的范畴，企业

策略性地利用了监管空白，也有可能是政府有意为之，给予新兴技术和产业成长

的空间。由于早期市场不确定性程度较高，不确定性来自于技术复杂性、市场竞

争和消费者行为等各个方面，企业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够在激烈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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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中形成主导技术范式。政府对平台企业采取默许和观望的姿态，也有助于

筛选出市场上的占优技术。 

其次，在平台专门监管框架下，企业倾向于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在市场竞争

格局和产业技术路线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市场不确定性程度降低，监管部门有足

够的信息对产业进行专门的规制。此时，监管部门兼顾了在位的传统产业和新兴

的平台产业的需求，对平台产业进行双重监管，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企

业转而利用数字平台的可拓展性和可移植性，进行商业模式创新，进入新的业务

板块和细分市场，以规避行业监管，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第三，政府监管、市场竞争与平台企业创新之间具有复杂的动态影响机制。

政府监管部门有可能被特定的利益集团、优势企业或地方利益所捕获，因而制定

出有偏的监管政策，直接影响到企业竞争优势和市场格局。特别是在一个动态化

的、渐进修改的监管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地区的地

方政府，就各自的政策理念和利益诉求进行博弈，因而形成一个打补丁式的监管

体系。这种碎片化的监管体系与平台经济的通用性、泛在性具有天然的矛盾，反

而给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引发下一轮技术、市场和监管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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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价值创造—精准医疗 

5.1 精准医疗产业发展 

5.1.1 精准医疗产业的发展情况 

（1）何为精准医疗？ 

随着人类基因组测序技术的飞速提升、生物医学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

据分析工具的日益完善，我们正进入全新的医疗健康时代——精准医疗时代。依

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定义137，精准医疗是一种基

于个人的医疗模式，以个体的基因组信息和遗传信息为基础，以环境、生活方式、

既往病史及诊疗方式等为跟踪对象，搜集全方位、可量化、有前瞻性和时效性的

个体数据，通过有针对性的模型分析来形成有价值的医学信息，进一步来优化现

有的疾病治疗或药品开发模式。事实上，精准医学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而是被美

国总统放大的概念。精准医学其实是一个连续上的概念。从 3P 医学到 4P、5P，

再到 6P。从这个定义出发，可以衍伸出精准医疗的现实应用情境：准确地了解

疾病的发生与进展，探究疾病的因果，结合医学的科学研究及其他的跨领域科技，

让疾病的预防与诊疗更为精准。同时，精准医疗还能应用于改善传统医疗治疗效

率过低甚至完全无效的状况。 

精准医学。以基因组学为背景的大数据是发展精准医学的基础；以个体化治

疗为中心、整合不同数据层的生物学数据库，以及高度关联的知识网络则是迈向

精确医学的必要条件。精准医学是未来医学发展方向，在基于基因科技、生物信

                                                      
137 https://ghr.nlm.nih.gov/primer/precisionmedicine/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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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学的基础上开拓新医疗新领域，是人类医学的变革。精准医学以基因突变信息

为靶点，确定疾病的类型，然后由基因测序结合临床医生的方案和患者个人体质

特性分析出最优方案，最后给出精准的用药指导。所以，基因检测数据的解读是

精准用药的基础。精准用药，即为靶向药物治疗，是基于肿瘤患者基因测序，以

肿瘤细胞中特定分子为靶点，通过阻断或影响其功能从而特异性抑制肿瘤侵袭或

转移的治疗手段。尽管世界各国对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使人们的健康

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但不精准用药现象仍普遍存在。即使在美国也存在 40%以上

不精准医疗现象，如癌症治疗的不精准率高达 75%。 

精准药学。广义的“精准药学”属于“精准医学”的研究范畴，但“精准药学”在

实现“精准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不同于医学研究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精准药学”的定义包含药物研发和临床用药两方面的科学问题：一是在从靶点

验证与治疗适应证关联、新药来源优化确认、临床前与临床试验关联、产品设计

与产业化等全过程精准监管，达到药物精准研发的目的，提供精准的安全有效的

信息，达到安全有效的目的；二是实现临床精准用药，对特定患者对特定疾病进

行正确的诊断、在正确的时间、给予正确的药物、使用正确剂量，达到个体化精

准治疗的目的。 

（2）传统医疗的弊端 

事实上，精准医疗的发展既与科技进步有关，更受益于传统医疗难以解决的

问题。因此，传统医学的根本性痛点催生了社会对精准医疗的巨大需求。 

首先，传统医疗方式治愈能力不足。虽然传统医学有一套严谨的药物开发方

法，但因其药物治疗方式发展缓慢，造成了许多医疗问题难以解决。研究显示，

使用传统医学方式治疗肿瘤的无效率高达 75%，糖尿病无效率 43%，抑郁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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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38%138。其中，关于肿瘤治疗的问题表现的异常突出：由于无法精确辨识肿瘤

蔓延的情况，传统医学所使用的治疗药物通常会消灭除癌细胞的大量正常细胞，

这类药物导致传统医学治疗方式效果差强人意，且有复发概率高、副作用大、治

疗周期长等问题。从而，新的治疗药物设计基于精准辨识癌细胞扩散的生物机制，

开始向以精准为核心的靶向治疗方向转变。然而，新的药物治疗方法也并非完美。

由于新药开发涉及对新化学分子结构、毒理、病理、生物构造等一系列专业知识，

开发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更多的新药研发意味着企业必须推高药价或

推行专卖来保障新药开发的资金，这些举措加剧了医疗领域的“看病贵、看病难”

等问题。因此，提升新药开发效率成为推进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其次，传统医疗诊断质量较差，诊断效率低下。过去，医疗服务中主要依靠

临床诊断来进行。所谓临床诊断，是根据医生的个人实践经验和知识，对于病人

的症状进行诊断后，再决定使用何种药物进行治疗。这种治疗方式看似合理，却

造成了临床诊断的质量差异巨大，甚至经常性出现误判或漏判的情况。研究显示，

在主要依靠 X 光片进行诊断的肺癌诊疗中，由于程度较轻的肺癌特征不明显，

以人体 X 光影像来判断早期肺癌的误判率高达 60%以上。同时，由于经验医生

数量少，临床诊断要求大量的基础案例作为积累经验的基础，进一步加剧了医疗

服务供给的不均衡现象。临床医疗服务的诊断质量问题催生了开发辅助诊断工具

的需求。医疗诊断主要靠信息分析判断和知识成果引用，提升诊断质量需要足够

的信息分析技术，并且诊断者需要系统地了解医疗市场信息。具体来说，分析相

关信息的方式可以细分为发掘新信息、大量现存信息分析和降低信息使用成本。

                                                      
138 https://www.jianshu.com/p/045c56cbe5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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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信息处理算法、大数据分析技术等都可以成功的应用到医疗诊断过程中。 

最后，传统医疗忽略了预防对疾病治疗的重要性。一直以来，人们都知道预

防大于治疗的道理。但是，传统医疗仍未将日常健康检测环节视为医疗的一部分。

这导致大多数病患都是在疾病严重到影响到正常生活后才进行治疗，其结果是给

病患自身、相关医疗机构和国家医疗保险系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一方面，病患

因未能提早进行治疗而降低了痊愈的概率，且重病治疗费用往往比提早预防费用

高出许多；另一方面，医疗机构也必须为病入膏肓的病患投入更多的医疗资源，

以满足重症治疗的需求，间接加剧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最后，医疗保险

系统对重症治疗投入更多，但重症痊愈概率往往更低，以至于整个医疗保险系统

的效率被拉低，且系统性风险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唯有注意预防，提早治

疗，才可能提高传统医疗的治疗效率。因此，社会对精准医疗的需求越来越大，

因为精准医疗能通过新技术对病患日常健康状况进行监测，以提早或精确判断疾

病成因。 

（3）精准医疗发展情况 

在产业数字化兴盛的背景下，医疗作为具有刚性需求的产品，其产业链也开

始广泛纳入数字科技。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结合传统医疗与人工智

能的新型医疗模式成为推动传统医疗产业新增长的核心引擎。医疗产业著名研究

机构 IQVIA（原艾美仕公司）指出，数字工具将使健康状况不同的病患得到精准

医疗的支持，在很多领域，例如临床决策或疾病溯源，数字工具已经开始用于辨

识疾病治疗方式139。举例来说，互联网行业巨头 Google 利用自己在数字产业的

                                                      
139 https://www.iqvia.com/institute/reports/the-growing-value-of-digital-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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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优势，借着 2017 年成立 Google AI 部门的机会宣布

了其默默发展多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检测程序（algorithm）”。该程序利用数

万案例及上亿张视网膜图像进行人工智能训练。2018 年，临床试验证明这套算

法的临床诊断准确率已和专业眼科医师不相上下。在中国，互联网公司也成为了

精准医疗产业的先行者。例如结合腾讯 AI 实验室、优图实验室及架构平台部等

尖端技术部门而生的“腾讯觅影”被认为是中国本土企业中最具技术优势的概念

产品，目前已开发出如食管癌早期筛查、宫颈癌早期筛查及智能导诊系统等一系

列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精准医疗产品。 

互联网巨头们跨足医疗领域并非偶然，吸引它们的主要原因是精准医疗产业

背后的巨大市场。根据不同商业研究机构估计，2018 年世界精准医疗市场规模

大约为 500 至 600 亿美元，且在接下来十年内，该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将维持在

10%以上。也就是说，大约 2022 年，世界精准医疗市场规模可望突破千亿美元

140141142。在中国，2018 年“AI+医疗”的市场规模大约达到了 200 亿元人民币。

作为高速成长的新兴市场，中国精准医疗发展的巨大潜力持续吸引国内外企业投

入竞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相关产品正式通过国家食药监局的监管

审批，监管门槛依然有待打破。 

传统医疗产业的巨头们并未眼睁睁地看着“跨行业巨头”蚕食鲸吞精准医疗

所带来的机会。琼森公司（Johnson & Johnson）与辉瑞（Pfizer）公司分别在 2015

                                                      
140 https://blog.marketresearch.com/5-key-factors-to-know-about-the-precision-medicine-

market 
141  https://www.tampabayreview.com/news/precision-medicine-market-expected-reach-usd-

98250-4-mn-2023-credence-research/7223/ 
142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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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16 年宣布了与 IBM 超级计算机 Watson 的合作计划，前者聚焦在针对脊椎

手术病患的移动健康平台，后者则将人工智能用于新药开发领域。罗氏（Roche）

集团于 2014 年高价并购了基因测序公司 Bina Technology，并开始在罗氏诊断的

个人医疗业务下开展诸如新药开发、癌症诊断等精准医疗研究与应用。 

相较于互联网企业具有的数字优势，传统医疗巨头们虽然必须通过跨领域合

作或并购的方式来补充人工智能的技术，但他们对医疗产业的理解在精准医疗发

展潮流中仍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在新药开发领域，这些制药巨头们可以通过整

合原本就存在的生态系统（实验室、高校等）快速垄断某些特定疾病的新开发细

分市场。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的精准医疗市场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既可能由

转型升级后的传统医疗巨头来掌握，也可能是新技术驱动昂的跨行业互联网巨头

拔得头筹。但若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精准医疗作为“人工智能+医疗”的

新兴产业，也许会由一批具有突破性技术或商业模式的新企业来开疆拓土。例如

华大基因目前便以其独特的基因测序技术走出了不同于传统医疗巨头及互联网

企业的发展方向。 

5.1.2 精准医疗产业的三个方向 

为了更清楚、全面、前瞻地了解何谓人工智能驱动的精准医疗产业发展图景，

我们需要清晰的知道精准医疗产业的具体产业格局。一般而言，精准医疗产业可

分为新药与新疗法开发、医疗诊断、健康管理三大产业发展模块。 

（1）新药与新疗法开发 

自从分子诊断技术被确定可以大大提高治疗效率以后，小分子及单株抗体等

建构在精确定位治疗目标药物成为新药开发的主流。这些可泛称为“靶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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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ed Therapy）”143的新药为了找到“新靶点”并通过靶点治疗疾病的化学

或生物成分，需要依靠数十万计的大量实验来定位出精确靶点。在过去，这些将

某些化学分子或生物抗体进行多次排列组合的试验过程主要由人工完成，因此新

药研发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总是居高不下。但随着人工智能的高度发展，越来

越多研究机构及企业开始使用新方法来缩短新药开发的成本。举例来说，英国

BenevolentAI 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一个基于机器学习的生物知识开发

系统，可用于靶点识别、分子结构设计以及临床反应预测144，大大降低了新药临

床前阶段的开发成本。在国内，深圳晶泰科技公司基于最前沿的计算物理、量子

化学、分子动力学、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技术，为全球创新药企提供快速、精确

的智能化药物研发科技，目前该公司已经为如罗氏药厂（上海）等企业提供过数

次新药开发智能服务。这两家公司已分别获得一亿与千万美元的风险融资，发展

潜力不可限量。 

（2）医疗诊断 

医疗诊断是一种高度专业的知识生产活动，是决定医疗质量的关键环节。医

疗诊断模式主要分为临床诊断和实验诊断。临床诊断者基于历史经验、临场病征

和诊断者自身知识等未经充分验证的患者信息来对疾病成因进行判断。实验者则

通过完整的实验验证流程，如使用专业仪器对患者生理信息进行检测来判断疾病

成因的方法。在精准医疗时代，上述医疗诊断分类方法将被信息科技打破，新的

人机互动模式重塑了临床诊断和实验诊断原本的优缺点，进而达到更接近精准诊

断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精准医疗诊断模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医疗诊断的知识

                                                      
143 Green, M. R. (2004). Targeting targeted therapy. 
144 https://benevolen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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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模式，依然需要根据信息来判断疾病成因，也需要通过比对信息来建构因果。

故在精准医疗范式下，本文主张以信息类别作为精准医疗诊断发展分析的基础。

从这个视角出发，医疗诊断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子方向： 

A. 图像分析 

图像分析是医疗分析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最容易出现误判的环节。由于人体

发病情况千奇百怪，通过图像中呈现出来的信息来诊断病人的情况并决定施以何

种疗法对医生而言是一件极端困难的工作。举例来说，CT、核磁共振等图像中存

在的一个非常小的阴影，医生需要依此判断出造成此阴影的原因是肿瘤、炎症还

是其他原因。医生除了能依赖丰富的临床经验之外，许多时候也是考验医生是否

吸收了最新医学研究中的知识。如果该阴影判断可以和大量医学图片大数据进行

比较分析，医生将能够迅速得出更准确的判断。在一些高度仰赖图片识别诊断的

方向，这类应用可以广泛使用到医生的临床诊断过程之中。例如肺炎作为一个常

见疾病，主要通过 X 光片识别，然而，大部分医生都很难通过胸腔 X 光片来识

别早期肺炎。为此，一个斯坦福大学的深度学习研究团队在 2017 年发表了一个

深度学习算法程序 CheXNet。经过放射师专业测评，该算法的准确率比以放射师

人工判别的效果更好145。 

B. 基因测序与匹配 

随着转化医学的不断发展，不少以基因检测技术为主的研究项目已取得了标

志性的阶段成果。测序成本和耗时下降，人体基因组数据累积初级阶段完成，标

准化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初步建立，个体的疾病预防和个性化治疗的需求驱动基因

                                                      
145 https://arxiv.org/abs/1711.0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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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市场飞速发展。全球基因测序市场规模从 2007 年 800 万美元增长至 2013

