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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

谢增毅*

摘 要 传统劳动关系概念和判定理论突出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该理论主要以工

业化时代的工厂劳动关系为模型。由于平台用工具有许多新特点,劳动关系理论在互联网平

台用工背景下遭遇了巨大挑战;但传统劳动关系概念和判定标准具有较强的弹性和适应性,并

非完全过时,仍可包容网络平台用工关系。与此同时,为适应网络平台用工的新特点,劳动关

系的判定方法需作相应改进。对网络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应根据不同平台以及不同类

型工人的实际用工特点,综合考虑个案全部事实进行具体分析,更加注重实质从属性,考虑平

台工人工作时间和收入来源,以及社会保护的必要性等因素。由于网络平台用工的复杂性和

差异性,我国目前暂时不必针对网络平台工人的身份制定专门规则,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司法解释来界定劳动关系的概念及判定因素。除劳动法外,还应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网络

平台监管制度等,多角度保护网络平台工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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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共享(分享)经济发展迅猛。据统计,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

49205亿元,比上年增长47.2%。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716万人,比上年增

加131万人。2017年我国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7亿人,比上年增加1亿人左右。参

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1〕由于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

以及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庞大且急剧增长,共享经济所涉及的劳动法问题极为重要。

关于共享(分享)经济的概念,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分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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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指出,“分享经济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利用网络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平台

将分散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利用效率的新型经济形态。”〔2〕可见,互联网平台是共享经济

的主要技术特征。〔3〕也有研究认为,相比“合作经济”(collaborativeeconomy)、“共享经济”

(sharingeconomy)等提法,“平台经济”(platformeconomy)是对这一新业态最为“客观”的描

述。〔4〕为突出网络平台的地位以及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共享经济用工中的主体地位,本文使

用“互联网平台用工”的提法。〔5〕当前我国互联网平台发展迅速,不同平台的商业模式以及

用工形式也不相同。有学者将平台经营模式和用工形式分为“平台自营模式”“信息服务模式”

“新型共享模式”“多元混合模式”四种模式。〔6〕本文将以“新型共享模式”和“多元混合模式”

为主,兼顾其他模式,并以公众较为熟悉的交通出行、餐饮外卖等网络平台为例阐述平台用工

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

由于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人数极为庞大,且数量仍在急剧增长,加上平台用工形式复杂灵

活,如何保障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权益,成为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课题。理论上,平台服务提

供者与平台是否建立劳动关系,这一群体是否受劳动法保护,传统的“劳动者”概念或“劳动关

系”判断标准是否已经过时等问题,是劳动法应予以应对的关键议题。实践中,劳动关系认定

也是与互联网有关的劳动争议案件的焦点问题。例如,2015年至2018年第一季度,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案件188件,其中61.2%的案件,从业者要求确

认劳动关系;在审结的171件案件中,超过84%的案件双方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存在争

议。〔7〕在美国,目前与共享经济有关的劳动争议问题也主要集中在平台工人是劳动者(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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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互联网平台用工的从业人员,本文根据语境,泛称为“互联网平台服务提供者”“互联网平台从业

人员”,或“平台工人”。一些国家将平台经济的主要形式称为“众包”(crowdwork),即“众包商”(crowdsourc-
er)在平台发布业务或工作,由“众包工”(crowdworker)提供服务。本文根据文献出处,个别地方使用“众包”
和“众包工”的提法。

“平台自营模式”指平台一般以用工主体的身份与从业人员建立劳动关系。“信息服务模式”指平

台主要发挥中介作用,本身并不成为直接用工主体。“新型共享模式”指采取与传统用工模式不同的用工形

式,平台和从业人员呈现合作特征,但从业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仍接受平台规则的管理。“多元混合模式”指平

台采取直接雇用、劳务派遣、劳务外包、新型用工等多种用工形式。参见刘燕斌主编:《中国劳动保障发展报告

(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300页。
北京市法院网:朝阳法院发布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http://bjgy.chinacourt.org/

article/detail/2018/04/id/326119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3日。



员)还是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contractors)问题上。〔8〕从我国典型案例看,由于平台用工

具体形式并不相同,加上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准较具弹性,司法实践对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

并不统一。总体上看,目前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这一群体尚游离于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外,大部

分平台工人尚未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因此,迫切需要分析网络平台用工的法律性质,反思传统

的劳动关系判断标准是否科学合理,从而为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提供应有的保护。对此问题

的研究不仅事关劳动法治完善,也是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以及加强和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一、传统劳动关系概念和判定理论的核心及主要特征

