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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online booking taxi service in China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information economy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business model of 

online booking taxi service break the monopoly mechanism which derived from the franchise of traditional taxi industry. It 

changed the supply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taxi service industry. The market access management principle of traditional taxi 

service industry has been changed from the single-closed franchise system into the multiple-opened permit system which 

encourages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coexist. On the other hand, the business model of online booking taxi service employ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passengers and the drivers. It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axi service which impro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it sets up a kind of ‘win-win’ ecolog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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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的兴起不仅是信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还是中国自上而下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的

结果。从供给侧的视角来看，网络预约出租车的商业模式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特许经营的垄断机制，它推动

了中国出租车行业供给机制发生了改变，在市场准入管理上从过去的单一封闭的特许经营制转向鼓励多元业态并存的

许可制。另一方面，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使其与出租车业务深度融合，它改善了传统出租车服务

过程中司机与乘客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它提升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它改善了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在供给与

需求之间建立起一种“共赢”的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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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几年随着中国“互联网+”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

想的深入普及，国民经济中各行各业迎来了创新驱动发展

的改革浪潮。在城市交通出行服务领域，自“易到用车”

于2010年10月推出中国第一款移动端打车应用软件以来，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下文简称网约车服务）便以一

种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出行文化在大中城市迅速蔓延。根据

艾瑞咨询公司统计，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采用移动互联

网终端来实现出行服务的乘客数量已达到3.99亿人，通过

移动互联网终端来提供出行服务的司机人数已达到

1871.4万人。[1]目前“滴滴出行”网约车服务已成为全

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一站式移动出行平台，其2015年全年

订单总量达到14.3亿，这相当于美国全年出租车订单量的

两倍。[2]数据表明网约车业务已成为中国城市交通出行

服务的一股新生力量，它在解决城市“出行难”问题上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将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视角探讨网

约车业务对传统出租车行业带来的创新发展。 

2．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 

中国网约车业务迅猛发展的背后，不仅有来自现代移

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支持和来自市场需求的拉动因素，更

有来自国家宏观政策的驱动作用。从时间维度来看，网约

车业务迅猛发展的这几年，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提出产业转

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等指导性政策密集出台的时期。例

如，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文件强调营造激

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要“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

场分割，改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准入管理、支持

和鼓励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等改革新思路。[3]2015

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意见指出“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

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

务模式......”。[4] 

在一系列利好政策当中，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思想尤为引人关

注，它为中国现阶段的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实践方向。这

次会议明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

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必然要求”。[5]会议也明确了当前中国经济发

展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矛盾的

焦点主要在于供给侧。对于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高层领导也给出了清晰的改革思路：“当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减少无效和低

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

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供给

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内生动力。”[6] 

从上述出台的一系列宏观政策以及相关会议精神来

看，我们很清晰地得到这样一种改革逻辑：当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积极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7]同时，我们也看到，

在这一转型时期也是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的大发展时期，这种融合将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下面本文将在此背景下进一步

对网约车业务推动传统出租车行业转型升级做进一步的

探讨。 

3．传统出租车客运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出租车行业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满足城市民众个

性化出行需求的一个重要补充力量。[8]近几年随着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规模和城市人民出行的需求也在不断

扩大，“打车难”问题日渐严重。在城市偏远地区、早晚

上下班高峰时段、恶劣天气时段、或是道路拥堵路段，“打

车难”已成为影响城市居民出行的热点问题。造成打车难

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中

国城市出租车在供给数量上和供给机制上缺乏对居民出

行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下面将从传统出租车服务

的供给数量和服务质量两方面加以讨论。 

3.1．传统客运出租车供给数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从供给机制来看，造成城市打车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

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租

车客运服务的供给数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

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许多城市对出租车

业务的管理采取了由地方政府授权监管的特许经营模式。

在2004年国家建设部颁布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

办法》中就明确界定出公共交通服务领域就属于特许经营

的范畴。该办法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出租车客运服务领域实

行特许经营管理的一个政策依据。[9]在特许经营的体制

下，对于如何管理出租车经营权的这个问题上，1993年建

设部发布了《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经营权有偿出让和转让的

若干规定》，文件指出“政府以所有者身份将城市公共客

运交通经营权在一定期内有偿出让给经营者”，经营权有

偿出让的方式包括有：协议、招标、拍卖以及地方政府规

定的其他方式。在经营权有偿使用的实施上，目前中国各

大城市出租车经营权的运作模式大致可划分为北京模式、

上海模式和温州模式这三类。其中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把

经营权出让落实到出租车公司这个层面，北京模式强调了

公司化的承包经营，上海模式强调了公司化的“公车公

营”。温州模式则是把经营权出让一步到位直接落实到出

租车司机个体，它强调个体承包经营。当前北京模式在中

国许多城市中占据主导地位。[10] 