年约 45 亿美元，据 BCC Research 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超过 20%的增速，2018

年将达到约 117 亿美元。146近年来，全球基因测序市场规模普遍增长，目前增长

最快的是亚洲市场。其中，中国和印度的市场增长率均超过了 20%，是全球增长

最快的国家。 

回顾基因测序技术发展历程，第一代测序技术由于测序通量小，应用领域非

常有限，目前主要用于生命科学研究，也涉及简单的临床检测。第二代测序技术

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现已相对成熟，是目前的主流技术，应用领域也更为广泛，

最重要的是临床方面的应用。第三代测序技术虽然已经出现多年，但仍存在技术

不够成熟、成本相对偏高等问题，因此依旧处于研发测试阶段，多用于生命科学

前沿研究。由于三代测序技术各有优缺点，应用领域也不尽相同，目前测序市场

仍是 3 代测序技术并存，第三代测序进入壁垒最高，目前只有 Pacific Biosciences、

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 等少数几家公司拥有相对成型的技术。总的来说，

基因测序技术凭借灵敏度高、精度和通量高、价格低廉等优势，成为基因检测技

术中获取人体基因组数据的主流技术，通过将基因组数据与无线生物传感器获取

的生命体征信息（如血压、心跳、脑电波、体温等）、成像设备中的个体信息（如 

CT、MRI、超声等）和传统医学数据相结合，基因测序应用为个体提供全新的定

制医疗147。以著名的乳癌基因组检测评估 Oncotype DX 为例，该检测对判断乳癌

及其治疗方式有极大帮助，但其高昂费用一直为人所诟病148，而新的人工智能技

                                                      
146 银河证券 
147 银河证券 
148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1/1801081612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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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则可以有效降低其检测成本。目前 Niramai 等公司已开发出更迅速、有效及便

宜的人工智能应用来引领市场。 

此外，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的十年间，国内基因测序行业也已经涌现出

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公司，如：华大基因、贝瑞和康、解码 DNA、博奥、宝藤、赛

安、益善、诺赛、伯豪、美吉、生工、为真、艾德、维达健等。这些公司，除了

有面向科研的测序服务，也有临床相关基因检测服务，并逐渐被各级医疗机构认

可。临床基因测序项目的种类与比 2009 年以前丰富得多，涉及科室包括妇产科、

肿瘤相关科室、内科、儿科、感染科以及体检科。不难想象，未来 10 年，这个

行业将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随着测序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围绕 DNA 的相关行

业也必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 

C. 其他医疗信息分析 

千奇百怪的疾病成因和精准医疗的需求大大增加了临床诊断的知识储备量，

然而医生的学习能力却跟不上新需求出现的速度。为了有效提高临床诊断能力，

结合医疗数据搜集、存储、分析技术及机器学习应用的各式辅助设备成为发展精

准医疗的必要工具，其中最出名的产品之一是 IBM 公司的沃森肿瘤（Watson for 

Oncology）。沃森肿瘤通过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癌症治疗指南和其在美国 100

多年癌症临床治疗实践经验，4 年多来共收录了 1500 万页的医疗内容，包括 200

本医疗书籍和 300 份医疗期刊。除此之外，沃森还拥有持续学习能力，每三个月

进行一次海量数据更新，汇整相关研究文献并提供最新的治疗方法。 “沃森”可

以在短时间内阅读数据库内的千万页资料，然后将学到的所有知识应用到新的案

例中，根据病人的指标信息，最终提出个性化治疗方案供医生参考。Watson Health

已将该系统部署到了许多顶尖的医疗机构，如克利夫兰诊所和 MD 安德森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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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此外，在疾病筛查及预防层面，国内数据科技龙头企业腾讯运用业内领先

的 NLP（神经语言程序学）和机器学习的技术，打造出整合海量权威医疗数据，

吸收学习权威专家多年宝贵经验的腾讯觅影，实现了 AI 辅诊。觅影可以作为医

生最得力的全科助手，也可以把最优质的专家经验共享到基层，减轻医生的压力，

提升诊疗水准、降低风险，并夯实医院信息化、标准化建设的能力，助力科研发

展。 

（3）健康管理 

健康作为所有医疗行为的终极目的，其范围渐渐从“治疗”环节向“预防”

及“追踪”环节扩展。在过去，医疗专业人士与病患之间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如病患就医时经常因缺乏专业知识而无法清楚描述自己的生理情况，医生

用药后限于成本无法密切追踪病患的康复状况，癌症病患因缺乏检测设备而错过

早期治疗的关键时机等。于是，70 年代美国学界提出了预防医学的概念，希望通

过不同于疾病治疗的方式来处理日益复杂的人类健康问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日

常的健康锻炼和保持身体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亟需相关的医疗服务来管理

这些日常健康活动。为了响应了这些需求，基于互联网、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技

术的精准健康管理服务开始兴起。一个常见的应用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

预测群体的疾病发生概率，识别高危患者并提供健康建议，通过预防疾病来降低

医疗成本。这种应用场景改变了传统健康管理受限于成本或技术问题而存在的信

息不对称，实现病人-医生-医疗机构之间的诊疗闭环。 

目前健康管理模块的应用仍较多聚焦于运动管理及血糖、血脂、血压等基础

生理信息的检测与管理，例如与智慧医疗巨头 IBM Waston 合作的 WellTok，该

产品主要关注个人健康管理和生活习惯提升，打造大健康平台，提供数据分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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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接入其他服务商。Apple watch，的心率监测技术是始于第一代版本，而 2018

年新推出的第三代则安装了全新的心率 APP 设计，将提供全面的心率统计和管

理，甚至可以测量在运动过后心率回复的速度，同时提供一天中的心率变化对比。

随着关键生物信息检测的技术可行性提高，配合利基市场的各种创新应用场景不

断更新。例如苹果公司便宣告 Apple Watch 未来将助力于苹果心脏研究（Apple 

Heart Study）。利用 Apple Watch 所收集的海量用户心率数据攻克心率不齐、房颤

等问题，协助医院进行心脏疾病研究，该研究得到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和美国官方

的支持。中国微泰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宣布其核心产品贴敷式智能胰岛素

泵系统——微泰 Equil®贴泵®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局批准，2017 年 6 月获得欧

盟 CE 认证证书，2018 年 8 月正式在国内上市。微泰 Equil®贴泵®是中国国内首

个无导管、贴敷式、半抛弃型智能胰岛素泵系统。该产品除输注精度更高、自带

多重安全保障功能外，创新性地去除了传统的输注导管，把患者从管路缠绕问题

中解脱出来，极大提高了佩戴舒适度和生活自由度。微泰 Equil®贴泵®可进行远

程管理，对于担心患者不能很好自我管理和使用胰岛素泵的家属，该功能可以帮

助他们随时监控患者使用情况，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该产品具有多项自

主知识产权，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佩戴便捷，隐私性好。 

5.1.3 精准医疗的全球政策背景 

（1）精准医疗的全球政策扩散 

精准医疗产业得到政府政策支持和关注始于 2010 年，之后全世界范围内都

积极行动。为了掌握未来战略高地，世界各国政府出台了不同政策来推动精准医

疗产业发展。虽然精准医疗的雏型很早就在有关靶向疗法的学术文章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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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2004149），也一直有学者呼吁官产学界应及早准备医疗新时代的来临

（Mirnezami et al., 2010150），但最早意识到精准医疗的发展潜力，并实际采取行

动的国家是英国。2012 年，英国政府率先出台了《十万基因体计划（The 100,000 

Genomes Project）》，此计划 2013 年正式启动，主要由国有的英国基因组公司

Genomics England 负责执行。十万基因体计划针对英国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HS）

记录中的 10 万名病人的完整基因组进行测序，以实现对人类及癌症、罕见病的

全基因组测序，并将科研得出的数据整合进英国公共医疗体系当中，使得 NHS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提供基因组医学作为日常护理一部分的主流健康服务体系。

该计划在 2015 年已完成 1 万个样本的测序，至 2018 年 2 月完成了 5 万个基因

组测序151。但在该计划中，英国政府过分强调了基因测序的地位，而未明确点出

精准医疗概念的真正潜力。 

真正使精准医疗进入世界主要国家重要政策议程的是美国。2015 年 1 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精准医疗计划（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s）》，使医疗在未来可以在正确的时间，给正确的人以正确的治疗。该计

划分为了短期目标和长期计划，希望通过基因体学、信息科学以及医疗技术的进

步，加速生物医学的发展，推动个人化治疗的实现。 

在短期目标上，美国希望以癌症登月计划（Cancer Moonshot）为核心募集 10

亿美元来推动癌症的预防与治疗。这个计划由副总统拜登带领的项目小组负责，

计划内容包含癌症预防、疫苗研发、早期筛检、癌症免疫疗法、基因体学、混合

                                                      
149 Green. Targeting Targeted Therapy.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4 
150 Mirnezami et al. Robotic colorectal surgery: hype or new hop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obotics in colorectal surgery. Colorectal Disease Volume 12, Issue 11, 2010 
151 https://www.genomicsengland.co.uk/50000-genomes-land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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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等项目，最后结合大数据分析，展开全面的抗癌行动。拜登在癌症登月项目

小组中，提出两项措施，第一项为增加抗癌研究经费，缩短抗癌战役的时间；第

二为结合国防部、NIH、FDA、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等各部会的力量，减少不必要

的行政程序，有效地整合抗癌资源，另外，拜登也指出希望整合美国各地不同的

癌症研究数据库，打破藩篱促进资源共享，帮助更多人 (Dzau et al., 2015152)。 

在长期计划上，美国准备招募志愿者来建设国家基因数据库，这个作法与前

几年英国的十万基因体的计划如出一辙，由此可见世界两大医疗发达国家都认为

基因组测序是未来医疗的重要基础。美国预计将为此核拨 2.15 亿美元，其中 1.3

亿美元将用于招募 100 万名志愿者进行长期研究，搜集生理、服用药物、基因等

信息，建立数据库为研究的基础；7,000 万美元用于研究癌症肿瘤基因及新药开

发；1,000 万美元为引进新技术与推动订定次世代定序法规；500 万美元用于建

立规范及准则，以确保数据库共享且不侵犯隐私与个人资金安全。这项计划预计

将用 3 到 4 年的时间进行数据收集，民众可以通过网站、电话直接报名，或通过

合格的医疗服务中心参与。整体而言，美国的精准医疗计划将由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来负责统筹执行，并设置了名为同步科学（Sync for Science）的前导计划，

借助许多公私部门及民间企业的共同开放模式使民众能够快速且方便地贡献自

己的检体，并让 NIH 的癌症研究中心分析这些数据信息，作为寻找新肿瘤标靶

的治疗依据。 

（2）精准医疗与人工智能产业结合 

在美国正式提出精准医疗的概念定义并将精准医疗置于国家发展进程后，世

                                                      
152 Dzau et al. Aligning incentives to fulfil the promise of personalised medicine. Viewpoint. 

Vol.385, Issue 9982, 2118-211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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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政府发现精准医疗不仅是全球医疗产业的新增长利基，更因其牵涉到大量

的数据搜集、分析与应用，而成为另一个国际竞争战略：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

因此，世界各大主要国家（经济体）几乎立刻就对“精准医疗计划”做出了反应。 

英国国家创新局率先在 2015 年 4 月紧急宣布成立精准医疗推动中心

（Precision Medicine Catapult）来推动精准医疗发展，并于 2015 年底宣布将在未

来再追加 3.75 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十万基因体计划”。欧盟承袭 2012 年开始的

欧盟个人化医疗（European Alliance for Personalized Medicine, EAPM）计划，于

2015 年 12 月的一次会议中决定修正个人化医疗的发展方向，将精准医疗纳入成

为个人化医疗的一部分，并于 2016 年 11 月正式成立国际个人化医疗联合会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Personalised Medicine, ICPerMed）资助在 EAPM 框

架及个人化医疗定义中的相关研究153。ICPerMed 有四大发展目标：（1）使欧洲

成为全球个人化医疗研究领导者；（2）通过合作研究支持个人化医疗医学发展；

（3）为民众提供个人化医疗和医疗照护体制；（4）为精准医疗民间推广做准备，

预计在 2020 年之前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 EAPM 及 ICPerMed 之外，欧洲各国内部也对精准医疗趋势做出了不同的

反应。德国在 2016 年 9 月发起了以柏林为中心的精准医疗联盟，该联盟的宗旨

是促进联盟成员之间的有关技术、数据与研究成果共享；法国政府则在 2016 年

6 月宣布投资 6.7 亿欧元启动基因组和个体化医疗项目，并将其命名为：法国基

因组医疗 2025(France Genomic Medicine 2025)。该项目以提高国家医疗诊断和疾

病预防能力为整体目标，预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12 个基因测序平台，2 个国家

                                                      
153 https://ec.europa.eu/research/health/index.cfm?pg=policy&policyname=personalised 



 

113 

 

数据中心。项目初期将会聚焦癌症、糖尿病和罕见病，2020 以后逐步延伸至一般

性疾病。 

在亚洲，日本于 2016 年 1 月通过预算支持由日本生物银行、东北大学医疗

组织及国家癌症生物联盟组成的基因测序计划154；韩国在 2014 年 2 月开启了国

内的基因组计划，以推动新型基因组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为目标，计划包括绘制

标准人类基因组图谱、发展韩国的人类基因组分析技术，以及依托基因组的疾病

诊断和治疗技术等。预计该项目将耗资 5.4 亿美元。2015 年 11 月，为响应世界

精准医疗趋势，韩国政府宣布以韩国蔚山国家科学技术研究所(UNIST)为依托，

开展新的万人基因组计划（10000 Genome Project）。该计划的合作者还包括蔚山

市、蔚山大学、蔚山大学医院、哈佛医学院的个人基因组项目。预计至 2019 年，

该计划将获得 2500 万美元的资助。 

（3）精准医疗与大数据的结合 
生物大数据或者医疗大数据通常需要考虑 4 个方面：第一，大数据的来源，

这就涉及到建库，包括标本库、样本库、数据库；第二，大数据的产生，即样本

如何转化成数据，这需要借用测序仪、质谱仪等多种仪器；第三，大数据的计算，

即找出相关关系，这需要利用超算、元计算、存储、互联网传输等；第四，大数

据的应用，包括疾病的诊断、治疗、预测以及防范评价。 

任何一个数据对个体而言并不值钱，但数据“集体化”以后就会产生很大的价

值。在这方面，美国的 23andMe 公司走在最前沿。该公司最早通过唾液获得口

腔上皮细胞的基因信息，价格是 99 美元；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亏本生意。然

                                                      
154 https://fsi-live.s3.us-west-1.amazonaws.com/s3fs-public/ahppwp_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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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23andMe 累计了 80 万数据后，很多制药巨头向它抛出了橄榄枝；其中，

