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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经济赋能
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的新特征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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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已经占农民工总量的一半以上，作为第三次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

电商平台经济在吸纳就业、创造就业中，潜在增长空间大，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时期，发挥就业创业“稳

定器”和“助推器”功能。电商平台经济在赋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中，具有全产业链、本地化、就地化、集

群化、知识化、年轻化、包容性的就业创业特征，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就业市场环境，推进就地城镇化，为

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但面临外部软硬件支撑体系没有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供求矛盾仍然突

出的挑战。未来应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提升电商劳动从业者的组织化程度，提升职业

培训质量，不断完善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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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60%，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近10万亿元，其中第

三次产业的增长率6.7%，在增加值总额中的占比

达到53.9%，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

57.8%。因此，无论是从增速、结构、贡献率等多个

方面考量，第三次产业已经成为实现我国经济平稳

发展的重要引擎。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农民工总量为29 077

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增长0.8%；从事第三产

业的农民工比重继续增长，达到51%，比上年提高

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

农民工比重为6.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1]。

因此，2020年要实现稳就业、保就业的基本目标，

向第三产业要就业空间是重要途径。作为第三次

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商平台经济，近年来发展迅

猛发展，在吸纳就业、创造就业增量中，显示出巨大

的潜在增长空间。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的测算，2018年

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人，占全

年总就业人数近25%。在全国总就业人数同比下

降0.07%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却实现

了同比增长11.5%[2]。在农村领域，截至 201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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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全国农村网商已经接近了 1 200 万家，累计

带动就业人数超过 3 000 万人[3]，约占外出务工农

民工群体的10%以上。特别是在今年遭遇新中国

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以来，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电商平台不仅发挥了

全社会有序复工的就业“稳定器”的作用，而且成为

创造新就业、促发展的“助推器”。

有学者的研究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于

2010 年达到峰值，农村可供转移的人口2014 年达

到峰值后，随后都进入负增长时期，人口抚养比迅

速提高，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空间大幅度缩小，农村

每年外出劳动力的增长趋于停止[4]。电商平台经

济的快速崛起，为农村劳动力的本地化就业提供了

新的空间与途径。近几年来，中央连续几个一号文

件全面部署，推进电商平台经济加速发展，特别是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乡

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

乡双向流通步伐加快，为广大农村劳动力参与创

业就业提供了新的产业机遇和潜在空间。到2020

年3月底，商务部的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覆盖全国

1 180个县，其中832个贫困县实现全覆盖，以物流

配送、公共服务、人才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电商

运营体系初步健全，助力农产品出村和农民增收。

电商平台经济对于农村劳动力创业就业的影响日

益引发学界的关注，研究文献围绕对我国就业总

量[5]、就业质量[6]、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7]、改善农村

创业就业绩效[8]及农村人力资本结构[9]以及促进返

乡创业[10]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本文试

图根据公开发表的数据与文献资料，对于电商平台

经济对于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的新特征与新

变化，及其面临的问题挑战进行初步探析，进而提

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电商平台经济赋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的