在这种特许经营制度下，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出租车行

业的管理模式基本是遵循了“政府-->出租车公司-->司

机”三级管理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地方政府将城市的出

租车业务经营权通过招标的方式授予当地少数几个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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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营运公司,这些出租车营运公司再将经营权按照市场化

运作机制具体落实到一些符合资质条件的司机身上。然而，

在“出租车公司-->司机”这一管理环节上，许多获得出

租车经营权的出租车营运公司从自身效益最大化出发，采

取了将出租车营运资格有偿再转让给了司机个体的策略，

而司机个体必须向出租车公司缴纳一笔数额不小的费用

（即俗称“份子钱”）才可获得出租车运营资格。表1列

示了中国8个主要城市出租车保有量和司机缴纳份子钱状

况。[11] 

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特许经营制度下，地方政府、

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司机三者的经济利益关系是非常紧

密而微妙的。地方政府通过出租车经营权的有偿出让，一

方面达到特许经营规范市场准入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从

中经营权出让中获得一定经济收益用于治理公共交通。作

为获得经营权的出租车公司一方，手上握有特许经营牌照

的稀缺资源，它作为名义上的经营者可再通过“份子钱”

的方式将经营成本和风险转嫁到了司机个体身上。司机个

体则作为这个产业链的末端群体，他们需要在背负巨大成

本的同时，凭着一张特许经营牌照和自己的勤奋工作来谋

得生存的空间。 

表1 2015年7月中国8个主要城市的出租车保有量情况。 

城市 

出租车

公司数

量 

出租车

保有量

(万辆) 

城市常住

人口（万） 

千人拥有

量(辆) 

份子钱

（元） 

北京 246 6.6 2114.8 3.12 5175-8280 

上海 125 5.06 2425.68 2.09 8200 

广州 59 2.18 1308.05 1.67 5300-5500 

成都 80 1.7684 1442.8 1.23 9000-10500 

深圳 82 1.6 1077.89 1.48 8530-11743 

武汉 58 1.56 1033.8 1.51 7000 

南京 51 1.24 821.68 1.51 7000-9000 

杭州 76 1 884.4 1.13 7000-9000 

资料来源：中国广播网 
http://money.163.com/15/1010/15/B5IVVVRO00254TI5.html 

在特许经营机制作用下，出租车的经营权已被看作是

一种稀缺资源，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出租车供不应求的现

象并成为了受社会各界诟病的焦点问题。根据建设部1995

年出台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城市出租车规

划拥有量的参照标准是：“大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2辆；

小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0.5辆；中等城市可在其间取值。”

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在表1中除了北京和上海

能够达标外，其余多个城市的出租车供给数量还无法满足

当地市场的需求。[12] 这种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统

出租车服务的供给机制还是比较呆板落后的，还无法跟上

当前城市居民个性化出行的需求。 

 

图1 传统巡游出租车客运服务流程。 

3.2．传统出租车客运服务质量不高 

出租车客运服务质量很大程度与司机和乘客所掌握

的信息有关。在传统巡游类出租车客运服务活动中，司机

与乘客之间的信息沟通是非常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出租车服务供给的有效性，降低了服务的质量。图1

勾勒出传统出租车客运服务的活动。从这个服务流程图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出租车在服务过程中，司机与乘客往

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作为需求一方，乘客因受到时

间、地点、情境等因素的限制，在绝大多数的出行情境中，

乘客是不具备充分选择出租车的条件，只能在特定的时空

约束条件下按照供给方有限的安排来进行选择。[13] 在

此条件下，乘客由于无法事先知晓附近出租车的分布情况，

他们只能选择站在路边靠眼睛去观察和靠手去示意出租

车。这种情形在上班高峰时段往往会导致多人争抢一辆出

租车的戏剧性一幕。有时即使乘客幸运的拦到了出租车，

也许会因为目的地不合适或因司机交接班等原因而无法

成行，类似这些因素无疑会增加乘客出行等待的时间成本

和精神成本。 

与此同时，作为服务供给的一方，司机同样也面临信

息不对称的困扰。司机由于对顾客分布和需求信息了解不

充分，使得其在与乘客接触时也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通常情况下，司机不仅需要驾驶空车在街面上行驶，同时

还要凭经验、凭肉眼观察和寻找路边有乘车需求的乘客。

低效率的空车行驶不但增加了司机的时间成本和燃油消

耗等，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的污染排放。显而易见，在传统

出租车在城市出行服务过程中，出租车的服务效能要比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要低很多,其运行效能大约是常规公交的