基因泰克提出以 6000 万美元购买该公司的帕金森数据。23andMe 真正实现了将

“医疗大数据”变现为第一桶金。 

当然，精准医疗和大数据结合，背后最核心的是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问题。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首先要保证人类遗传资源在群体上的安全性；针对这一

点，科技部牵头出台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将进一步限制中国的遗

传资源外流。对个体而言，要有充分的知情同意、伦理认证以及隐私保护。 

（4）中国紧跟世界潮流 

从美国提出精准医疗计划后，中国是反应最快的世界主流国家之一。2015 年

3 月，国家科技部迅速召开了专家会议，确定在 2020 年以前投入 600 亿人民币

支持精准医疗相关研究。其后，配合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规划及第十三个五年计划

的国家战略，中国在 2015 年到 2016 年间出台了一系列的战略规划与补贴政策来

支持科研机构、企业发展及国际合作，几乎所有跟医疗、信息技术和工业发展有

关的国家部委都出台了单一部门或跨部门的文件来规范国家精准医疗的执行方

式。此外，延续 2014 年以来的药品及医疗器械监管改革趋势，2017 年至今，以

食药监总局为核心的一系列监管改革开始提上国家政策议程，希望在精准医疗

发展中补上监管环节的政策助力。截至 2018 年 10 月，中国已经成功建立了大规

模基因测序平台、病例数据共享平台及高校-医院-产业联盟，相关概念的新创企

业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来自互联网及医疗产业的巨头们均投入庞大资本来发展精

准医疗产品。整体而言，中国精准医疗发展趋势向好，进度走在世界前列。 

5.1.4 精准医疗产业对中国意义 
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多且幅员广阔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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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精准医疗有其特殊的战略意义。中国在精准医疗领域具有“本土需求”，中国

对癌症新发病例、患癌存活人数的统计显示，城市每 10 万人中就有 666 个人 5

年中诊断为癌症，农村是 10 万分之 440。其中，女性乳腺癌患者最多，达 102

万，其次是结直肠癌、肺癌、胃癌和食管癌，这 5 个常见癌症占总数的 56.1%。

出生缺陷率为 5.6%，由此造成 8000 万残疾人，而发达国家的水平为 2%多一点。

155 

首先，世界上任何国家要发展精准医疗，都需要面对既有制度和国家发展能

力两方面的挑战，而这刚好给制度落后和后发优势共存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战略性

的契机。一方面，中国长期受医疗产业创新能量不足、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制度不

完善问题所苦，人民群众普遍存在看病贵、看病难的感受，企业经常抱怨产业创

新发展困难重重。这些宿疾使得中国在传统医疗产业发展上步履蹒跚，许多立意

良好的政策最后都在落地环节上出现问题。而以新的技术路径及效益实践模式为

根基的精准医疗对上述结构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另一方面，

过去虽然市场和社会很少注意到“人工智能+医疗”的发展潜力，但中国因为长期

重视理工人才教育、国内市场广大且人工智能技术领先，所以在精准医疗产业发

展上拥有优于他国的“竞争优势”。 

为了清楚解释精准医疗产业发展对中国的特殊意义，下面将从机遇、挑战和

优势三个方面来分别讨论。 

（1）机遇-解决中国医疗体系的传统宿疾 

当前普遍让中国老百姓诟病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高昂

                                                      
155 http://document.biodiscover.com/news/research/1734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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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费用、医疗供给能力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和日常疾病防护缺失。具体

来看： 

第一，传统医疗服务费用高昂。传统医疗由于新药和疗法开发成本高、治疗

过程不精确，企业势必将其内部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且倾向于生产收益最大

的药品，而不是研发社会需求最迫切且人民群众可负担的药品。因此在复杂疾病、

重大疾病或慢性病上，药物、仪器等相关治疗费用居高不下。 

第二，传统医疗产业供给能力低。这导致一方面国内创新药品供给不足，尤

其是重大或复杂疾病的治疗方法几乎可以说必须一边倒地依赖外国企业供给。近

年来广受关注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便从侧面点出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药品

定价谈判权的缺失。这可以从外国药企在中国医药市场“政策掳获”上得到佐证。

当这两个国内医疗产品供给能力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时，药价自然快速飙涨

到超过一般人难以承担的水平。 

第三，传统医疗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传统医疗产品的供给方式使得医疗资

源分配有两极分化的趋势。由于药物或医疗器械所提供的医疗服务都必然受地理

空间因素制约和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故中国本就不足的优良医疗资源出现向大

城市集中的现象，因为唯有这些地区可以自由地让市场机制驱动传统医疗服务的

供需。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普遍出现看病难的问题。 

第四，传统医疗易忽视主动性医疗。传统医疗的概念很少顾及老百姓的日常

疾病预防工作，讲究有病医病的被动性医疗。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民众普遍缺乏科

学预防疾病习惯，也导致预先检测疾病的成本偏高。这个结构让大部分中国病患

倾向于将个人医疗预算集中在大病治疗上，这种需求结构加剧了医疗资源分配不

均的问题，进而使看病成本增高，看病困难程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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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精准医疗从结构上解决了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精准医疗改变

了传统疗法的开发模式，更加精准地相应市场对新药研发的需求，大幅降低的新

药开发成本有望降低作为终端消费的药价。第二，虽然中国传统医疗企业的创新

能力不足，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精准医疗基于不同的供给结构，让在人工智能

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中国得以打破医疗产品供需的失调，使新时代的中国医疗产

业供给出现如李开复在其新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供给结构将

转变成由 20%的精英生产出 80%的价值。第三，新兴的精准医疗产品如病患远程

追踪装置、不受地理因素限制的在线疾病诊断方案等，给深受分配结构问题影响

的中国医疗系统提供了资源重分配的机会。最后，不同于传统医疗的被动性治疗

理念，精准医疗可以藉由主动性高且价格低廉的大病预防系统，如健康管理 APP

或疾病检测设备来整体改善人民群众的医疗观念，进而打破中国因传统习惯而导

致的有病难医的情况。 

（2）挑战-直面中国监管体系空白与缺陷 

精准医疗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战略机遇，但中国现存的监管体系问题

却可能成为精准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医疗监管体

系具备的百年积累，中国监管制度存在的巨大空白一直都是医疗相关产业发展的

隐忧。从过去的例子来看，中国的监管体系导致了安全与效率出现周期性的顾此

失彼现象。过去，政府监管以许可、检查、处罚为主要工具，固守线性监管思维，

导致了低水平供需结构、“大产业—弱监管”格局、多元风险并存等三大深层次

问题。其带来的结果是政府间隔性的出台政策改革与社会间歇性爆发的医疗安全

事件。检视中国监管制度，可以发现威胁精准医疗发展的最大挑战来自行政权力

对市场的单边治理，以及因分段监管“碎片化”行政体制和全链条风险结构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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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而出现的系统空白。 

从精准医疗产业发展的需求来看，上述缺陷至少会导致以下两大问题：1）

过度严格的医疗创新安全审批；2）相互矛盾的非安全性监管制度。未来中国若

不能出台解决上述结构性问题的新制度安排，则精准医疗发展可能会出现巨大的

问题。 

首先，中国有号称世界上最严格的新药及新医疗器械审批法规，一款新药在

中国上市需要的平均审批时间是美国药品上市审批时间的 1.5 至 2 倍。其原因是

中国的行政审批流程过于繁杂，监管人员往往会在临床数据的质量、跨部门沟通

等行政环节上拉长新药等相关产品的上市审批时间。 

其次，在非安全性监管方面，中国固有的药品定价监管遏制了关于促进企业

创新动力的政策作用，加剧了原本产业创新系统中的非市场互动模式（企业的创

新发展仅靠政府的供给侧补贴支撑，而非需求侧的市场拉动）；过度僵化的组织

制度使得上市监管人才的质量与数量远远不如发达国家，无法有效消化因促进企

业创新政策而出现的堆积如山的新药（医疗器械）上市审批申请。 

（3）优势-具备产业创新发展的先天性竞争优势 

在机遇与挑战之外，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在精准医疗发展战略中具备的先天性

竞争优势，即市场规模大，AI 技术领先，基础人才多。 

第一、基础建设。精准医疗发展高度依赖大量数据的搜集、分析与应用，作

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精准医疗的基础建设：基因库、用户信息、病

例数据等关键大数据资本存量上可谓独步全球。以基因库建立为例，当前中国出

台的基因测序计划均以百万人为单位进行基因数据搜集，较英美等先进国家的基

因测序规模大了数倍。在机器学习的时代，庞大的基因测序数据库意味着更快速



 

119 

 

地创新、更精准的诊断、以及更广泛的应用前景。这将会是中国在接下来的激烈

竞争中胜出的可能优势之一。 

第二、AI 技术与基础人才优势。用于分析大量数据并得出应用模式的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有赖大量理工专业人才投入，中国高校偏重的理工科系提供了很多

相关基础人才。近年来中国人才屡屡在世界高端理工技术竞赛中展获佳绩便是证

据。同时，中国深圳地区已成为世界创新的第二“硅谷”，汇集了一大批的高科

技公司和 AI 公司。此外，更多的人才意味着在专利布局、研发活动及创业活动

上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从短期来看，培养周期长的人力资源意味着生产力，而中

长期来看则支撑了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运作。这些都可能成为中国的竞争优

势。 

第三、广阔的互联网产业市场。任何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发展都离不开市场

反馈数量的加持，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历程证明了巨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打造

世界级的数字商业模式，高度依赖数据应用的精准医疗显然适用于这个模式。 

综合上述几点，中国精准医疗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除了能解决国内传统医疗

带来的问题、推动相关审批制度改革之外，也不能忽略其既有的国家竞争优势带

来的有利影响。 

5.2 精准医疗的产业创新模式 

5.2.1 精准医疗的产业创新问题 
精准医疗的产业创新具有巨大的颠覆性，也因此衍生了一些问题。一方面，

精准医疗产业利用新科技解决了过去传统医疗模式中的许多问题，这些创新使得

市场中大量的隐含需求，如对“更有效的医疗”的强烈需求被激发出来，进而创

造出独立于原医疗产业生产之外的纯增量“新产值”。但另一方面，这些新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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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生产过程中的风险仍未被传统的监管体系辨识出来，因此使得部分创新过程产

生了如医疗服务究责、安全降低社会问题。 

总结这些问题所呈现出来的产业创新动态，可以发现结合了医疗与互联网两

个产业系统的精准医疗产业具有以下两个独特的问题： 

（1）高不确定性：商业模式对既有制度的挑战 

精准医疗产业牵涉到两个完全不同且彼此独立的知识体系：医疗体系和互联

网体系的融合，产生了过去这两个产业独自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的高度不确定

性。 

首先，对医疗体系而言，互联网带来的专业信息普及和信息不对称消除后所

衍生出来的新互动特性，使得原本以医学专业人士为核心权威，单向地指挥病患

恢复健康的商业模式受到冲击。当非医学专业背景的消费者也可以拥有通过人工

智能带来的“专业知识”时，医院、研究机构和医生的专业权威被打破了，诊断

与治疗方案的价值受到挑战。医病互动不再是单向的求取医疗方案，而是双方共

同生产解决方案，医生需要病人的更多健康信息，而病人需要医生对个人信息的

反馈。原本的医疗商业模式所产生的经济利润需要重新分配，而基于传统价值生

产流程的监管制度也必须重新检讨。  

其次，对互联网体系来说，虽然医疗知识作为价值生产要素可以通过人工智

能来进行学习，但医疗产业还包含了不同于互联网产品的作用主体：人。这不同

于过去互联网产品的商业模式仅仅创造不同个体之间的社会连结，直接接触人

类生理层面问题的精准医疗产品，将因为人类活动的多变特性而产生对人工智

能技术的新挑战。例如许多病人仍只愿意相信“医生”，而不愿意相信“机器”，

即使该机器已被充分证明其专业程度和医生不相上下。换句话说，原本设计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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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或者淘宝，并将其应用大幅拓展的互联网企业，将不得不在设计精准医疗商

业模式时，额外考虑因经历、年龄、阶层等因素而变动的使用者体验。这种全新

的体验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原本适用于互联网体系的发展知识显得不足，但若

不补足这部分的空缺，则无法完成“完美的精准医学商业模式”。一言以蔽之，

跨体制融合的挑战使精准医疗产业发展较过去传统医疗而言蕴含了更多的不确

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可能使产业发展出现问题。 

（2）高社会张力：安全与效率之间的两难 

医疗产业一直以来都关乎安全。安全作为一个基本价值，需要特别的手段才

能落实，例如一直“限制”医疗企业发展的政府监管便要求相关企业必须经过严

格的产品上市审批，尽可能地确保消费者不会因使用某一医疗产品而有生命危险。

在那些对人类生命威胁较大的产品，通常也是利益最大的产品，例如侵入人体以

消灭癌细胞的医疗器械，上述审批期动辄从三、五年起跳，对某些争议巨大的疗

法甚至可能需要超过十年。然而，由于过去人们认为无论计算机或互联网产品都

不会直接影响到人类安全，尤其是生理健康上的安全，负外部性低、市场容错率

高的假设造就了通过快速而广泛的市场试验来推动相关技术革新以获得经济收

益的互联网发展逻辑。以此逻辑为核心的创新模式通常不习惯将安全摆在优先位

置，也不完全适用在精准医疗的情境里。试想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医疗产品如果

在市场试验中出错，并因此丧失了一条人命，此种程度的社会冲击将可能使一家

产业巨头殒落，该产品背后所有的相关技术也可能因此而丧失了市场机会。因此，

综合了医疗产业安全坚持和互联网产业效率至上的精准医疗的创新模式必然是

社会张力十足的模式。相关企业将面临以下两难：一方面，互联网思维要求精准

医疗产品必须快速进入市场以获得消费者反馈，但另一方面，监管单位会要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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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医疗产品必须在安全无虞的前提下才能进入市场。 

5.2.2 精准医疗的产业创新规律 
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来看，精准医疗是一种在非信息产业加入信息技术的应

用性信息技术创新模式，这种模式的作用机制可总结为：1）提高不同产业背景

中发明活动的边际收益（Atrostic & Nguyen, 2006156; Bloom & van Reenen, 2007157）；

2）降低不同产业背景中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Acemoglu et al., 2007158; Anderson 

et al., 2010159; Bloom et al., 2014160）；以及 3）提供一种可追溯与验证的新经济活

动（Goldfarb & Tucker, 2017161）。从这个角度来看，信息技术的应用效益扎根于

商业过程的改变上，且可以藉此推论出其深受厂商投入 -产出决策影响

（Greenstein et al., 2010162）。此外，鉴于信息化过程必须投入大量的固定成本

（Forman & Goldfarb, 2006163），在现实产业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许多产业信