新特征与新趋势

目前农村电商平台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

就业创业主要在两大领域，一是以互联网平台线上

销售为导向，从事电商实体产品生产及其辅助性生

产服务；二是以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为主的中介平

台服务为载体，从事产品营销、物流等生产服务。

电商平台电商带动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方面，显

示出鲜明的行业特征。

(一）以实体产品生产为核心的裂变式的全产

业链就业创业

目前农村电商实体产品生产主要是依托小微

企业的服装、鞋帽、家具、箱包等劳动密集型的轻工

产品生产，及依托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龙头企业

的地方特色农产品生产。无论何种形式，从劳动力

行业分布看，他们都具有以产品生产为中心，衍生出

一个生态就业态，实体生产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特

别是物流、包装、商贸、广告摄影、直播代购等电商服

务联动的行业特征，创造出围绕核心产品引出全产

业链的直接就业与间接就业。按照估算，阿里新零

售生态2018年创造出4 082万个就业新岗位，其中，

除了1 458万个直接从事零售的交易型就业岗位外，

还新增2 524万个带动型的辅助及衍生新岗位[11]。

以淘宝村①为例，生产商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

小微企业，形成前店后厂、厂店一体化的就业格局，

是典型的自我雇佣的创业就业模式，随着淘宝村形

成规模效应，带动前端的产品设计、原材料生产，后

端的物流、包装等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三次产业融

合的新发展模式。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18 年底，

全国淘宝村增加到4 310个，比上年增长35%；淘宝

镇达到1 118个。淘宝村和淘宝镇网店年销售额合

计超过7 000亿元，带动的就业机会超过683万个[12]。

（二）本地化、就地化、集群化的就业创业特征

突出

以电商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快速

崛起后，大量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出现本地化的趋

势。以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为例，按照省政府新闻

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10月底，全省农村

劳动力转移输出2 440万人。其中，省内转移1 370.1

万人，省外输出1 069.9万人，省内就业人数比省外

①按照阿里的要求，淘宝村最低门槛是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到100家，或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的行

政村，并且电资商务经营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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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就业多300多万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

电商、物流业以及乡村旅游等新兴业态的快速兴

起，提供了农民工就业的新空间，并且已成为农民

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首要选择[13]。

随着电商平台经济的大发展，还带来了农村劳

动力的就业创业地向乡镇、社区基层下沉。陕西省

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春节，陕西省630万农民

工中，七成农民工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其中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就达48.11万人，参与创办企业

25.84万个，带动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147.48万人。

创业地点从县城中心街区，下移延伸到乡镇中心、

移民安置点、乡村振兴示范村等重点村庄[14]。一些

农村电商发达的地方政府还直接启动就地就业项

目，如江苏电商发达县宿迁市，启动“家门口就业工

程”项目，围绕青年农民工和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在村庄创办小工厂、小农场、小物流、小电商、小服

务等“五小创业”项目近1 000 个，带动农村劳动力

就近就业 5.9 万人。

此外，电商带动的就业创业呈现集群化特征，

在淘宝村（镇）模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全国淘宝

村数量从 2009 年最初的 3 个，已经快速扩张到

2019年的4 310个，覆盖到25个省，121个市，398

个县[15]。以首批淘宝镇之一、江苏省睢宁县“沙集

模式”为例，从最初农户一根线、一部电脑卖家具、

到自己手工做家具，努力延伸“微笑曲线”的两端，

发展到今天，形成了围绕家具生产的产业集群，与

国内多家顶尖级高校联合成立家具设计研发园，引

入金融机构建立电商特色支行，创建电商学院培养

人才，一批原材料供应、五金配件、会计服务、物流、

电商运营服务机构落户。目前全镇网店达1.61万

个，各类从业人员3.5万人[16]。又如全国著名的花

木之乡江苏省沭阳县，全县已有12个“淘宝镇”和

86个“淘宝村”，拥有各类活跃花木盆景电商4万余

家，并带动了图书、食品、服装电商的大发展[17]，所

在的宿迁市拥有8个省级以上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新入驻企业260余家、总数超过800家，快递业务量

跻身全国50强，形成了跨产业的电商发展集群。

（三）一批年轻化、知识化农村年轻劳动力返乡

就业创业

电商平台创业的必备条件是具备上网技能，或

熟悉智能手机应用，这正是年轻人的长项所在，并

且对货币资本投入没有最低门槛要求，因而吸引了

大批农村青年人。世界银行2019年发布的电商报

告显示，四分之三的农村零售网店店主年龄在20

岁至29 岁，他们以销售当地生产的消费品为主，而

且这一群体以低教育学历为主[18]。另据农业农村

部公布的数据，农村双创人员平均年龄44.3岁，创

办的实体87%在乡镇以下，80%以上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和产业融合项目，54%运用了互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农村电商已成为年轻人返乡创