(一)传统劳动关系概念和判定理论的核心

劳动关系的概念及其判断标准是劳动法上经典而永恒的话题,是劳动法理论和制度的逻

辑起点。网络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判定也应从传统劳动关系标准理论谈起。通说认为,从属

性是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以及保护对象———劳动者(雇员)的基本特征。史尚宽先生认

为,“劳动法(亦称劳工法)上之劳动契约(Arbeitsvertrag)谓当事人之一方对于他方在从属的

关系,提供其职业上之劳动力,而他方给付报酬之契约,乃为特种之雇佣契约,可称为从属的雇

佣契约(SogabhängigerDienstvertrag)”。〔9〕根据该定义,劳动契约的本质属性在于雇员的

从属性。关于劳动关系内涵,欧陆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比较接近。德国学者普遍认为,“雇员

是指基于私人合同,处于‘人格从属’关系中,而有义务为他人工作的人”“这一准则的核心要素

是人格从属性”。〔10〕人格从属性包括两个特征,即雇员融入了雇主的组织及在雇主指挥下工

作。人格从属性强调劳务提供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和具体履行方式方面都听从

劳务受领者的指挥。〔11〕在德国,判断从属性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德国学者指出,一开

始就确立一个可以证明所有劳动关系存在的标准是不可能的,相反,劳动关系的存在依赖于

“整体画面”(overallpicture)。根据判例法,在认定人格从属性的多重标准中,没有任何单一

标准是不可或缺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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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International,2008,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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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劳动关系的判断以及雇员(劳动者)身份的认定主要有两个体系。第一个体系是

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所使用的普通法标准。这一标准主要来源于普通法的主仆关系和

侵权责任规则。该标准强调一方控制(control)或有权控制另一方提供服务的工作细节。如果

一方享有对另一方的控制,则双方存在雇主和雇员的劳动关系,如果缺乏控制的存在,劳务提

供方则是独立承包人。在判断劳务提供者是雇员还是独立承包人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①
雇用方对工作细节控制的程度;②个人从事的是否为特定的职业或业务;③职业的种类;④特

定职业所需的技能;⑤哪一方提供工具;⑥雇用的时长;⑦报酬的支付方式,计时还是计件;⑧
工作是否是雇主常规业务的组成部分;⑨当事人是否认为他们成立了劳动关系以及⑩雇主是

否从事商业。根据该标准,没有任何一项因素是决定性的,劳动关系判断需要综合考虑所有因

素。但是,雇主的控制程度是最重要的因素,雇主控制的程度非指实际的控制,而是指有权控

制的程度。〔13〕

劳动关系判断以及雇员(劳动者)身份认定的另一个体系是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确

立的标准。该法涉及最低工资、加班补偿标准、童工限制、平等工资等待遇规则。该法对雇员

的定义比普通法更为宽泛。根据该法,雇员是指“被雇主雇用的任何人”,〔14〕雇主是指“直接

或间接地为了与雇员相对应的雇用方的利益而行事的任何人”,〔15〕而雇用则是“承受或允许

工作”(sufferorpermittowork)〔16〕。法院根据该成文法的规定,在实践中形成了多重因素

的所谓“经济现实标准”(economicrealitytest)。在判断雇员身份时通常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①雇主控制的程度;②雇主和雇员对设备和材料投资的程度;③雇员通过管理技能分享利润和

承担损失的机会;④工作所需的技术和主动性;⑤双方关系的持久性;⑥雇员所提供的服务是

雇主业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程度。〔17〕可见,“经济现实标准”和上述普通法标准所需考虑

的很多因素是重合的。“经济现实标准”最终的考虑因素是工人事实上为了自身的业务工作,

还是在经济上依赖于其他人的业务。和上述普通法标准一样,在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时,工

人和雇主双方关系的所有相关事实都应当考虑。〔18〕

从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德国和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美国关于劳动关系和雇员认定标准的

理论看,二者的内容和主要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德国法强调人格“从属性”,是从雇员相对于雇

主的地位来描述的,即雇员必须接受雇主的指挥、管理,相应地,雇主也有权对雇员施加“控

制”;美国法强调“控制”,是从雇主相对于雇员的地位来描述的,从相反角度看,由于雇主对雇

·9451·

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

〔13〕

〔14〕

〔15〕

〔16〕

〔17〕

〔18〕

MarkA.Rothstein,CharlesB.Craver,ElinorP.Schroeder,ElaineW.ShobenandL.CamilleHe-
bert,EmploymentLaw5thed.,WestAcademicPublishing,2015,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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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A.Rothsteinetal.,supranote13,p.338.
BerndWaasetal.,supranote12,pp.45-46.