                                                      
156 Atrostic & Nguyen. How Businesses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sights for measur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Working Papers 06-15,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U.S. Census 
Bureau, 2006 

157 Bloom & van Reenen.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Across Firms and 
Countr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22, Issue 4, November 2007, Pages 1351–
1408 

158 Acemoglu et al. Disease and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Life Expectancy o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 vol. 115, no. 6 

159 Anderson. Systematic reviews of economic evaluations: utility or futility? Health Econ. 
2010 Mar;19(3):350-64. 

160 Bloom et al. Does Management Matter in Healthcare?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2014 

161 Goldfarb & Tucker. Digit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7(1), pages 
3-43, 2017 

162 Greenstain et al. The Economics of Digitization: An Agenda for NSF.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January 2010 

163  Forman & Goldfarb.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Businesses. Handbook of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Terry Hendershott, ed., Elsevi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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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的过程仍仰赖非生产部门的参与。无论组织结构或政府，这类非生产部门的

参与使产业采用信息技术过程中，那些经常出现的反经济效率现象无法通过新古

典经济学的范式来获得解释，而必须以制度分析为核心的理论才能较完整的解释

那些过程。因此，创新系统方法成为一个有用的解释工具：该方法主张将新技术

应用视为一种产业参与者互动下的结果，其所创造的新价值来自创新系统内部的

制度变迁（Nelson, 1995）。本文采用 Bergek 等人（2008）主张创新系统分析应

建立在不同知识之间的互动分析上的建议，将精准医疗产业发展的创新规律视为：

信息技术通过改变创新系统中的知识互动结构来创造价值。 

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信息技术的产业价值创造机制，此机制具体体现为由三

个具有先后顺序的环节所构成的创新动态：知识整合——重组生产环节——数字

经济。 

具体而言：（1）知识整合。将过去不曾结合应用的知识或技术整合到一个

新产品或服务中；（2）重组生产环节。知识整合后，新的信息化生产模式改变

了原有生产流程；（3）数字经济。因为纳入了信息生产模式，不具竞争性的信

息将产生新的数字经济效率。这三个环节呈现出产业信息化以后，新的创新动态

将改变过去的产业创新过程，创造出额外的经济效率。其运作框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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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精准医疗产业的主要创新规律 

5.2.3 精准医疗的产业创新过程 
下表整理了上述三个创新环节在精准医疗产业的三个主要产业方向中实现

价值增量的方式，并从中提炼出产业信息化创新的特点。 

表 5.1  精准医疗产业的信息化创新结构 

 整合多元技术/知识 重组生产环节/方式 数字经济特有的

迭代式增长效率 

新药或新疗法开发

（药疗开发） 

将编程方法纳入化

学、生物学等新药

（新疗法）开发知

识中。 

 

以计算器程序缩短或合并药

物设计、施行实验和修正假

设等开发流程。 

 

降低新药（疗

法）开发过程中

的信息搜寻、传

递、追踪与验证

成本。 

医

疗

诊

断 

 

医疗影像分析 将数据学习和分析

知识纳入影像诊断

知识之中。 

以计算器程序优化或减少信

息比较、细节辨识和临床诊

断等医疗影像分析流程。 

降低服务生产过

程中的信息搜寻、

传递与验证成本。 

基因影响分析 将基因知识结合大

数据分析技术，纳入

医疗诊断知识中。 

以基因组合对病理的影响为

基础，结合程序化数据分析

来优化或减少现行诊断人类

疾病原因的所有流程。 

其他信息分析 将编程方法、数据学

习和分析知识纳入

以计算器程序改变现行生产

用于诊断人类疾病信息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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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诊断知识中。 有流程，或创造新的诊断用

信息生产。 

健康管理 将数据学习和分析

知识纳入非临床医

疗（日常健康）诊断

知识之中。 

以计算器程序改变可用于健

康管理的所有信息生产环

节，或创造新的信息生产。 

 

5.3 面临挑战和对社会的影响 

精准医疗产业虽然解决了许多传统医疗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也有副作用。任

何新兴产业的发展都会对原有的社会、制度与产业带来一定的冲击。这些冲击，

在精准医疗领域，可以通过三个非经济性的基本价值来进行考虑：公平、安全与

稳定。 

首先，在公平方面，精准医疗产业兴起势必带来巨额的经济利润，这些利润

的分配问题却可能因不同的发展过程而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最近西方部分

评论家便认为，互联网产业的兴起虽然创造出谷歌、亚马逊、脸书等一批巨头，

且使用互联网几乎不需要任何教育或专业门坎，但互联网产业所创造的大部分新

价值却意外地掌握在原本便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少部分人手中。他们通常很早接

触计算机且接受了高等教育，拥有资本并将其投入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资本家，而

不是实际为互联网发展添柴生火的大多数“用户”身上。 

其次是安全。精准医疗虽然在某些层面上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作为一种

可能影响人类健康的产业，若精准医疗的诊断过程中出现意外，或相关软件开发

过程稍有不慎，其便有可能对健康造成永久性伤害。安全价值之所以常常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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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上比经济价值更优先，是因为许多伤害发生后便无可挽回，其损害也因此无

法计量。历史上有太多次因为不重视安全而出现的问题，例如上世纪 60 年代曾

风行西欧的沙利度胺（thalidomide），便因为有关单位监管不到位，使得这款有问

题的安眠药直接导致了西欧地区数千名畸形新生儿的诞生。 

最后，精准医疗产业发展也可能造成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由于精准医疗颠

覆了传统医疗诊断的流程，其直接后果是破坏了传统医疗产业的生产结构。这意

味着部分劳工的生产技术将被科技取代，有关劳动群体将面临失业的问题，如大

量诊断 X 光片的专业人员在精准医疗时代将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另外，病患

在精准医疗普及的过程中，也将被迫适应非真人提供的医疗诊断服务，这大大增

加了医疗服务中的系统性风险，当诊断出错的概率极小时，其后续因患者无人帮

助而产生的影响可能被过度放大，进而导致产业或社会稳定问题。 

为了进一步理解精准医疗产业兴起对现实社会造成的影响，本文在上述三个

基本价值的基础上整理出三种社会影响模式进行讨论，分别是：利益分配格局、

法律及制度漏洞、社会文化风险。 

5.3.1 精准医疗的利益分配格局 
精准医疗产业发展将创造出大量的经济绩效，然而由于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

相关者的能力差异，新的经济价值很可能会不公平地分配到不同利益相关者手中。

即使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能力差异是自然形成的，但出于自利动机，任何一个

利益相关者都可能会为了追求自身利润而选择牺牲其他为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

正当利益，这在中长期而言将损害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为了使产业可持续发

展，避免因利益分配结构倒置而导致的发展问题，识别不公平可能发生的场景非

常重要。考虑精准医疗产业发展背后不可或缺的三大元素：技术、市场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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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三种主要的利益分配问题发生场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富裕

区域与不富裕区域之间、以及专业人士与普通消费者之间，对中国未来精准医疗

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利益分配不公问题进行讨论。 

（1）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 

出于历史原因，各国在新药开发技术、信息技术、管理审批制度上存在较大

差距，发达国家由于发展较早、优势较全面，在新产业兴起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利

用这些先天上的差距，并通过智慧产权保护、高门坎技术垄断或政治干预等手段

来获取更大的利润。举例而言，目前世界上拥有尖端新药开发技术的药厂大部分

在美、英、德、瑞士等发达国家，精准医疗技术大幅提升新药开发效率后，拥有

先发优势的大药厂将通过他们原本便拥有的新药开发知识，更快地推出适合特定

人群及特定疾病的新药，最后在市场上形成垄断地位。此外，一款以精准医疗概

念为核心的新医疗器械可能需要数十种专利来进行支撑，而发达国家在光学、医

学等基础研究上发展较早，因此即使中国在通信、芯片设计上拥有优势，但整体

而言很可能仍会因为关键专利技术被发达国家所掌握而丧失巨大的市场利润。最

后，考虑到 2018 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战、封锁特定企

业等政治手段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日趋明显，当精准医疗市场正式进入腾飞期后，

这些国家是否会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来对中国自行研发的精准医疗产品进行制裁

仍是未定之数。若中国开发的精准产品无法进入世界市场，将可能导致相关企业

所创造的新利润在不同国家之间被不公平地分配。 

（2）区域资源分布不均 

新药、新疗法的推广受到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其主要影响因素有：交

通、人口素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技术分布等。首先，各地区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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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不同导致新技术接受能力的不同。新疗法的开发与学习为医院和医生提供了

新的技术支撑，让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更加游刃有余。且精准疗法与药物的引进，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院对患者的吸引力。也正因此，短时间内精准药物和

疗法的引进将会扩大资源不均的鸿沟。2017 年 5 月，沃森国内代理商--百洋智能

科技曾透露，一年内将有 150 家三级综合医院（市级以上大医院及医学院校的附

属医院）引进沃森。而本就聚集了最好的医疗资源和医护人员的大医院，更让病

患趋之若鹜。AI 资源分布不均而导致的城乡医疗环境更加两极化，加剧偏远地

区“看病难”的问题。并且，一般患者对基层医疗的信任度不高，导致基层医院

收入较低，这也限制了价格高昂的精准设备的购买，不利于吸引优秀医疗工作者，

难以实现硬件与软件的精准化升级。长期来看，精准治疗、药物的引进对医护人

员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落后地区缺少基础优势。其次，人口数量和密度决定了新

药引进的市场前景，而地理位置和交通则关乎着新药新技术引进的成本。农村偏

远地区人口少，居住分散，用药量少，配送药物成本偏高。不成比例的投入产出

降低了企业积极性。同时，落后地区医药服务人员相对专业素质较低，不利于新

药新疗法的推广。基层优质药学服务人员严重缺乏，药学服务水平较低，难以完

成新药的合理使用和日产管理。 

（3）生产成果分配不均 

在精准医疗数据库的形成建立阶段，数据对于医院、体检中心、平台企业及

精准医疗器械开发商等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可以说，数据的数

量与质量决定着新药、新疗法、新技术的开发速度和水平。 

然而精准医疗数据的生产必然包含两个主体：信息搜集设备的开发者以及提

供信息的使用者。首先，前者有着获取个人信息的天然便利条件，虽然大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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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医院和体检中心等主体受个人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的制约，但在数据使用权

上，世界各国的监管法规几乎一边倒地偏向这些由专业人士所组成的机构。这样

的区别管理使得由数据所创造的新利润被不公平地分配到这些机构上。此外，医

院和企业等通过获取患者个人信息进行科学研究，但甚少会告知用户，让用户清

楚地认知到自己哪些数据被收集和存储，又被利用到哪些应用场景，也几乎没有

企业和医院会告诉用户他的数据被收集和利用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而创新药品、

基因检测等新兴技术的使用费用高，这使得提供了数据基础的个体用户仍需支付

大笔医药费用，形成了不公平。 

5.3.2 精准医疗的法律及制度漏洞 
虽然精准医疗产业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我国正在快速发展，但是也存在着

质控与质检环节普遍缺失、监管机制和法律法规不健全、基因数据管理失范等问

题，亟待关注解决。 

（1）数据监管 

医疗行业的数据互联能帮助实现治疗的成功，也可提高医疗质量和药品的效

率。但与此同时，数据互联的风险也很大。随着医疗信息网络化的日益深入，随

之而来的各种犯罪活动也开始变得异常猖獗。尤其在当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医

疗行业的信息保护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如使用着过时的临床技术、互联医疗设

备的安全性欠佳、以及整体上缺乏信息安全管理流程等等。有些医疗机构安全意

识薄弱，给黑客造成可乘之机。 

医疗大数据的来源主要包括 4 类：制药企业/生命科学、临床医疗/实验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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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费用报销/利用率、健康管理/社交网络164。而这些数据是精准医疗发展的重

要基础，如何利用海量信息数据为医疗发展服务需要从数据获取的质量、用户隐

私保护及大数据共享等多角度综合考虑。首先，由于临床诊疗是医疗大数据的重

要数据来源，其目前的信息化水平、数据质量，给医疗大数据应用带来了许多挑

战。一方面，目前不同医院、不同地域，所采用的医疗信息录入、编码、格式等

标准难以统一，在将其清洗、整合的过程中需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另一方

面，国内医疗信息化起步较晚，除科研需求外，医生很少完善病历记录，也缺乏

相关意识。这使得原始数据存在缺失、错漏的风险。其次，数据安全隐患和数据

共享是精准医疗发展亟待调和的矛盾。个人医疗卫生数据是高度敏感私密的资料，

如果进行跨机构、跨城市甚至跨国家的大规模共享，数据泄露的可能性也大幅增

加。如果没有数据安全保护措施，一旦出现事故，医疗人员和用户群体可能对数

据库系统产生不信任，进而抵触其落地使用。 

（2）研发监管 

传统监管系统设计了临床前试验、临床试验及上市后追踪等一系列的制度来

监管新药、新疗法及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但这种基于”产品”的监管思维在精准

医疗时代将出现许多漏洞。主要原因是精准医疗研发可能不再以形成产品为导向，

而是在不同领域进行无法预测的研发。例如在精准医疗范式下的新药及医疗器材

研发不一定需要进行在生物体上进行临床实验，而仅需开发用于大量的数据运算

分析的技术，这种型态的研发活动虽看似不需要接受临床实验规则那样严格的监

督，但若相关的运算技术在精准医疗产品上使用，却很可能导致伦理及安全上的

                                                      
164 张振, 周毅, 杜守洪等. 医疗大数据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14, 3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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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又例如，当基因数据库足够丰富后，研究人员若绕过相对宽松的学院伦理

审查机制，而进行更精准、更隐晦的婴儿胚胎基因编辑、成人基因编辑等研究或

实验时，对社会及人类伦理的破坏力将大大高于以往。最后，研发监管在中国这

类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问题。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制度体系仍不健全，时常

出现政策设计欠佳、政策选择性执行或政策无法执行等问题。以前些年曾经轰动

一时的魏则西事件为例，导致魏身亡的新疗法是广受世界各国看好的免疫疗法的

一种，各国的相关临床实验都仍在进行中，中国并不例外。然而，由于中国相关

监管法规在地方上执行不到位，因此导致了某些医院隐匿相关临床实验风险及罔

顾受试者相关权益的情况。这种制度缺陷在精准医疗产业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可

能会产生更严重的社会冲击。 

（3）应用监管 

互联网医疗责任不明。近年来，互联网医疗蓬勃发展，在线问诊、远程医疗

等诊疗服务促进了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建共享，满足

不同群体的个性化医疗需求。但在其繁荣的发展中存在着主体责任不明的隐患。

一旦出现事故。确定承担医疗责任的法律主体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互联网医

疗因为载体改变导致了责任主体的模糊，医生、网络平台及实体医院法律责任的

承担尚未由明确规定。同时，随着大数据医疗的发展，2018 年 9 月份出台的《国

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各级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和相关企业事业单位”是医疗健康大数据安全和应用管理的责任单位，但