业就业的“新风口”[19]。此外，全国最大的农产品上

行电商平台拼多多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到2018

年底，拼多多已累积带动62 000余名新农人返乡，

平台及新农人直连的农业生产者超过700万人[20]。

浙江省政府部门的统计显示，到2018年上半年，浙

江省以“互联网+”形式的“农创客”达到1 600余人，

八零后与九零后占88%，本科及以上学历占56%[21]。

（四）就业创业人群分布的包容性特征突出

电商平台经济带动的农村工业品和农产品生

产，包容性强，大量是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

型产品，对人力资本专用性资产无特定要求，呈现

就业创业出门槛低、弹性空间大特征，打破了正规

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在性别、教育年限、年龄等方

面的暗门槛、天花板等顽疾，在带动全产业链就业

的同时，也实现了向农村普通劳动力就业赋权、提

供包容性就业创业岗位。

1.促进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群体就业创业。按

照世界银行2019年度报告，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中有

大约 79% 生活在农村地区，约 5 亿小农户是世界上

最贫困的群体之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帮

助小农户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安全、健康和可负担

的食品，同时也在颠覆着传统的劳动力市场[22]。中

国向全球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电商扶贫经验。

商务部2020年4月新闻发布会的数据显示，截





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

2020年第7期 农业产业组织

至2020年3月底，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网络电商总

数为246.9万家，同比增长7.0%。国家级贫困县网

络电商整体复工率达85%以上。据估算，国家级

贫困县电商吸纳用工就业超过900万人[23]。

各大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拼多多2019年农

产品及农副产品订单总额达到653亿元，其中在国

家级贫困县有14万家商户，销售额达到162亿元，

占比近四分之一，其中注册地为“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的商户2.46万家，订单额9.35亿元，仅“多多

果园”平台每天从贫困地区采购的水果就超过了百

万斤，带动当地农产品初加工、包装及物流业等新

增就业30万个，帮扶17万建档立卡户[24]。阿里的

农产品全产业链数字化“亩产1 000美金计划”，覆

盖了221个国家级贫困县，孵化品牌超2 500个，覆

盖贫困县人口超过300万，带动贫困县就业超20万

人。阿里的报告显示，2019年淘宝村的分布中，有

800个以上位于省级贫困县，63个位于国家级贫困

县，带动了一批贫困户就业脱贫。以全国第二大淘

宝村集群电商县、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为例，到2018

年底，全县电商交易额突破450亿元。全县电子商

务销售额达158亿元，淘宝村113个，电商带动全县

20万人就业，其中5万返乡创业人员，全县有12个

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淘宝村，实现整村脱贫。全县

通过电商直接带动脱贫2万余人，占全部脱贫人口

的20%[25]。再如江苏苏北地区宿迁市的初步调查

结果显示，全县5.8万低收入人口直接参与网络经

济就业创业，4.1万人通过电商就业实现脱贫，占就

业脱贫人数的23%。主要做法是以村为单位，实施

“一村一品一（网）店”工程，全市形成了“一村一品

一店”品牌村 177 个，其中省定经济薄弱村覆盖率

达 100%，通过在在京东、淘宝等十多个电商平台

建立特色馆销售产品，上线产品达4 300多种，覆盖

600余家本地企业[26]。美团的报告显示，2019年年

底，其累计吸纳了720万外卖骑手，其中，43.2万人

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仅2019年就业的外卖骑手

就有398.7万人，其中25.7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他们中已有25.3万人实现脱贫，脱贫比例高达

98.4%。在今年疫情的1月至3月期间，美团又新

增33.6万个注册快递骑手。

2.带动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相对高比例的创

业就业。世界银行2019中国电商扶贫的报告显

示，按照性别统计的结果显示，在商业领域的女性

创业者平均占四分之一，但是电商平台催生女性的

创业比例明显偏高。以阿里巴巴电商平台为例，女

性创业者接近一半，他们以直播、开淘宝店等为主。

特别是最近三年，每年有超过10万55岁以上的阿

姨“入淘”开店，并且调研数据显示，女性创业者更

倾向雇佣女性就业者[27]。另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扶贫研究院发布的《新电商与新女性——互联网农

业中女性经营主体参与度报告》显示，2019年拼多

多农产品电商中，59.0%的农产品销售额来自女店

主的商铺。女店主的年龄分布上看，八零后占

38.7%，九零后占32.8%，零零后占10.4%，三者合计

达80%以上；从学历构成看，小学占21.1%，初高中

占 39.6%，本科占 25.7%，硕士占 10.2%，博士占

3.4%[28]，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社会组织的电商培训项目也促进了妇女就业，