三分之一。[14]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看出，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城市居民出行的个性化，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在供给机

制和服务手段上已不能有效适应当前城市居民出行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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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经济带来的内生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新能

源技术的普及应用，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正

在经历着新一轮产业结构变革。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

把它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15]在第三次工业革命

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信息和信息技术的

普及应用成为了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主导因素。

[16]在这样背景下，信息经济则成为新兴经济一个代表。

所谓的“信息经济”则是以“数字化信息资源为核心生产

要素，以信息网络为运行依托，以信息技术为经济增长内

生动力，并通过信息技术、信息产品、信息服务与其他领

域紧密融合，形成的以信息产业、融合性新兴产业、以及

信息化应用对传统产业产出和效率提升为主要内容的新

型经济形态”。在信息经济的时代，信息（数据）作为新

的生产要素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产品生产和市场交易活

动当中，与此同时企业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不再以物质

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非物质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等形式

出现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信息化的产品和服务将以一种低

成本、快捷和精准定位的方式满足人们在物质层面和精神

层面的需求。近几年，信息化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拉动作

用日益突现出来。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2014 年

中国信息经济总量达到16.2万亿元，占当年GDP比重超过

26%，它对GDP增长的贡献已达到58.35%。[17] 

在国民经济结构当中，信息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被应

用于传统经济的各个领域，它通过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来

实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和具有颠覆性的。它作为

一种普适的技术，使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更加自由、

平等和快捷，它赋予了个人和企业更多的商业机会与自由

选择的能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互联网所具有

的跨时空、跨主体的泛在性特征打破了传统实体经济发展

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它全面扩展和深化了人与人、人与

物、物与物的联系，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以技术为边界，跨

时间空间地将生产要素、技术资源、市场需求在全球范围

进行充分地整合，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最终形

成了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经济。[18]当前，随着云计算、大

数据等技术的深化普及，互联网经济进一步走向智能化和

生态化。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把企业

传统线下业务搬到线上运作，同时在线上运作过程中还将

会产生一些新的商业需求，这给传统产业带来转型升级带

来契机，同时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综上所述，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来看，互联网

作为一种生产力，它打破传统产业中各种因时间、空间、

委托代理等因素带来的局限性，它以技术为边界最大程度

实现人、财、物、信息等有形和无形资源在供给方与需求

方之间的流动，充分地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本文所探讨

的网络约车属于服务业的范畴，而服务业是对制度和技术

较为敏感的产业，体制改革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对其服务供

给的有效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19]下面将进一步探讨

网络预约出租车业务带来的创新。 

5.网络预约出租车带来的创新 

网络预约出租车业务是一种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平

台为城市居民出行提供出租汽车预约服务的经营活动。具

体地说，就是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把城市中需要出租车服

务的乘客需求信息与提供出租车服务的司机及车辆等相

关信息通过网络注册和登录的方式统一接入到一个信息

服务平台，该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位置服务（LBS）

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这些相关

信息进行筛选、整合和匹配，这个信息服务平台最终为服

务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提供有效的信息对接，为城市居民出

行提供便利快捷的出租汽车预约服务。网络预约出租车业

务的出现改善了出租车行业原有的供给结构，它从供给数

量和服务质量上推动了传统出租车行业转型升级。 

5.1．网约车改善了传统出租车的供给结构 

在“互联网+”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的推动下，

2016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及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7

部门联合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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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等文件。文件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转型升级

提出新的指导意见，尤其在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问题上

明确指出: “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全部实行无偿使用，并

不得变更经营主体......对于现有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未

明确具体经营期限或已实行经营权有偿使用的，城市人民

政府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科学制定过渡方案，合理确

定经营期限，逐步取消有偿使用费。” 

同时，该文件从政策顶层首次对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

的合法性、市场准入管理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文件指出

“出租汽车服务主要包括巡游、网络预约等方式”，“要

统筹发展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实行错位发

展和差异化经营，为社会公众提供品质化、多样化的运输

服务”，“鼓励巡游车企业转型提供网约车服务......