具体数据如何授权、其使用安全性如何保证等问题仍有待明确。同时，企业等行

业主体在数据获取、使用过程中会遇到阻碍，收费标准也难以明确。 

数据安全责任追究。由于大量数据被搜集与存储在不同的地方，关于数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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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存放的监管法律缺失也将对精准医疗产业发展造成巨大损害。如医院或私人

企业因数据管理不当导致数据外流，目前的法律无法判断应该追究数据存储设备

企业，或者是数据拥有单位。由于医院或平台公司通常无法有效识别数据传输、

存储及分析设备的安全性，因此当相关的数据安全问题爆发后，这些机构很可能

会以”受害者”之姿被追究责任，但真正出问题的设备商却可能仅需要负担较低责

任的商业赔偿而已。 

（4）质量监管 

精准医疗的质控与质检环节缺失会带来一系列漏洞和风险。以基因检测为例，

其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如果测序不准确，或者基因与疾病之间的相关性

判断错误，就会造成误诊误治，其后果十分严重。目前，很多测序服务公司实际

上正在进行临床测序诊断的服务，但是在实验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质量堪忧。

为了解全国肿瘤诊断与治疗基因检测情况，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于 2015 年 10 

月开展临床检测（基因诊断）实验室的质量评价活动。根据卫生部的报告，在 88

家参评的实验室中，合格率仅为 51.2%，意味着病人样本在将近半数的实验室里

得到错误的结果。本次测试暴露了临床检测（基因诊断）实验室在检测过程，人

员操作，结果分析方面的严重不足。 

5.3.3 精准医疗的风险问题 

（1）新技术对伦理的冲击  

 2018 年中国爆发了基因科学家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事件，虽然有关

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不同责任主体进行了严肃问责，但该事件仍在世界范围内

造成的震撼。当精准医疗产业发达后，相关的基因数据会比现在更加全面，部分

数据与研究也会因产业的快速发展而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可以预料的是，未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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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疗发展而出现的基因编辑和数据滥用问题而出现的伦理风险将大大增加。 

（2）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改变 

当人们将自己的生理信息、就医纪录及其他一切行为信息交给精准医疗产品

供应者后，衍生出了巨大的隐私泄露及社会秩序崩坏的风险。在隐私泄露方面，

因个人的用药信息、偏好、财力、目前的健康状况等信息都被有关机构全盘掌控，

使得这些机构有借侵犯个人隐私获利的意图，在企业无底线追逐利润的情况下，

人们未来可能被迫面对医疗机构咄咄逼人的健康广告、简单疾病被过度治疗，以

及在未充分知情的状况下进行新疗法测试等一系列风险。另外，精准医疗的发展

也可能会损害社会秩序。精准医疗的普及会促使现在一些无法验证的个人数据得

到验证，从而成为一般性的批判标准。尤其在求学、就业、结婚等人生大事上，

“优秀”、“门当户对”、“优生”等“标准”可以被量化。若企业招聘、择偶等可以

通过个人数据分析量化上述标准，则目前人们所习惯的社会秩序将被打破，相应

来而的风险也将非常巨大。 

（3）应用对传统医疗的冲击 

传统医疗行业对相关从业人员的训练相对封闭且单一，例如简单的例行性身

体检查。其涉及的专业训练至少包含了医师、放射师、护理师、药剂师、特定仪

器的操作员等专业人员。当精准医疗兴起后，上述专业需求都可以通过一个医疗

器械得到满足时，过去这些接受专业训练的人将面临巨大的失业风险。此外，除

了这些直接从事相关医疗专业服务的劳动者之外，训练这些专业人员的机构，例

如高校或专科学校也将面临被精准医疗设备取代的风险。若是上述专业人士因此

而失业，则其造成的社会风险将较非技术劳动者失业更高，其带来的稳定危害也

可能因此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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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跨国精准医疗监管框架比较 

从世界各国竞相出台政策支持精准医疗战略发展的政策竞赛来看，政府政策

可以说是决定世界各国精准医疗产业发展高下的重要因素。为了更清楚地呈现出

政府政策在精准医疗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本文将通过比较中国、美国及欧盟的政

策体系来说明政府政策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并藉此突显出监管模式对产业

发展的关键影响。 

5.4.1 中国精准医疗监管与产业政策体系 
精准医疗产业从 2015 年被提上国家战略议程，到 2016 年国务院正式将其纳

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之中，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后，中国政

府有关政策至今仍以夯实基础为主。但与美国不同的地方是，中国除了国家带头

建设精准医疗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之外，也搭配有目标的补贴来拉动相关研究的

积极性。除此之外，在产品监管方式上也有若干关键性的差异。以下简单介绍中

国政府为发展精准医疗所出台的政策体系：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政府最早于2015年3月国家科技部召开的首届国

家精准医疗战略专家会议中提出精准医疗发展战略。该会议做出了在2030年前投

入600亿元来发展精准医疗产业的宣示，正式将精准医疗产业发展作为中国国家

战略发展的一部分来看待。2016年5月，科技部出台《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等重点专项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规定精准医

学科研项目作为2016年优先启动的项目之一，至2020年开放一批符合标准的机构

申请研究补助，该通知涵盖五大方向，分别为：新一代的临床用生命组学技术的

研发；大规模人群队列研究；精准医学大数据的资源整合、存储、利用与共享平

台建设；疾病防诊治方案的精准化研究；精准医疗集成应用示范体系工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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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接着在2017年4月出台的《“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中明确指出精准

医学将改变传统的疾病诊疗模式并推动医药产业变革，必须以建设生物大数据、

（基因）组学及过程工程等作为精准医疗与其他生物技术所共享的共性技术；建

设国家生物信息中心、生物医学大数据库、人类遗传信息中心等战略资源平台；

以及重点突破免疫细胞获取与存储、生物治疗靶标筛选及新型基因治疗载体研发

等生物医药治疗技术。同年5月，科技部、国家卫计委、食药监总局、中央军委

后勤保障部、体育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六部委共同制定了《”十三五”卫生与

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提出建设多层次精准医疗知识库体系和国家生物医学

大数据共享平台，重点攻克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组学研究和大数据融合分析技

术等精准医疗核心关键技术，开发一批重大疾病早期筛查、分子分型、个体化靶

向药物治疗、靶向外科手术、疗效预测及监控等精准化解决方案和支撑技术来发

展精准医疗技术。至此，精准医疗基础技术建设的战略路径已基本成型。 

在产业专项扶持方面，国家发改委于 2016 年 12 月出台的《“十三五”生物产

业发展规划》中主张精准医疗发展是中国必须加速发展的医药新体系之一。针对

精准医疗的发展内涵，国家发改委从包括生物产业的全局层面产业规划切入，提

出在中国在 2021 年时要达到基因检测能力覆盖 50%以上出生人口、一批优势生

物技术和产品成功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等宏观考核指标。其后，国家发改委继续在

2017 年 2 月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明确了有关精

准医疗产业发展的支持细项，以供各地方政府执行，以本文所指涉的精准医疗产

业而言，《指导目录》至少包含了 100 个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此外，作为政策配

套，2016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卫计委、食药监总局及商务部六部委在

工业制造环节上共同出台了《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提出国际竞争、智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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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绿色发展、药品供应保障、质量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六大工程，从资金、人

才、平台建设、国际接轨等环节对精准医疗产业发展所需的要素进行精准扶持。 

最后，在产业监管方面，精准医疗概念下的产品与服务监管大致可分为三类：

安全性监管、有效性监管以及隐私监管。传统上，这三类价值的监管权分别散落

在卫生、医疗和信息部门之中，彼此无关，但在精准医疗的产业边界突破传统价

值生产模式后，主管医疗产品安全和有效的国家食药监局、卫计委，以及主管数

据生产、信息流通的工信部、网信办等有关部委分别被纳入了精准医疗监管行列

之中。以下分别从他们主管的医药产品安全审批及信息数据监管两环节讨论当前

中国政府的监管政策。 

第一、精准医疗产品安全审批环节。按照产品类型不同可以再细分为药品审

批及医疗器械审批两个模块。在药品审批模块，即使新技术加入到新药开发过程

中，2001 年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对新药上市的各种审批制度依然可以有效地

运作来确保上市流通的药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另一方面，医疗器械审批模块则

因精准医疗的兴起而剧烈变动：2014 年年初，国务院修改了 2000 年公布的《医

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将医疗用的计算机软件纳入监管范围。与此同时，国家

食药监局发布了《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基因分析仪等 3 个产品分类界定

的通知》，明确规定从基因测序（I 类，无需临床试验）到诊断（III 类，需要严

格的临床试验）器械的分类，并接着和卫计委共同发布《关于加强临床使用基因

测序相关产品和技术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国重新检查基因测序相关的各种器械

安全性与效果。6 月，国家食药监局正式发布《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

规定在疾病的预测、预防、诊断、治疗监测、预后观察和健康状态评价的过程中，

用于人体样本体外检测的试剂、试剂盒、校准品、质控品等产品均属于体外诊断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5/96116.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5/96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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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范围，需纳入医疗器械监督条例进行监管和审批。该办法在 2017 年 1 月进

行了修改，对不同类型器械的审批分类做出更精细的认定。2015 年 8 月，国务

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提出当前国内申

请及审批相对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并责成食药监总局会同中央各

部委建立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改革工作的

协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在国务院定性后，2017 年 2

月，国家食药监局发布《医疗器械标准管理办法》，为未来制定行业标准进行准

备。接着在同年 5 月，国务院修订《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补充了对未依规

定通过监管的医疗器械贩售企业的罚则。7 月，国家食药监局修改《医疗器械分

类目录》，新增“医用软件”章节，这份 2018 年 8 月开始正式施行的目录昭示着

“精准医疗”相关产品进入医疗器械监管审批范围。但为了使中国的医疗器械审

批能够符合精准医疗“快速发展”的国家战略，2018 年 6 月，司法部发布《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正案 （草案送审稿）》交国务院审议，新的修订版草案提出

了一些简化有关医疗器械审批环节的修正建议。该草案目前仍在国务院审议中。 

第二、精准医疗产品信息数据监管环节。目前政府虽然没有制定针对精准医

疗产业的数据监管法规，也还未出台监管个人信息、数据使用的正式法规，有关

主管部门仍通过发布指导性文件及国家标准的方式来对相关活动进行监管。2013

年 2 月，工信部公布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

南》，对商业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作出八个原则性指导，并将个人信息分为个人

一般信息和个人敏感信息，并提出了默许同意和明示同意的概念。对于个人一般

信息的处理可以建立在默许同意的基础上，只要个人信息主体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便可收集和利用。但对于个人敏感信息，则需要建立在明示同意的基础上，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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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和利用之前，必须首先获得个人信息主体明确的授权。2018 年 1 月，全国信

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国家标准，

对个人信息数据的搜集、使用、交换及企业应用规范做出标准认定。该标准虽然

没有规定罚则，但仍被国际媒体誉为亚洲地区最先进的个人数据保护法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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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中国中央政府有关精准医疗产业发展的政策整理 

时间 政府政策 政策类别 与精准医疗有关内容 

2013 年 2 月 工信部出台《信

息安全技术公共

及商用服务信息

系统个人信息保

护指南》 

监管（国家

标准） 

个人信息管理者在使用信息系统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时，宜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目的明确原则——处理个人信息具有特定、明确、合理的目的，不扩大使用范围，不

在个人信息主体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变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 

b)最少够用原则——只处理与处理目的有关的最少信息，达到处理目的后，在最短时间

内删除个人信息。 

c)公开告知原则——对个人信息主体要尽到告知、说明和警示的义务。以明确、易懂和

适宜的方式如实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

围、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等信息。 

d)个人同意原则——处理个人信息前要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 

e)质量保证原则——保证处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密、完整、可用，并处于最新状态。 

f)安全保障原则——采取适当的、与个人信息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相适应的管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8%E9%87%8F%E4%BF%9D%E8%AF%81/94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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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和技术手段，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防止未经个人信息管理者授权的检索、披露及

丢失、泄露、损毁和篡改个人信息。 

g)诚信履行原则——按照收集时的承诺，或基于法定事由处理个人信息，在达到既定目

的后不再继续处理个人信息。 

h)责任明确原则——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责任，采取相应的措施落实相关责任，

并对个人信息处理过程进行记录以便于追溯。 

2014 年 1 月 国家食药监局

《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办公厅关于

基因分析仪等 3

个产品分类界定

的通知》 

监管（规范

性文件） 

作为Ⅲ类医疗器械管理的产品(1 个)： 

基因分析仪：由移液模块、成像检测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及显示控制部分组成，通过对

样本中 DNA 或 RNA 分析，检测人基因数量和序列的变化。本产品不用于全基因组测

序。分类编码 6840。 

2014 年 2 月 国家食药监局及 监管（规范 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6%81%AF%E7%AE%A1%E7%90%86/450895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5/96116.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5/96116.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5/96116.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5/96116.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5/96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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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共同发布

《关于加强临床

使用基因测序相

关产品和技术管

理的通知》 

性文件） 办法（试行）》等规定，基因测序诊断产品（包括基因测序仪及相关诊断试剂和软件），

通过对人体样本进行体外检测，用于疾病的预防、诊断、监护、治疗监测、健康状态评

价和遗传性疾病的预测等，符合医疗器械的定义，应作为医疗器械管理，并应按照《医

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相关产品注册的规定申请产品注册；未获准注册的医疗器械

产品，不得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 

2014 年 5 月

（2017.5，

2018.7 修） 

国务院修定《医

疗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 

监管（规范

性文件） 

第七十六条： 

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

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 

2014 年 6 月 

（2017.1 修） 

国家食药监局

《体外诊断试剂

注册管理办法》。 

监管（规范

性文件）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体外诊断试剂，是指按医疗器械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包括在疾

病的预测、预防、诊断、治疗监测、预后观察和健康状态评价的过程中，用于人体样本

体外检测的试剂、试剂盒、校准品、质控品等产品。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仪器、器

具、设备或者系统组合使用。 

2015 年 3 月 科技部国家精准 基 础 设 施 会议提到：计划在 2030 年前，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 600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付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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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战略专家会

议 

建设、产业

专项扶持 

亿元，企业和地方财政配套 400 亿元。 

2015 年 5 月 国务院《关于取

消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的决定》 

监管（规范

性文件） 

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包括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芯片诊断、免疫