如中国妇女基金会的“@她创业计划”项目，前身是

1996年起针对农村贫困妇女等实施的“母亲创业

循环金”项目，经过长期探索，摸索形成了“协会+

农户”“公司+ 农户”“企业+ 基地+ 农户”的扶贫新

模式，通过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带动女

性创业就业。截至2019年底，“@她创业计划”项目

已累计发放循环金近3.6亿人民币，覆盖20余个省

（区、市），帮助近42万名女性实现创业和再就业，

辐射带动355万多人脱贫致富[29]。

3. 促进残疾人群体创业。按照中国残联的

2019年发布的数据，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

数为948.4万人，其中从事农业480.1万人。2018

年城乡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36.7万人，其中，农村

新增就业24.9万人[30]，占比67.8%，电商经济为此发

挥了积极作用，它帮助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创业，

弥补了残疾人因身体行动不便或语言交流障碍导

致的外出就业创业难问题，促进提高残疾人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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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2019年阿里巴巴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

《阿里巴巴公益助残报告》显示，在过去的近三年

间，共有17.41万残疾人在淘宝天猫注册网店，销售

额达到298.4亿元。其中，36～50岁的中年残疾人

卖家比例最为集中，大专学历以下的残疾人店主占

比为 89%[31]。中华女子学院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

布《2019女性创业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一

年，超6万残疾女性在淘宝开网店，创下销售额

44.3亿元[32]。虽然没有单独列出农村残疾人创业

就业的专门统计数据，但是从农村残疾人新增就业

在全国的占比可以推断，电商已经成为农村残疾人

就业赋权的重要渠道。此外，电商发展还成为社会

特殊群体再就业的新窗口。如全国最大的茶叶电

商县安溪县，也是电信诈骗的重灾区，甚至出现“安

溪骗子”一词。电商经济发展后，安溪形成了21个

淘宝村，5个淘宝镇，从业人员达到10余万人。依

托发达的电商经济优势，当地司法部门对劳教人员

大力开展社会教化和电商培训，提出“与其到境外

诈骗，不如上淘宝开店”的标语口号，促进全县1

000多名社区矫正人员利用电商平台实现了再次

就业创业，大多以茶叶或铁艺家具销售为主，其中

电信诈骗的纠正群体有300余人，占比约30%[33]。

（五）就业工资水平相对高

电商平台下的就业工资水平相对较高。2019

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34]，对2 118个淘宝村的调查

数据显示，网店就业者的平均工资水平接近甚至高

于所在地区城镇非公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从事

电商的家庭比非电商家庭的年收入高出80%。据

58同城发布的《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外

卖小哥的全国平均薪资水平已达到7 750元，超过

了行政、文员等白领岗位[35]。此外，2018年阿里巴

巴和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展的住户调查结果，也有相

似的发现，并且发现从事电商家庭的收入增长更

快。此外大量的案例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如山东

曹县大集镇丁楼村，曾是典型欠发达传统农区的村

庄，目前全村310余户，有280户开了淘宝店，年销

售额达到3亿元，其中50家销售额超过200万元，

全村人均纯收入1.86万元，比全县农村居民人均纯

水平高5 000元，农村电商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

重要渠道[36]。本课题组的调研发现，从事电商业务

的农户多数从事兼业经营，不放弃家庭农业生产经

营，因而显著促进了家庭增收。还有很多赋闲在家

的老人、妇女在电商企业从事计件制的零工，在保

持就业灵活性的同时，其日常基本生计支出费用有

了保障。

（六）创新“共享员工”就业新模式

电商平台经济还催生出“共享员工”就业新模

式。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封城带来了

网购业务的激增，劳动力用工出现一方面新兴电商

零售企业门店员工、配送小哥职位劳动力供给严重

不足，另一方面那些难以复工的餐饮酒店等在岗员

工无法复工，企业工资成本加大的供求矛盾，由此

催生出阶段性劳动力过剩的传统餐饮酒店业与劳

动力紧缺的新兴电商零售平台之间实行劳动者共

享的再就业新模式，不仅缓解了电商企业的用工紧

张，也让赋闲的员工参与物流配送等电商业务，增

加收入，促进充分就业，同时降低停工企业的工资

成本，实现了用工方、供给方和劳动者三方的互利

共赢。目前，从电商平台经济催生出的共享员工模

式已经快速在其他行业普及开来，通过网络平台资

源共享，使得那些常年在外就业、因疫情被困家中

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实现在所居住地复工企业的临

时性就业。

三、电商平台经济赋权赋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

业的社会效应

（一）促进包容性的公平竞争劳动力就业市场

就业是社会个体成员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也

是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诉求，它不仅直接关系到个人

及家庭的福祉，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国际研究的经验证据发现，新一轮的技术进步导致