实现新老业态融合发展”。[20][21]这些文件规定表明，

中国出租车客运服务的市场准入管理体制体系已开始走

向鼓励多元业态并存的局面，当前网络预约出租车业务已

成为传统出租车行业一个重要补充力量。 

5.2．网约车提升了出租车客运服务的质量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任何成功的商业模式都离

不开对顾客价值的关注和对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运用的

关注。如果我们把企业看作是一个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开

放有机整体，那么企业创造顾客价值活动的就是企业从外

部环境吸收人、财、物、信息等资源，然后通过自身能力

把这些输入转化为有形的产品或无形的服务，最后再把它

们输出到企业外部交付给顾客的过程。对于这样一种价值

创造活动，美国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在把它称之为“价

值链”。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同顾客价

值创新是企业高速成长的战略逻辑。[22]美国著名营销学

家菲利普.科特勒(Kotler，2000)指出全球许多知名企业

的成功之处在于以价值创新来驱动市场。[23]20世纪末随

着信息经济经济的蓬勃发展，信息作为一种关键性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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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广泛存在于生产和流通领域,这对传统企业价值链和

价值创新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来自哈佛商学院的

Jeffrey.F.Rayport教授在其《开发虚拟价值链》一文中

指出，在信息经济当中企业通过对信息进行收集、组织、

选择、合成和分配从而为顾客创造价值，这就形成了一个

虚拟价值链（Virtual Value Chain）。[24]下面本文将

以网络约车服务过程为研究对象从虚拟价值链的视角来

考察其服务过程的优越性。 

5.2.1.网约车客运服务过程的分析 

在网约车客运服务中，以“滴滴出行”为例，参与的

主体主要是滴滴出行服务平台、司机和乘客三方。“滴滴

出行”在其中充当一个信息服务的技术平台，它为司机和

乘客提供信息服务。这个平台通过手机移动互联网终端把

滴滴出行、司机和乘客三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乘客

一方，在开始使用网约车的服务之前，首先需要通过手机

从互联网下载滴滴出行客户端软件App, 注册激活个人身

份。作为司机一方，在开始营运之前，需要网上向滴滴出

行提交从事出租营运的个人申请资料，申请一旦获得审核

通过，司机个体就具备滴滴出行所认可营运的资格。 

 

图2 网约车出行服务的流程。 

图2勾勒出滴滴出行网约车客运服务的大致运作过程。

首先，乘客会打开滴滴出行软件查看当前位置的营运车辆

的分布情况，在滴滴出行服务系统界面中，每种服务类型

的车辆在滴滴软件的地图界面中都可实时显示出来，乘客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出行车辆种类，如快车、专车、出租车

等。接着乘客需要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这时滴滴出行信

息服务平台会根据出发地和目的地估算出大概的费用并

显示在用户的屏幕中，这个费用区分为拼车费用和不拼车

费用两种模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出行需求进行相应的选

择。乘客一旦确定下单，出行需求将形成订单通过移动互

联网传递到滴滴出行信息服务后台，后台将自动向乘客周

围的司机个体发布订单信息。司机个体可根据自己所处的

位置和行车路线来决定是否接单。一旦接单成功，滴滴出

行信息服务平台将会把司机的位置和个人资料（姓名、车

牌尾号、车辆颜色、所在位置）实时显示在乘客的手机界

面当中。接下来，司机需要通过电话联系乘客确认订单和

上车地点。当双方沟通确认无误后，乘客将在协商的地点

等候司机，这时手机软件一直保持实时显示司机当前行使

位置信息。司机到达指定地点接到乘客后，司机即可开启

手机软件进入计费导航模式。与此同时，乘客的手机上将

实时显示车辆行驶的路线以及计费信息。司机到达目的地

后，司机将结束导航并停止计费，这时滴滴出行信息服务

平台会向用户传送本次乘车的付费账单信息，乘客在付费

界面可选择第三方支付（微信、支付宝等）完成付费。付

费完成后，滴滴出行系统将请求乘客为此次司机服务打分

评价，乘客评价完成后如果愿意将将滴滴出行服务链接分

享到社交网络将会获赠送出行赠券折扣等优惠，这些优惠

可供乘客下次使用。 

5.2.2．网约车服务过程的价值创新 

通过比较上面传统巡游类出租车和网约车服务过程

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网约车的具有传统巡游类出租车所

不具备的两个竞争优势。第一，功能强大的信息化约车服

务平台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它出行服务的需求

方和供给方提供了一个公开、透明、快捷和智能化的信息

通道，这大大降低了司机和乘客的交易成本，同时还优化



75 闫旭晖：供给侧结构改革视角下中国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创新的研究  

 