细胞治疗等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2016 年 5 月 科技部《科技部

关于发布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精准

医学研究等重点

专项 2016 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的

通知》 

基 础 设 施

建设 

总体目标是：以我国常见高发、危害重大的疾病及若干流行率相对较高的罕见病为切

入点，实施精准医学研究的全创新链协同攻关，构建百万人以上的自然人群国家大型

健康队列和重大疾病专病队列，建立多层次精准医学知识库体系和安全稳定可操作的

生物医学大数据共享平台，突破新一代生命组学临床应用技术和生物医学大数据分析

技术，建立创新性的大规模研发疾病预警、诊断、治疗与疗效评价的生物标志物、靶

标、制剂的实验和分析技术体系。以临床应用为导向，形成重大疾病的风险评估、预测

预警、早期筛查、分型分类、个体化治疗、疗效和安全性预测及监控等精准防诊治方案

和临床决策系统，形成可用于精准医学应用全过程的生物医学大数据参考咨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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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快速计算和精准决策的系列分类应用技术平台，建设中国人群典型疾病精准医

学临床方案的示范、应用和推广体系，推动一批精准治疗药物和分子检测技术产品进

入国家医保目录，为显着提升人口健康水平、减少无效和过度医疗、避免有害医疗、遏

制医疗费用支出快速增长提供科技支撑，使精准医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此专项共分五大方向，五大方向内又再分类，一共有 2+10+3+15=30 个细项分类，均为

针对精准医疗产业研究的内容。 

2016 年 11 月 国务院《”十三

五”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规划》 

基 础 设 施

建设、产业

专项扶持 

基因组学及其关联技术迅猛发展，精准医学、生物合成、工业化育种等新模式加快演

进推广，生物新经济有望引领人类生产生活迈入新天地。把握生命科学纵深发展、生

物新技术广泛应用和融合创新的新趋势，以基因技术快速发展为契机，推动医疗向精

准医疗和个性化医疗发展，加快农业育种向高效精准育种升级转化，拓展海洋生物资

源新领域、促进生物工艺和产品在更广泛领域替代应用，以新的发展模式助力生物能

源大规模应用，培育高品质专业化生物服务新业态，将生物经济加速打造成为继信息

经济后的重要新经济形态，为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新支撑。到2020年，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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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模达到8—10万亿元，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生物技术企业和生

物经济集群。发展非动力核技术。支持发展离子、中子等新型射线源，研究开发高分

辨率辐射探测器和多维动态成像装置，发展精准治疗设备、医用放射性同位素、中子

探伤、辐射改性等新技术和新产品，持续推动核技术在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环境

保护、资源勘探、公共安全等领域应用。 

2016 年 11 月 国家发改委、工

信部、卫计委、食

药监总局、商务

部和科技部《医

药工业发展规划

指南》 

基 础 设 施

建设、产业

专项扶持 

精准医疗、转化医学为新药开发和疾病诊疗提供了全新方向，基于新靶点、新机制和

突破性技术的创新药不断出现，肿瘤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技术转化步伐加快。医

疗器械向智能化、网络化、便携化方向发展，新型材料广泛应用，互联网、健康大数据

与医药产品、医疗服务紧密结合，产业升级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根据疾病细分和精准

医疗的趋势，发展针对我国特定疾病亚群的新药、新复方制剂、诊断伴随产品。 

2016 年 12 月 国家发改委《“十

三五”生物产业

基 础 设 施

建设、产业

“十二五”以来，随着现代生命科学快速发展，以及生物技术与信息、材料、能源等

技术加速融合，高通量测序、基因组编辑和生物信息分析等现代生物技术突破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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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专项扶持 化快速演进，生物经济正加速成为继信息经济后新的经济形态，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

深远影响。靶向药物、细胞治疗、基因检测、智能型医疗器械、可穿戴即时监测设

备、远程医疗、健康大数据等新技术加速普及应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正在改变着

传统的疾病预防、检测、治疗模式，为提高人民群众健康质量提供了新的手段。 

（一）构建生物医药新体系 

把握精准医学模式推动药物研发革命的趋势性变化，立足基因技术和细胞工程等先进

技术带来的革命性转变，加快新药研发速度，提升药物品质，更好满足临床用药和产

业向中高端发展的需求。到2020 年，实现医药工业销售收入4.5 万亿元，增加值占全

国工业增加值3.6%。 

2、加快发展精准医学新模式 

以临床价值为核心，在治疗适应症与新靶点验证、临床前与临床试验、产品设计优化

与产业化等全程进行精准监管，提供安全有效的数据信息，实现药物精准研发。以个

人基因组信息为基础，结合蛋白质组、代谢组等相关内环境信息，整合不同数据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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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学信息库，利用基因测序、影像、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在产前胎儿罕见病筛

查、肿瘤、遗传性疾病等方面实现精准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对特定患者量身设计最

佳诊疗方案，在正确的时间、给予正确的药物、使用正确的剂量和给药途径，达到个

体化治疗的目的。 

5、建设生物产业标准物质库 

为提高我国生物产业质量控制和标准化水平，建立可溯源的精准测量技术和标准物

质，构建核酸、蛋白质、细胞和微生物等核心测量能力和可溯源链，在此基础上开展

关于抗体、疫苗、蛋白质、核酸、干细胞、微生物的质量控制的溯源计量和标准研

究，以及新型体外诊断快速检测仪器的校准、生物质能质量检验、生物样本库中生物

样本的评价和质量控制用标准物质研究，发展精准医学中如罕见病、遗传病等以基因

测序为基础的大数据质量控制技术，夯实生物计量和质量控制标准创新基础。 

2017 年 2 月 国家发改委《战

略性新兴产业重

产 业 专 项

扶持 

4.1.6生物医药服务  

针对化学药、生物制品、中药和医疗器械等不同类型的创新产品，以获得上市许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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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产品和服务指

导目录》 

目标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的委托合同研究（CRO）。不同规模的原料、辅料和制剂

的委托合同生产（CMO）。生物资源（包括人类、动植物及微生物资源）及其他特殊样

本库（化合物库、细胞库、抗体库和其他生物组件库）的收集、保存和发掘利用服务。

生物信息系统（基因组信息、蛋白组信息、系统生物学信息等）和数据库的建立、维护

和发掘利用服务，生物大数据、医疗健康大数据共享平台。基因测序、药物筛选、实验

动物模型、规模化动植物转基因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服务。实验室仪器设备、试剂的供

应、维护、检测监测服务。生物安全实验室、GMP 生产车间的设计、建造、维护、报

批和监控服务。针对个性化健康保障和精准医疗的基因检测服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智能诊疗生态系统，针对重大疑难病症的生物治疗服务，基于物联网等技术开展的社

区和家庭远程健康管理服务。 

2017 年 2 月 国家食药监局发

布《医疗器械标

准管理办法》 

监管（规范

性文件） 

补充《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基础标准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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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科技部《”十三

五”生物技术创

新专项规划》 

基 础 设 施

建设、产业

专项扶持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大数据技术大大提升了生命科学与生

物技术的研发效率，测序技术的突飞猛进则带动了各种组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并进入临

床应用，生命科学进入大数据、大平台、大发现时代。与此同时，合成生物技术展现

出巨大潜力，个性化医疗和精准医学改变传统的疾病诊疗模式并推动医药产业变革，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为疾病治疗开辟了全新道路，单细胞技术、定向蛋白质组学技术、

基因组编辑技术以及光遗传学技术等新兴研究方法推动生命科学向更加精确和实时的

方向发展。 

专栏一：颠覆性技术.新一代生物检测技术。发展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重视单分子

技术在其中的应用和测序数据的分析解读；发展单细胞分离、基因组扩增、转录组扩

增和单细胞基因组分析技术；发展生物大分子的单分子检测、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和降

噪技术；发展蛋白质测序技术、新型质谱和微流控芯片等技术；发展基因和蛋白质精

准测量技术，推动生物检测技术向微量、痕量、单分子、高通量等方向发展。 

专栏三：关键共性技术。生物大数据。开发生物大数据的集成融合技术、生物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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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技术、生物大数据源描述索引与组织技术、生物大数据搜索与共享技术、分子

医学检测仪器设备及相关的信息化配套技术、医疗数据和健康数据实时追踪分析预警

技术和特征性区域分析技术，构建以临床应用为导向的标准化的数据分析架构和参考

流程，建立共建共享的大数据体系，形成系列疾病防控、精准医学、远程医疗方面的

原创产品及服务。支撑重点领域发展-生物医药.紧紧围绕民生健康和新兴产业培育的

战略需求，突出创新药物、医疗器械等重大产品研制和精准化、个体化、可替代或可

再生为代表的未来医学发展，重点突破新型疫苗、抗体制备、免疫治疗等关键技术，

抢占生物医药产业战略制高点，力争到2020年实现我国生物医药整体由“跟跑”到

“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转变。 

专栏四：生物医药 

重大疾病的分子分型与精准医疗。重点发展基因测序技术等新一代生命组学临床应用

技术、生物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和生物医学分析技术；系统鉴定和优化候选标志谱物，

建立疾病分型标准及技术方法，构建国家大型健康队列和特定疾病队列，建立生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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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数据共享平台；形成重大疾病的精准防诊治方案和临床决策系统，提升重大疾病

的防诊治水平。 

专栏十一：战略资源平台 

生物医学大数据库。充分利用已有的国家大型队列、疾病协同研究网络，发挥我国临

床资源优势，推进以临床样本、临床信息、健康数据以及相关生命组学数据为一体的

生物医学大数据库的建设，大力开展前瞻性研究，通过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推

动精准医学等领域全链条协同攻关，以生物医学大数据创新成果引领新一轮国家科技

竞争以及我国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的变革和跨越发展。 

2017 年 5 月 科技部、国家卫

计委、食药监总

局、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部、体育

总局、国家中医

基 础 设 施

建设、产业

专项扶持 

3. 推进科技强国建设迫切需要卫生与健康科技的创新突破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科技创新成为各国打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

核心。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战略布局中，继续将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

作为重点优先领域进行布局，不断强化卫生与健康科技的公共财政投入，并陆续推出

脑科学、精准医学、抗癌登月等计划，医学科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很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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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管理局《”十三

五”卫生与健康

科技创新专项规

划》 

大疾病、难治性疾病防控呈现革命性突破的端倪，系统化集成、多要素协同、规模化

组织成为引领全球医学科技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二）具体目标 

1. 科技创新能力显着提升.着力突破20-30项前沿、关键技术并转化应用，在精准医

学、再生医学、协同医疗、智能医疗、整合医学等若干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和自主创

新优势，攻克一批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新技术和新产品。 

（二）推动前沿技术创新 

把握生物、信息、工程等科技前沿领域的发展趋势，加快引领性技术的创新突破和应

用发展，攻克一批急需突破的先进临床诊治关键技术。重点部署生命组学、基因操

作、精准医学、医学人工智能、疾病早期发现、新型检测与成像、生物治疗、微创治

疗等前沿及共性技术研发，提升我国医学前沿领域原创水平，增强创新驱动源头供

给，加快前沿技术创新及临床转化。 

专栏2：前沿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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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准医学技术。建立百万健康人群和重点疾病人群的前瞻队列，建立多层次精准医

疗知识库体系和国家生物医学大数据共享平台，重点攻克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组学

研究和大数据融合分析技术等精准医疗核心关键技术，开发一批重大疾病早期筛查、

分子分型、个体化靶向药物治疗、靶向外科手术、疗效预测及监控等精准化解决方案

和支撑技术。 

2017 年 7 月 国家食药监局修

改《医疗器械分

类目录》 

监管（规范

性文件） 

“医用软件”章节全部（页 143-146）。 

2018 年 6 月 全国信息安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

范》 

监管（国家

标准） 

规定了个人信息及敏感信息以及其使用、搜集标准。 

个人信息 personal information.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注1：个人信息包

括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通信通讯联系方式、

通信记录和内容、账号密码、财产信息、征信信息、行踪轨迹、住宿信息、健康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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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易信息等。 

个人敏感信息 personal sensitive information.一旦泄露、非法提供或滥用可能危害人身

和财产安全，极易导致个人名誉、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或歧视性待遇等的个人信息。 

注1：个人敏感信息包括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银行账号、通信记录和

内容、财产信息、征信信息、行踪轨迹、住宿信息、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14岁

以下（含）儿童的个人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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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美国精准医疗监管与产业政策体系 
美国自从 2015 年 1 月由总统提出精准医疗计划后，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产业发展的政策来因应。但必须注意到，美国许多和精准医疗产业发展

有关的政策并非 2015 年以后才出现，许多 2015 年前就存在的既有政策（例如奖

励基础科研及医疗健康产业扶持）便已包含了精准医疗的概念在其中。此外，美

国作为一个市场优先的国家，其联邦政府政策充分体现了以促进经济效率为核心

目标的设计原则：间接扶持与精准医疗概念有关的中小企业、大力投资基础科学

研究、建立跨部门的公共平台以及向市场倾斜的监管政策。以下分别从产业基础

建设、专项扶持及监管法规三个板块讨论美国精准医疗产业的政策体系。 

在产业基础建设部分，2015 年美国联邦政府首先宣布由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建立基因测序志愿者平台，该政策宣示在 2016 年联邦政府预算中正式

以《我们全部（All of us）》的计划名称落地。《我们全部（All of us）》计划主

要用于建立和运营一个百万人规模的基因测序平台及数据库，但也同时包含用于

支持精准医疗科研的预算。支持精准医疗研究的项目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

用于支持纯科研的基础建设经费，另一部分则是开放给私人企业用于研发尖端技

术的间接补贴经费16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 NIH 的《我们全部（All of us）》

计划中，除了专门用于该计划的预算之外，也纳入了另一个促进医疗产业发展的

预算项目：21 世纪健康法案。从 2016 年至 2018 年《我们全部（All of us）》计

划所拿到的 6.5 亿美元来看，21 世纪健康法案的预算占了其中的 10%左右166。除

                                                      
165 https://allofus.nih.gov/funding 
166 https://allofus.nih.gov/news-events-media/media-toolkit/all-us-research-program-

backgrounder 

https://allofus.nih.gov/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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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全部（All of us）》计划，美国联邦政府早在 2012 年便启动了数个针对

医疗产业创新的基础研究项目，例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针对先生物影像识别与可视化（ Innovations in Biological Imaging and 

Visualization, IBIV）、生物数据搜集等方向设有专门的科研基金、跨部门研究项

目如 NIH 与 NSF 合作之生物医药大数据量化方法计划（Joint NSF/NIH Initiative 

on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o Biomedical Big Data, QuBBD）等。 

 在产业专项扶持部分，美国联邦政府虽未出台专门针对精准医疗产业的产

业政策，但仍通过两个不同的政策工具来间接扶持有关组织的发展。第一是 NIH”

我们全部”计划中的研发补贴，为了更有效地推动精准医疗产业，《我们全部》

的项目基金中也纳入了部分要求以研究联盟进行的其他交易奖励（ other 

transaction award，属于一种政府创新采购）。这种独特的工具使得美国有志于发

展精准医疗的企业、科研单位及非营利组织可以在不排除获利的情况下仍享有政

府补贴。另一个工具则是美国联邦政府行之有年的小型商业创新研究计划（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SBIR）。该计划长期以来对美国具创新潜力的中小型