员有权施加控制,雇员相对于雇主也具有“从属性”。当然,“从属性”以及“控制”标准需要考虑

的因素有所差别,相较而言,美国通过判例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考量因素。

(二)传统劳动关系判定标准理论的主要特征

从德国和美国劳动关系理论可以总结出劳动关系和雇员判定标准的主要特征,认识这些

特征则是分析如何认定互联网时代劳动关系的重要基础。

第一,劳动关系概念是以上世纪初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关系特征为原型的。劳动关系及从

属性概念主要建立在工业化时代,以传统工厂为基本模型形成和发展的。20世纪初,欧美主

要国家工业化程度已逐渐提高,传统工厂中,工人在固定时间、地点工作,接受雇主指挥管理,

这是劳动关系及“从属性”理论的主要模型。从立法看,德国于1896年颁布了《民法典》,但起

初《民法典》关于雇佣合同的规定是非常保守的。《民法典》对解雇保护、工厂代表等概念“一无

所知”。〔19〕《民法典》的不完备,导致了学术界尝试依靠其他制定法去填补法律漏洞。例如,

菲利普·洛特玛在其两卷本的《德意志帝国私法中的劳动合同》一书中(1902、1908年版)描述

了从依附性(从属性)劳动中产生的法律问题。当时,劳动法作为依附性劳动的特别法的观念

还没有形成。〔20〕上世纪初,最普遍、最典型的雇员是工厂里的工人,基本都属于贫困无产阶

级,完全靠出卖劳动力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工作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所以帝国劳动法院曾

经认为劳动关系的核心特征应该是“经济从属性”。〔21〕可见,从属性的概念也是从那时起开

始受到法院的关注。德国学者也指出,魏玛时代不仅是集体谈判制度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现

行德国劳动法基本概貌得以形成的时期。〔22〕因此,作为德国劳动法核心概念的从属理论也

是上世纪初出现并不断发展的,类似地,美国的控制标准和经济现实标准理论也确立于20世

纪上半叶。如前述,“控制标准”理论来源于普通法的主仆关系和侵权责任规则,1935年《国家

劳动关系法》所使用的正是普通法的标准;“经济现实标准”则是根据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

法》确立的标准。概言之,由于劳动关系理论主要确立于上世纪上半叶,而劳动关系以及现实

中用工形式复杂多样且不断发展变化,因而传统劳动关系的判断理论和方法在当今时代尤其

是网络时代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战。

第二,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准具有相当的弹性。由于现实中劳动关系复杂多样,在法律上难

以具体、明确界定劳动关系的概念和判断方法,因此,立法或判例规则对劳动关系一般仅提供

相对抽象的概念和原则。无论是德国“从属性”理论,还是美国“控制”标准或“经济现实”标准,

不仅概念本身富有弹性,相应的判断因素亦是复杂多样,且存在理论上的争议。以“从属性”为

例,其常常被分解为“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但因对三个从属性的界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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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雷蒙德·瓦尔特曼:《德国劳动法》,沈建峰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参见瓦尔特曼,见前注〔19〕,第31-32页。
参见王倩,见前注〔11〕,第41页。

ManfredWeissetal.,supranote10,p.30.



清和理解不同,导致对三个“从属性”之间关系的认识混乱。〔23〕例如,有将“经济从属性”和

“人格从属性”并列;〔24〕有认为“经济从属性”仅是劳工从属性的重要特征,而非必然;有认为

“组织从属性”应当与“人格从属性”并列,反对将组织从属性涵盖在人格从属性范围内;〔25〕也

有德国学者认为,组织从属性只是从人格从属性推导得出的,并不具有独立性;〔26〕还有认为,

“组织从属性完全可以为人格从属性及经济从属性所吸收”〔27〕:对从属性以及包含因素的理

解可谓见仁见智。美国学者 MiriamCherry也指出,雇员的判断标准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显

著弹性,即便在比较明确的情形下。〔28〕欧洲学者通过考察欧洲部分国家劳动关系的定义也

指出,一国对劳动关系的定义总是相当“开放和灵活的”(openendedandflexible)。〔29〕当然,

劳动关系概念和判断标准的弹性,并不意味着其缺乏核心要素。例如,德国的从属性理论强调

“人格从属性”这一本质特征。德国帝国劳动法院曾经认为劳动关系的核心特征应该是“经济

从属性”,后来逐渐认识到,经济从属性既不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因

此,帝国劳动法院更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区分一般的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的关键应该看劳务