了服务过程，使许多看似不可及的问题迎刃而解。第二，

供给和需求的信息对称将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进而促进了

服务差异化和个性化服务的实施。从乘客的角度来看，信

息对称增加了乘客出行的选择自由和提升了消费的体验。

例如，滴滴出行平台可根据乘客的出行需求偏好、出行的

情境等实时信息有针对性地在服务种类和服务价格上推

行差异化的产品服务和价格策略来满足特定顾客在特定

情境的特定需求。例如在服务种类上，滴滴出行针对不同

个体消费者对打车价格的承受能力有区别地提供了出租

车、快车、拼车、顺风车、专车、包车等多种服务种类和

收费策略。其中专车的收费标准要明显高于快车和拼车业

务，但专车服务的车型和服务品质方面有更高的服务标准。

在打车服务的收费机制上，滴滴出行根据不同服务情境采

用了市场化的弹性调节机制。例如在上下班用车高峰期或

天气恶劣时段，针对供不应求的消费情境，原有的资费标

准可能会适当向上浮动，这时系统会自动向乘客发送提价

请求，告知乘客是否愿意通过提高付费的方式来吸引更多

司机的关注来实现最终出行需求。 

6.网约车服务带来的创新思考 

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大背景来看，本文所探讨的网约

车业务仅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但从这个

缩影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不仅有

一定的成功经验，同时还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 

6.1．信息化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现代企业越来越多的产

品和服务不再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数据、信息和

知识等非物质的形式出现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信息化的产

品和服务将以一种低成本、快捷和精准定位的方式满足人

们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在国民经济领域，这种

以信息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以信息技术作为基础设施，通

过把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来驱动经济增长

的模式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突破方向。 

在本文中，网络预约出租车业务的一个重要创新在于

它充分运用了信息技术去解决城市出租车行业供给与需

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从供给侧改善了传统出租车行业

的供给机制，提升了出租车服务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

增加了出租车客运服务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这种创

新的商业模式进而也推动了中国出租车行业的转型升级。

可见，在供给侧结构改革政策的催化作用下，信息技术与

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是打破垄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手段。 

6.2．政府要公平公正地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在推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新的商业模式与传统的

商业模式不可避免的产生利益冲突，在冲突中地方主管部

门如何有效协调各方的利益，做到取长补短协调发展是值

得深思的问题。在本研究中，我们看到网约车业务是信息

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这些创新的服务

和商业模式所释放的生产力触发了整个出租车行业发生

转型升级。可以说，在国家扶植政策没有出台之前，这是

一种自下而上的创新。然而创新过程中也遭遇不少的阻力。

当网约车从2012年在中国大中城市兴起的时候，它与传统

巡游类出租车之间的竞争和摩擦就不断发生。在一些地方，

网约车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因为它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

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随着网约车业务在中国城市的不

断发展壮大，对网约车的市场准入问题以及协调它与传统

巡游类出租车的竞争问题则进一步倒逼了国家主管部门

出台了一系列的指导文件。如201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以

及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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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从这些

文件我们可看出国家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推进改革的态

度和决心。 

然而，这些指导意见最终还需通过地方政府出台具体

实施细则来贯彻实施。2016年10月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城市相继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实

施细则》，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实施细则在市场准入

方面给众多网约车司机设置了一些看似无法跨越的门槛。

例如，北京、上海和深圳出台的实施细则均要求网约车司

机必须具有本地户籍，车辆必须是本地车牌。广州的实施

细则规定网约车:“车身长度大于4.6米、宽大于1.7米，

高大于1.42米；配置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前排座位安全

气囊和前后座安全带；采用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车辆，排量

不小于1950毫升；采用增压发动机的车辆，排量不小于

1750毫升且发动机功率不小于110千瓦；新能源车还应当

配有EBD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此外，一些部门地方主

管部门对网约车经营活动范围还有严格的限定，例如在上

海实施细则中规定网约车“不得巡游揽客，不得在设置巡

游车营业站的机场、火车站等区域内揽客”。可见，在地

方主管部门出台的网约车实施细则中，有的硬指标过于苛

刻，它们很可能成为约束网约车业务发展的紧箍咒。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网约车创新发展的同时

还必须接受来自道德伦理和法律的监管和约束。网约车业

务的创新是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出租车业务的深度融合

的创新，这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体现。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

到工具理性不是万能的，人类社会在倡导工具理性的同时

还需自觉接受价值理性的批判和检验。近几年来，随着网

约车迅猛发展，一些道德素质低下的网约车司机侵犯乘客

人身权益的违法事件时有出现。这说明当前网约车司机队

伍职业道德和行业法律监管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这需要

主管部门出台相关的行业法规来规范引导其健康发展。 

7.结论 

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的背景下，中国供给侧结

构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网约车

服务的兴起既是现代市场经济与信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

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的结果。总体来看，在出租车

客运服务领域，网约车业务改善了出租车客运服务的数量

和质量，增强了对城市个性化出行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尽管现阶段网约车业务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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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光来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将促进供给与需求同

步增长，最终形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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