企业研发行为进行补贴，在精准医疗被提上国家政策议程后，SBIR 计划的生物

科技方向中也纳入了精准医疗产业相关企业的申请。 

最后，在产业监管部分，即使美国宪法强调分权与制衡，但在涉及安全监管

的问题上却非常的集权，精准医疗产业并不例外。即使精准医疗监管至少牵涉到

卫生、医疗与信息三大部门的职责，但联邦政府下属的 FDA 基本上仍通过其庞

大的组织规模及学习能力一肩承担了监管跨界的责任。首先是传统的产品监管板

块，FDA 除了继续维持关于医疗器械的审批规则（包含）之外，2016 年国会通

过的 21 世纪健康法案又额外授予 FDA 可将软件程序视为一种医疗器械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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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许多互联网企业（例如 google）、IT 方案企业（例如 IBM）等传统上不

归医疗产业监管的企业们在推出它们的精准医疗产品时，将无法自外于 FDA 的

监管。此外，在数据监管板块，FDA 在 2018 年 4 月正式通过其监管世代测序平

台、数据库以及数据标准的两份指导文件，分别为临床数据库指引以及分析有效

性指引。这两份文件主要对精准医疗产业中的基因测序及相关应用进行规范，前

者针对信息平台及相关设备的应用场景、数据库建设及数据取用进行规范，后者

则聚焦于规范测序过程中的各种程序。而为了最有效地利用精准医疗数据库，

FDA 甚至自建生物信息数据平台来落实因精准医疗产业兴起而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167。最后，延续 FDA 针对基因测序的规范，两部贯穿 FDA 监管精准医疗产业

的法规为：1996 年通过的健康保险可携与可究责性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of 1996, HIPAA)（现仍在不断修正）以及 2013

年通过的基因信息无差异法案（Genetic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GINA）。

前者对商业主体应用医疗数据的边界进行了界定，后者则是对基因技术的重大伦

理风险和商业应用做了规范。总的来说，美国国会及联邦政府均以最大化市场效

率的前提下，对医疗数据进行伦理及安全上监管制度设计。 

5.4.3 欧盟精准医疗监管与产业政策体系 
不同于美国和中国，欧盟在正式政策文件中主张精准医疗是一种个人医疗理

念的延伸，该理念来自于 2008 年欧盟委员会出台的“朝向更加个人化的医疗

（Towards more Personalized Medicine）计划”，强调通过新科技来响应有个体差

异的医疗。欧盟以联盟名义推动精准医疗发展的行动始于 2015 年 12 月由欧洲议

                                                      
167 https://www.fda.gov/medicaldevices/productsandmedicalprocedures/invitrodiagnostics/pre

cisionmedicine-medicaldevices/default.ht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alth_Insurance_Portability_and_Accountability_A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alth_Insurance_Portability_and_Accountability_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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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的关于为了病患的个人医疗的会议结论（ Council conclusions on 

personalised medicine for patients）168，不同欧盟成员国内部仍存有。附属于欧盟

委员会的相应专责组织 ICPerMed 则在 2016 年 12 月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欧盟

的监管政策演进过程和美国相似，其部分专项扶持行动及监管政策承袭较早的政

策体系。也就是说，若过去的政策设计已包含较为前瞻的想法（例如针对基因技

术的补贴或规制），则欧洲议会或欧盟委员会不会重复出台新政策。依照本文所

提出的政策体系架构，接下来本文将从产业基础建设、专业扶持计划及监管政策

三个层面来讨论欧盟的精准医疗监管与产业政策体系演变。 

（1）产业基础建设部分 

自 2015 年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一年后，欧盟委员会在为期 7 年（2014 年至

2020 年），正在执行中的基础研究补贴计划：展望 2020（Horizon 2020）中纳入

了针对精准医疗的部分。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在 2008 年“朝向更加个人化的医疗”

中的新医疗技术-omics169的基础上，加入包含精准医疗技术的基础研发补贴。《展

望 2020》作为欧盟最大的基础研发促进计划，欧盟委员会预计向欧盟国家的高

校、研究机构与企业投入 800 亿欧元促使其发展出具有突破性、世界领先、从实

验室到市场的重大想法或发现。虽然欧盟委员会没有特别提出会在《展望 2020》

计划中编列多少针对精准医疗技术的研发，但从建设基础研发能量的角度来看，

《展望 2020》将是欧盟用来建设其精准医疗科研基础的主要工具。 

另一方面，由于精准医疗产业发展高度仰赖数据分析，因此和中美的做法类

                                                      
168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OJ:C:2015:421:FULL&from=EN 
169 https://ec.europa.eu/research/health/pdf/2013-
10_personalised_medicine_en.pdf#view=fit&pagemode=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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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欧盟也于 2018 年 4 月出台了整合欧盟成员国的联盟级行动“欧盟数据（Data 

in the EU）”170。“欧盟数据”的出台揭示了欧盟作为以法团概念组成的一个实体，

为了克服成员国不愿意向其他成员国共享本国数据的困难而做出的努力。该政策

旨在促进以数据（主要是基因测序数据）为基础的新产品发展，增进欧盟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改善欧洲共享医疗数据的情况。其具体包含了三大理念：

1)国民可安全取用他们健康数据；2)建设通过共享欧洲数据基础建设的个人化医

疗；3)运用数字工具取得用户回馈及个人化健康信息以赋能国民。171该行动预计

在 2019 年上半年落地。 

（2）政策专项扶持部分 

虽然欧盟委员会已在《展望 2020》计划中纳入了扶持精准医疗产业研发的

想法，但仍额外出台了产业专项扶持计划 ICPerMed。在欧洲议会通过“关于为

了病患的个人医疗的会议结论”后一年，欧盟委员会组织成立了旨在让欧洲社群

共享精准医疗研发能量的 ICPerMed 平台。该平台包含了以 PreMed 计划及其下

设的战略性研发与以创新议程（Strateg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genda）172为核

心的补贴项目和使会员以组织名义加入并共享研究成果的平台。ICPerMed 的第

一期成果于 2017 年发布，分别以 1)资通讯与数据-使能技术、2)资通讯与数据-改

善健康、3)转译研究、4)卫生经济学、监管与市场准入、以及 5)人与社会等五个

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173 

（3）产业监管 

                                                      
170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3364_en.htm 
171 https://ec.europa.eu/research/health/index.cfm?pg=policy&policyname=personalised 
172 https://www.permed2020.eu/_media/PerMed_SRIA.pdf 
173 https://www.icpermed.eu/en/icpermed-governance.php#ActionItem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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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因应精准医疗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冲击，欧盟在 2014 至 2017 年之间出

台了三个法规来回应由基因测序、新设备及个人数据所构成的新监管需求174。它

们分别是 2014 年的临床试验规制（The Clinical Trials Regulation）、2016 年的一

般性数据保护规制（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以及 2017 年的新

医疗器械规制（the new Regulation on medical devices）。 

在临床试验规制中，欧盟为了平衡临床试验的安全性与效率冲突，简化了个

人医疗方向的临床试验的执行程序，并促进了相关试验从研究到实际治疗行为之

间的效率。而 2016 年出台的 GDPR 虽然不针对精准医疗相关产品，但也特别指

出在基因测序、个人健康资料搜集行为上，相关产品必须符合 GDPR 所规定的个

人数据使用规范。GDPR 于 2018 年 5 月正式施行，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严格

的个人数据使用监管法规。最后，为了使精准医疗产业的核心产品：医疗器械能

够更好的符合监管规范，欧盟 2017 年出台的新医疗器械规制兼顾产业科技进步，

将用于诊断的医疗器械认定范围进行了拓展。该规制包含了更严格的事前审查机

制、诊疗器械使用标准等一系列内容175，总体而言，较全面地规范了将信息技术

结合医疗诊断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5.4.4 中美欧监管体系比较分析 
简单比较三大经济体精准医疗监管体系的内涵及演进过程，各具特点。欧盟

发挥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层面呈现环环相扣特点。在法规体系与市场化互动方面，

呈现出美国、中国到欧洲的差异化分布。美国法规宽松，市场可作为空间较大，

而欧盟法律体系完善，市场可作用空间较少，中国则介于两者中间。虽然欧盟整

                                                      
174 https://ec.europa.eu/health/human-use/personalised-medicine_en 
175 https://ec.europa.eu/growth/sectors/medical-devices/regulatory-framework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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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政策和法规的反映较慢，具体的研发和市场化都需要等待具体政策出来，却不

容易让企业追逐利益。 

具体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1）产业监管方面。欧盟是三大经济体中对精准医疗发展内涵规范的最全

面的一个。欧盟正式法律及相关文件对基础研究、市场动态及安全、隐私规制之

间的互动有较完善的讨论与规定。中国虽然不如欧盟的法律体系精细，但近年来

中央政府出台的各项规定及文件也基本规范出精准医疗产业发展的路径。相较而

言，美国联邦政府则几乎没有出台规制性较高的法律来处理精准医疗，而在原有

的安全监管及隐私保护底线之上，让市场自由发展。 

（2）产业专项扶持方面。中国政府充分发挥集中制的优势，出台了较多的

专项扶持计划。相较而言，美国与欧盟政府都仅在原有的基础研究补贴上进行了

些微的专项计划。 

（3）基础建设方面。三大经济体各有优势。中国政府动员了较多机构参与

相关的平台建设。美国政府通过单一平台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基础也成功打造出

具规模的基因测序平台；欧盟政府则是利用成员国各自的基础，尝试以法团主义

的方法使各成员国共享数据，虽然进展甚缓，但后势看好。此外，三大经济体均

大力投资相关技术的基础研究。 

表 5.3 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精准医疗政策比较 

 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专项扶持 产业监管 

中国 1.《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

研究等重点专项 2016年

1.《“十三五”生物产业发

展规划》 

2.《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

1. 《药品管理法》 

2.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17 年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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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

知》 

2.《”十三五”生物技术创

新专项规划》 

3.《”十三五”卫生与健康

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3.《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

南》 

3. 《医疗器械标准管理办法》 

4. 《医疗器械分类目录》 

5.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正案 （草

案送审稿）》（2018 年送审，2019 年 3 月

仍在审议中） 

6. 《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

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7.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美国 “我们全部” 

《21 世纪健康法案》 

”我们全部” 

《小型商业创新研究计

划》 

《21 世纪健康法案》 

《健康保险可携与可究责性法案》 

《基因信息无差异法案》 

《临床数据库指引》 

《分析有效性指引》 

欧盟 1. 《关于为了病患的个

人医疗的会议结论》 

2. 《展望 2020》 

3. “欧盟数据” 

《展望 2020》 

ICPerMed 

1. 临床试验规制 

2. 新医疗器械规制 

3. 一般性数据保护规制 

5.5 精准医疗监管体系的改进建议 

精准医疗产业的监管政策风险主要体现在行业标准缺失，应用监管很不成熟，

缺少必要的准入机制。尤其是基因检测，在当前在提供基因检测服务的机构中，

都是以一种只要是政策没有禁止的，就可以进行市场运作的心态来从事该行业。

对于检测结果的准确，被测人员/患者的安全，以及检测信息的安全都造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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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亟待进行规范和严格的管理。我国应尽快对精准医疗的新药研发、基因检

测等行业进行规范和管理，参考发达国家如美国等在该领域的审批和监管制度，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基因检测行业监管体系。 

（1）建立我国公开、透明的准入和监管体系。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尽快

建立起一套公开、透明的准入和监管体系，做到报批和检测标准相符合，以确保

能够做出可靠的结果和诊断报告。要求不管是医院还是第三方独立检测诊断实验

室都遵守统一的标准，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能加速新技术的应用。 

（2）建立监管政策顾问委员会。组建一个顾问委员会和研讨论坛，该委员

会由政府相关部门官员，产业界代表，医学、信息技术、高校及国家相关研究机

构的专家组成，探讨和实施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监管政策及法律的可行方案。并

且，该委员会对于确保政府官员和法规制定者知晓基因行业的迅速发也是至关重

要的。委员会将由 50 位公共政策、医药、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顶尖专业人才以

及中国高校相关领域的顶尖教授组成。委员会按季度举行会议，针对中国监管体

系需进行的改变提出建议，并讨论最新的行业动态。 

（3）加速建立监管体系、实施创新监管方法。中国应该立即建立类似于美

国对基因行业的监管体系。对基因行业进行有效监管，以确保实验室的人员、设

备及实验流程符合行业标准，病人的隐私受到保护。中国的监管体系可利用互联

网技术创新手段，从两个层面落实监管。 

（4） 加强基础设施和监管平台建设。政府牵头为临床实验室统一部署实验

室管理信息系统，提高实验室标准化、规范化流程作业管理，同时为政府监管部

门自动上传实验室关键质控信息及合规信息。建立政府部门云监管平台。云平台

联网各实验室管理系统，自动收集各实验室重要质控信息和合规信息。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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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时了解企业日常运作和违规情况，通过大数据分析，政府决策者可以掌控全

局，更及时、全面了解中国基因行业的现状。对主要的规则制定人员，特别是领

导层及顾问委员会来说，能够掌握中国各基因实验室的研究和开发信息的真实情

况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将“实验室信息接入云监管平台”作为检测机构的准入

机制之一，会使得监管与行业建设同步发展。用高科技信息化的手段改变以往的

监管远远落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真正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政策下，实

现行业健康发展，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造福于民。 

（5）建设国家监管精准医学大数据共享平台。精准医学是建立在基因和病

例大数据的整合、存储、利用与共享平台之上的。由于数据量庞大而且具有极高

的经济效用和科研价值，这些数据受到国内外企业和科学家的极大关注。目前在

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出现许多关于数据安全、基因信息、病人隐私等方面的问题。

我国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基因和病例数据将会爆炸式积累，很快将会面临严峻

的数据管理和分享的挑战。国家需要在“重点专项”的框架下，开展和扶持在国

家层面建立政府监管的精准医学大数据中心和共享平台，实现产业和数据的高效

监管，有效整合和合理利用。我国是人口大国，具有遗传信息的多样性，我国的

精准医学大数据库将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数据库，并将为中国的生物医药和计算

机行业带来一场革命，并使中国高校成为新的世界级的研究和科学发明中心，而

且也将极大促进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提高自主研发的能力，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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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走向适应性监管 

新业态的产生往往是一个“破坏性创造的过程”，对应的新兴产业监管也应

与时俱进。好的监管不是关门禁入，而是开门有序进入。政府应通过合理的制度

安排，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让有利于促进创新或产业升级、便

利人们生活的新业态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从本研究的两个新兴产业发展案例中

可以发现，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工业 4.0 时代，政府必须同时回应几个价值：

安全、产业发展效率、个人隐私权以及社会稳定。从而，相较于传统监管模式只

能在不同价值之间进行零和抉择，适应性监管代表的追求“多赢”思维更适合新

兴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通过梳理过去几十年里世界各国关于新兴产业监管的实务讨论及学术理论，