年轻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下降[37]，我国进入工业化

中后期时代，经济发展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导向推动

的发展道路，有研究表明，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

中，传统产业的大量劳动者被淘汰，在对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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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性弱的新生代劳动力群体排斥的同时，也压低

了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加上

户籍制度壁垒，劳动力就业市场存在着“有岗无人”

“有人无岗”的结构性突出矛盾[38]。

电商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对传统商贸业

就业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形成了吸纳劳动力就

业创业的巨大需求，产生出新的虹吸现象。并且这

种机会不仅仅是倾向于以创业为主的大学生、青年

群体，而且为那些被正规劳动力市场所排挤、仍有

劳动能力的低学历教育的中老年、妇女、残疾人等

边缘群体提供了新的就业创业机会，帮助他们实现

充分就业。也因此，以消费经济为导向发展起来的

电商平台经济，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

场域，在创造出大量就业创业岗位的同时，向普通

劳动者群体赋权赋能，并且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

形成相对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促进缓解劳动力

市场的供求结构性矛盾，推动形成包容、公平竞争

的劳动力市场。

（二）促进就地城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2019年，我国的常住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

但即使我国达到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市化率，

仍将有4.5亿左右的人口留在农村，这意味着需要

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已有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国特色

的城镇化道路。早在20世纪改革之初，我国就提

出发展小城镇、就地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协调发

展的战略，但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影响，我

国的城镇化长期走的是以农村劳动力向着大中城

市集聚、以发展大城市为中心的道路，造成了农村

老龄化、空心化、农业后继无人、很多乡村出现凋敝

现象等一系列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2002年党的

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融合发展以来，城镇化发展

道路开展进入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并重的新

阶段，一方面，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吸纳劳动力能

力下降，造成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增速下降；另一

方面，电商平台经济的快速崛起，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吸引了大批以知识化年青人为代表的青壮劳动

力返乡创业，电商平台经济对人力资本就业创业的

低门槛、“老少皆宜”的包容性就业市场特征，形成

了就业创业的虹吸现象，不仅促进人口在城乡区域

的合理分布，而且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人才

支撑，直接促进了产业振兴、乡村治理现代化、促进

包容性增长。以“农村淘宝”在全省名列前茅的河

北省乐亭县为例，电商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生

力军，在2018年村“两委”换届中，全县有338名优

秀电商人才进入了农村“两委”班子，分布在全县

473个行政村中，平均覆盖了70%以上的村庄，其

中78人成功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占全县行政村的16.5%[39]。这些有知识、观念新的

年轻人成为带动广大农民致富的领头羊，不仅促进

现代生产理念和先进科技的推广应用步伐，而且促

进改善乡村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

四、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对策建议

当前，电商平台经济在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创

业中，面临的主要挑战表现为外部支撑体系建设相

对滞后，劳动力供给质量不高，应从完善现行法规

政策、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建设、提高

自组织化程度、提高职业培训效果等方面，采取针

对性措施。

（一）面临的主要挑战

电商平台经济在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中，

面临的挑战表现为外部支撑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以

及劳动力自我供给质量不高等两个方面的问题。

1.外部支撑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突出表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信息化、交通等物流硬件基

础设施建设还相对滞后，按照商务部研究院最新发

布《2019中国电商兴农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农村

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38.4%，仅为城市的一半略

高，且仍有5%的贫困村没有通网，加上农村地区

物流网络效率相对较低，造成农产品上行成本高，

影响了就业创业的步伐，尤其是影响到中西部地区

的就业创业步伐，如截至2019年，90%的淘宝村分

布在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的省份。二是配套生产要

素供给存在缺口。最为突出的是电商创业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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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动资金贷款、设施用地供给不足，在很多地方