我们发现：新兴产业监管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仍缺乏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来

辨识、分析及预测政府监管政策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举例来说，现有文献认

为产业发展可以从大数据、声誉体系和有效的竞争等市场机制来响应安全、隐私

等非经济效率问题，不需要政府监管的介入（Katz et al.2015; Cohen & Sundararajan, 

2015; Koopman et al, 2015; Zervas et al, 2015），但是从中国网约车产业发展的实

践案例中可以看到，当共享平台利用模糊的合约关系来试图回避传统的法律制度

中的雇佣问题时，大数据分析的优势所促成的不一定是企业社会责任。更多情况

下，大数据及其衍生的数据分析结论成为企业用以辩护其产品（服务）正当性的

工具。而中国在 2016 年发生的魏则西事件也显示出，即使在医疗产业这种高度

强调企业声誉的产业里，由医疗集团、研究者、互联网公司所组成的联盟仍有各

种方式降低（甚至是扭转）因声誉受损而造成的收益损害。精准医疗产业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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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更在意如何从快速创新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拿到更多临床实验数据，而不是停

下来思考是否当前的发展模式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安全危害。新兴产业发展衍生

的现实问题呼唤新监管理论。 

与之相对，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受到监管的影响，尤其是在创新方面。当今时

代，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是信息技术进步和创新所促成的，而且受到因人类

社会需求变化而不断产生的新的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在网约车产业和精准医疗产

业，我们都可以看到监管对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正面与负面影

响。甚至，通过滴滴出行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观察到监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可以塑造产业技术创新轨迹，也可以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在精准医疗中，监管

对创新的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更重要的是，监管对产业发展的制约还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人民生活的福祉。新兴产业的监管不仅要呼应新的现实问题，还要实现

与产业发展、创新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新兴产业必然面临监管政策的两难：若政府政策过于富有弹性时，产业发展

带来的安全问题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但若不给产业发展保留弹性，则

新商业模式根本无法成形。解决这个两难的方法是利用动态视角来设计监管政策。

监管者以正向绩效为考核标准，配合因产业发展阶段不同会出现不同程度社会风

险的规律，迭代地修改监管政策内容。我们试图从制度、政策及创新理论中出发，

配合现实案例分析的基础，建构了一个既可以塑造创新，也同时兼顾安全、隐私、

公平等社会需求的适应性监管理论架构。良好的“适应性监管”模式决定了新兴产

业能否、何时从第二阶段的快速扩张期顺利进入到第三阶段成熟市场期，这对一

个国家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产生实质性影响。 

适应性监管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监管的核心目标。我们认为，适应性监管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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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标则是匹配发展产业发展，有三个重要的内容：辅助（不阻碍）技术创新、

防控产业风险（避免负外部性）、确保主体企业服务公众利益。匹配新兴产业发

展的适应性监管模式具有以下内涵： 

（1） 监管的目标不是管制而是塑造创新。监管是回应社会需求的工具/政策，

不能将之理解为控制，而应看作是塑造激励和创新的手段，目的是让

创新更加顺畅。 

（2） 不能一味强调风险，市场失灵之外的目标也要考虑，促进新的目标实

现。 

（3） 制定过程需要新兴产业主体和理论界的参与，监管政策是通过互动内

生的方式产生。 

（4） 监管需要综合不同工具，在收和放之间具有弹性，需要审时度势观察

产业发展。 

（5） 新兴产业是多个破坏式创新组成的模式，监管对创新正负影响的速率

灵敏度更高，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是互动。 

（6） 监管需要随着技术、经济和技术条件而变化，避免已有的法律锁定或

制度依赖，积极探索法律漏洞和新的法律与理论基础。 

（7） 制度化、框架化的监管体系难以适用于新兴产业动态的、非制度化（政

策变迁速度很快）的发展模式，需要探索具有弹性的政策体系。 

（8） 针对新兴产业的适应性监管跨越多维度的产业技术变迁，具有更宏观

的视野，监管理念的确认需避免短视。 

 

对新兴产业而言，监管机构应该如何进行规制才能既不在产业发展初期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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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也能及时对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和负外部性进行应对。新兴产业的

快速发展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政府在监管时很难进行利弊计算，而应采取适应性治

理的思路和方式，随着条件、技术与环境的改变而进行动态调整。适应性监管的

理念打破了传统的政府监管认知176。在适应性监管的理念下，监管内容和对象是

会随时发生演化，监管政策是通过监管对象的互动参与而形成的，监管除了矫正

市场失灵外，还能够促进创新，以及实现其他政策目标（例如提升企业竞争力）。

因而，对新兴产业进行适应性监管的基本政策思路如下： 

首先，增加风险控制目标，不片面的追求效益。对新兴产业进行适应性监管

的政策目标需要从效益和风险两个维度考虑，平衡风险与效益的关系。一方面要

放弃传统治理对效益的单一追求。事实上，对新兴产业试图采用成本收益的计算

方式来明确效益，制定目标并不可行。另一方面，对新兴产业的治理需要增加风

险控制的追求目标。政府应尽可能将风险控制到最低或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风

险和效益的两个政策目标维度有时候可以兼得，但也有可能完全对立，需要政府

综合平衡。所以，适应性治理的目标有可能多元化，而不是简单的效益最大化。 

其次，要摆脱完全依赖传统学科原理，构建科学的大数据分析。对新兴产业

进行适应性监管要以互联网、大数据等科学手段作为政策分析、模拟的基础和辅

助工具，需要真正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大数据中掌握事务发展的内在规

律，而不能够简单依据传统的政策科学原理或经济学、政治学原理进行治理。只

有政府部门积极深入的去理解新兴产业背后的创新模式、技术演化特征，才能尽

可能去认知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制定出合适的监管政策。 

                                                      
176 例如传统监管认为监管内容是刚性的，不存在对变化环境的适应，经济主体被认定

为被动的做出回应，监管只为矫正不公的市场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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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加强协同治理，结合多方利益。监管方与被监管方的双向动态互动是

保障监管思路与创新相匹配的重要方式。新兴产业监管的背后也涉及到复杂的利

益博弈问题，既有与之关联的传统产业部门，也有来自地方政府、用户的利益冲

突。在规制政策的具体制定过程中，政府应加强协同治理，跟企业、用户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否则，缺乏利益相关者声音的决策搞不好要返工。同时，

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信息和知识是稀缺的，只有各类主体的充分互动才能促成

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进而有利于监管机构挖掘风险，对症下药。 

最后，政策方向要“明”，政策措施要“轻”。在制定具体规制政策时，一方

面方向要明确，政府应清楚进行规制的导向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下手要轻缓，

政府使用的具体政策措施应该具有弹性，能够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快速调整。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政府应切忌将刹车踩得过快过死，要充分发挥政府监管“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 

 

 

 

 

 

 

 

 

 



 

169 

 

参考文献 

[1] Glaeser & Shleifer.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1, 

No.2, 401-425, 2003 

[2] Braithwaite.J. Responsive Regulation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4, 

No. 5, pp. 884–898, 2006 

[3] Francis.J.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3 

[4] Majone,G.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7, 77-101 

[5] Blind, K.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 on Innovation, Nesta Working Paper No. 12/02, 2012 

[6] Koopman.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Regulation: The Case for Policy 

Change, 8 J. Bus. Entrepreneurship & L. 529, 2015 

[7] Paraskevopoulou, Evita. Non-technological regulatory effects: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policy, Research Policy, 1058-1071, 2012 

[8] Giovanni Immordino, Michele Polo. Optimal Legal Standards in Antitrust: Traditional v. 

Innovative Industries Working Paper n. 420, 2011 

[9] Hekkert et al. Functions of innovation systems: A new approach for analyz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74 (2007) 413 – 432 

[10] Dolfsma & Seo. Government 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A suggested typology. 

Technovation 33(s 6–7):173–179, 2013 

[11] Garcia & Calantone.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o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y Planning.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90 – 103, February 2003 

[12] Paul M.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vol. 

98, no. 5, pt. 2 

[13] Nelson & Winter. In search of useful theory of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6 (I977) 36-76 

[14] Fulvio Castellacci. Evolutionary and New Growth Theories: are the converging?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2007 

[15] Fulvio Castellacci.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regimes and trajectories: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in a new taxonomy of sectoral patterns of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2008, 



 

170 

 

vol. 37, issue 6-7, 978-994 

[16] Fulvio Castellacci & Jinghai Zheng. Technological regimes, Schumpeterian patterns of 

innovation and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0, vol. 

19, issue 6, 1829-1865 

[17] Bergek et al. Technological discontinuities and the challenge for incumbent firms: Destruction, 

disruption or creative accumulation? Research Policy 42:1210– 1224, July 2013 

[18] Raphael Amit & Christoph Zott. Value creation in E-busines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2, Issue 6-7. 2001 

[19] Ron Adner & Rahul Kapoor. Value creation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 how the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in new technology genera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1, Issue3. 2010 

[20] Carayannis & Cambell. 'Mode 3' and 'Quadruple Helix': Towar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46(3/4) · January 

2009 

[21] Tim Jackson.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for a sustainable economy.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Vol.35, Issue 3. 2011 

[22] Kapoor & Furr. Complementarities and competition: Unpacking the drivers of entrants' 

technology choices in the solar photovoltaic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6, 

Issue 3, 2014 

[23] Hu et al. Sustaining the emerging carbon trad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A business ecosystem 

approach of carbon traders. Energy Policy. 2014 

[24] Cenamor, J., Usero, B., & Fernández, Z. (2013). The role of complementary products on 

platform adoption: Evidence from the video console market. Technovation, 33(12), 405-416. 

[25] Barry & Caron. Tax Regulation, Transportation Innovation,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Dialogue, Vol. 82, p. 69, 2015 

[26] Watanabe et al. Co-evolution of Three Mega-trends Nurtures: Un-captured GDP – Uber’s Ride-

sharing Revolution. Informaatioteknologian tiedekunnan julkaisuja No. 29/2016 

[27] Rausch & Schleicher. Like Uber, But for Local Governmental Policy: The Future of Local 



 

171 

 

Regulation of the 'Sharing Economy. George Mason Law &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15-01. 2015 

[28] Biber et al. Regulating Business Innovation as Policy Disruption: From the Model T to Airbnb. 

70 Vand. L. Rev. 1561 (2017) 

[29] Aschhoff & Sofka. Innovation on demand--Can public procurement drive market success of 

innovations? Research Policy, 2009, vol. 38, issue 8, 1235-1247 

[30] Baldwin & Von Hippel. Model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Producer Innovation to User and 

Op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Finance Working Paper No. 10-038, 

2010 

[31] Hoffmann et al. Regulatory Uncertainty: A Reason to Postpone Investments? Not Necessari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ume 46, Issue 7, 2009 

[32] Evans & Schmalensee. Failure to Launch: Critical Mass in Platform Businesses. 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 Vol.9, Issue 4, 2010 

[33] Katz. Regul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30 Berkeley Tech. L.J. 1067 (2015) 

[34] Cohen & Sundararajan. Self-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Peer-to-Peer Sharing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Online, Vol. 82 [2017], Iss. 1, Art. 8 

[35] Zervas et al. The Ris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Airbnb on the Hotel 

Industry. Boston University, 2015 

[36] Stilgoe et al.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Volume 42, 

Issue 9, November 2013, Pages 1568-1580 

[37] Halme & Korpela. Responsible Innovation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 Resource Perspective.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3(8), December 2014 

[38] Peters & Pierre.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Rethin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8, Issue 2, April 1998, Pages 223–243 

[39]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a Progress Report,37(3) RAND 

J.ECON.645-667,2006. 

[40] 程实：《独角兽回归与新经济崛起》，工银国际，2018 年 4 月 2 日 



 

172 

 

[41]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8》，2018 年 2 月）。 

[42]  “滴滴：棋至中局”，中信证券，2018 年 4 月 12 日。 

[43] 《滴滴的战争与和平》，财经。  

[44] Collier et al. Disrupting Regulation, Regulating Disruption: The Politics of Uber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ume 16, Issue 4 December 2018 , pp. 919-937 

[45] 《2016 年中国移动端出行服务市场研究报告》艾瑞咨询。 

[46]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8》，2018 年 2 月。 

[47] 2017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48] 2017 年 7 月《管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指导性意见》，提出“放宽准入、底线思维”的新要

求，“多方参与、协同治理”为大方向。 

[49]  “网约车合法化撬开百亿市场，滴滴优步联姻开启“智能出行”时代”。中国银河证券研

究部 2016 年 8 月 2 日报告。 

[50] 2018 年 3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寄托

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 

[51] 《2018 年 2 月网约车 app 行业研究报告》 

[52] 发改委等八部委：《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2017.7 

[53] 交通部：《关于促进手机软件招车等出租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2014.7 

[54] 交通部：《关于促进手机软件招车等出租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2015.1 

[55] 交通部：《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2015.1 

[56] 《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57]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58]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 

[59] CNIT-Research: 《2016 年 Q1 中国专车市场研究报告》 

[60] 国务院：《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2017.10 

[61] Green. Targeting Targeted Therapy.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4 

[62] Mirnezami et al. Robotic colorectal surgery: hype or new hop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173 

 

robotics in colorectal surgery. Colorectal Disease Volume 12, Issue 11, 2010 

[63] Dzau et al. Aligning incentives to fulfil the promise of personalised medicine. Viewpoint. 

Vol.385, Issue 9982, 2118-2119, 2015 

[64] Atrostic & Nguyen. How Businesses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sights for measur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Working Papers 06-15,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U.S. 

Census Bureau, 2006 

[65] Bloom & van Reenen.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Across Firms and 

Countr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22, Issue 4, November 2007, Pages 

1351–1408 

[66] Acemoglu et al. Disease and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Life Expectancy o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 vol. 115, no. 6 

[67] Anderson. Systematic reviews of economic evaluations: utility or futility? Health Econ. 2010 

Mar;19(3):350-64. 

[68] Bloom et al. Does Management Matter in Healthcare?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2014 

[69] Goldfarb & Tucker. Digit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7(1), pages 3-43, 

2017 

[70] Greenstain et al. The Economics of Digitization: An Agenda for NSF.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January 2010 

[71] Forman & Goldfarb.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Businesses. 

Handbook of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Terry Hendershott, ed., Elsevier, 2006 

[72] 张振, 周毅, 杜守洪等. 医疗大数据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14, 

35(6):2-8. 

[73]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2018.9 

[74] 《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等重点专项 2016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的通知》2016.5 

[75] 《“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2017.4 

[76]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77] 国家发改委：《“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2016.12 



 

174 

 

[78] 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7.2 

[79] 《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2016.11 

[80]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14 

[81] 《关于加强临床使用基因测序相关产品和技术管理的通知》2014 

[82] 《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2014.6 

[83] 《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2015.8 

[84] 《医疗器械标准管理办法》2017.2 

[85]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正案 （草案送审稿）》2018.6 

[86] 《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2013.2 

[87]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20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