创业优惠政策无法落地，影响了创业就业的发展空

间。三是人才培训建设滞后。现有电商人才培训

体系存在供求脱节，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缺乏实战

性，针对性不强，影响了电商行业的领军人才供给

和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升，并且农村大众运用智能手

机还不普遍，尤其是老年人的使用比例还较低。四

是对新业态下的特殊劳动者创业就业的法律法规

体系建设还不完善，劳动者职业安全与劳动保障潜

在风险大，在物流行业尤为突出。很多报道显示，

外卖企业的快递车辆等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杀

手[40-42]，由此引发的劳动纠纷处理因法律空缺或不

健全而造成劳动者权益无法保障。

2.劳动力供给质量不高。有研究表明，近年来

我国劳动供给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劳动年龄

人口和就业人员总量相继出现下降，就业主要矛盾

逐步从以就业岗位不足为特征的总量矛盾转变为

就业质量不高为特征的结构性矛盾[43]。随着深化

供给侧结构改革带来的产业优化升级加速，技能人

才短缺问题更加凸显，企业“招工难”与劳动者“就

业难”并存。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

鸿沟，使得优质农村劳动力资源仍涌向大城市的基

本格局没有得到改变，留在农村中的普通劳动者主

体构成是那些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的就业群体，受

到相对教育素质、身体素质低等因素的制约，存在

劳动供给质量不高问题，造成农村劳动力电商创业

就业大多以低附加值产品生产为主，并且一些网商

产品质量相对差，成为“3·15”消费日的重点投诉对

象，也直接影响到从业者的收入水平。

（二）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新时期推动实现更

高质量的就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十九届四中全会进

一步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

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

的机制。从未来发展看，政府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强化支撑体系建设。我国已经进入农业农

村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按照2020年初颁布

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我国

要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

理高效化和服务便捷化水平，用数字化引领驱动农

业农村现代化，为农村电商吸纳更多的就业创业提

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应进一步加快信息化基础设

施建设和物流体系的投资建设力度，大力提高农村

互联网普及率。目前快递网点在乡镇的覆盖率达

到了96%以上，下一步应重点强化在村一级的覆

盖率，可以通过中期税收减免、贴息、中长期低息贷

款等手段，加大投资优惠政策，鼓励大型电商为代

表的社会资本加大投资力度，以真正解决物流最后

一公里问题。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互联网普及。

对欠发达地区、特别贫困地区人口购置智能手机给

予不同等级的直接补贴。此外，应将电商创业全面

纳入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小微企业创业者的金融支

持政策覆盖范围，投资用地倾斜政策应将吸纳就业

能力作为一项必要的重点参考指标。

2.提升电商行业从业者的组织化程度。根据

就业创业的特点，以县或镇的地域或行业、职业为

纽带，大力发展电商产业或从业者协会或商会，覆

盖全体从业者或商户，搭起政府与从业者、从业者

与电商平台及其他第三方市场主体沟通、维权的桥

梁。应建立独立的电商业主或从业者的社会个人

诚信度或商誉评价系统，并与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

直接挂钩。

3.强化职业培训。将继续教育长期化、制度

化。建议政府采取以购买公共服务为主的办法，把

劳动者培训的供给方与生产方分离，即政府作为培

训的提供者，通过向社会招标，吸引那些以电商平

台为主的社会培训机构参与竞标，按照政府的要求

进行培训。政府可以规定培训的内容，如涵盖本领

域的相关政策法规、新知识、技术技能、劳动关系、

权益保护、经营管理等，以提升培训效果，实现全面

提升从业者综合素质的目标。同时，农业农村部应

持续加大在农村地区开展智能手机培训的力度，使

其覆盖更多的中老年、妇女等弱势群体。

4.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2019年1月

正式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强化了对电子商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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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为的制约，对消费者合法权益做了进一步保

障。但是，对这一新业态下以非正规就业创业为主

的劳动模式所带来的劳动关系和就业模式的新变

化，如何更好地维护从业者的合法权益，需要从大

量的劳动纠纷中不断汲取经验，发现共同的问题，

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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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Enabled by the E-commerce Platform

Yuan P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China's migrant workers engaged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have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ird industry, e-commerce economy has a large potential in absorbing and creating employ⁃
ment, especially in the period of new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lay the role of“stabilizer”and“booster”of employ⁃
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mmerce econom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te industry chain, localization, clustering,
knowledge, youth and inclusiveness in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rural labor force. It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a fair
competition employment market environment, boosts local urbanization, and provides talen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
external hardware and software support system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and perfected. The market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s still a prominent challenge.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peed up the investment in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degree of e-commerce worker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constantly im⁃
prove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Key words: e-commerce economy; rural labor force; employment; entrepreneu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