提供方是否对劳务受领者有“人格从属性”。〔30〕

第三,劳动关系概念和理论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无论是德国“从属性”理论还是美国

“控制”理论,虽然经历了约一个世纪,但其核心要义并没有实质变化。究其原因,一是这

些理论本身揭示了劳动关系与其他民事关系,尤其是承揽、一般雇佣关系的本质区别,二

是这些概念和理论本身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包容性。法官可以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发展和

完善。正是劳动关系概念的弹性和包容性,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不管是大陆

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有关劳动关系判定的规则主要是判例法,成文法一般只有非常原则

的界定,鲜有国家在成文法中对劳动关系进行具体而明确的界定。德国也是在2017年

才将劳动关系的概念纳入民法典。即便如此,德国民法典中劳动合同的概念仍比较原则

化,主要是对以往判例规则的总结。〔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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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劳动法学会编:《“劳动基准法”释义———施行二十年之回顾与展望》,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09年版,第55页。
黄越钦:《劳动法新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21-124页。
台湾劳动法学会,见前注〔23〕,第54-59页。

BerndWaasetal.,supranote12,p.148.
王天玉:“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的劳动关系认定”,《法学》2016年第6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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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济大学王倩副2017年12月15日在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举办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劳

动法原理创新论坛暨《劳动合同法》十周年座谈会”所做的发言,http://www.sohu.com/a/211491028_

729544,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30日;有关德国2017年修法的情况,截至本文完稿时国内尚无公

开发表的文献。



第四,劳动关系认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德国、美国的理论都强调个案中需综合考虑全

部事实以及所有因素,而且都强调没有任何单一因素是决定性或不可或缺的。因此,劳动关系

的判定结果往往难以预测,因人而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学者指出,尽管《公平劳动标

准法》确立的经济现实标准比普通法的标准更加聚焦于工人是否经营独立的业务,但很难预测

多重因素标准应用的结果,因为决定的作出者或许比使用的标准更加重要。〔32〕劳动关系认

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法官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概念和理论的抽象使案件的结果较难

预测,也面临裁判不统一的风险,但也为个案更合理的处理提供了可能。

综上,由于劳动关系标准理论具备上述特征,一方面使其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网络平台用

工背景下面临挑战以及与现实的张力;另一方面由于其本身的弹性和适应性,又具备了很强的

适应形势变化的调适能力。

二、互联网平台用工的劳动关系判定实践及面临的挑战

(一)美德两国劳动关系判定的实践及面临的挑战

网络平台用工具有许多有别于传统用工形式的特点,并且现实中出现了许多诉讼和纠纷。

美国、德国的平台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有关网络平台用工的争议案件较多并广受关注,对其实

践的考察于我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截至目前,美国法院并没有一般性地确立平台工人的“雇员”地位。在美国,近期影响较大

的是2015—2016年 Uber和Lyft两家交通出行平台公司在加州的案件,即 O’Connorv.

Uber和Cotterv.Lyft案。〔33〕在这两个案件中,法官注意到公司在向消费者的广告中直接声

称自己是运输系统(transportationsystems)或提供按需出行服务(on-demandrideserv-

ices)。关于司机身份,两个案件的法官都认为,相关的法律因素存在两个指向———一些因素

指向司机的雇员身份,一些因素指向司机的独立承包人身份。在Uber案中,法官的分析集中

在按照加州法律Uber是否对实现预期结果的方式进行控制。Uber公司主张司机可以自行

决定工作量的多少,但法官认为司机的这项自由并不能排除雇员的身份,而更相关的是 Uber

对司机工作(onduty)过程的控制。法官主要审查公司对司机的指示(包括着装以及对顾客的

行为)以及对司机遵守指示情况的监督。通过客户对司机的评分制度,法官发现Uber司机提

供的每次出行服务都受到顾客的监督,而且Uber的应用数据可以对司机行为进行实时监督。

公司对司机应遵守的规则进行全时监督的程度,表明 Uber对司机履职的方式方法(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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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means)享有很大程度的控制。〔34〕2016年Uber案的诉讼双方达成赔付1亿美元,但没有

明确雇员身份的和解方案,法官以该方案并不“公平、充分和合理”为由没有批准该方案。〔35〕

在Uber案件中,法官EdwardChen表达了已有劳动关系判断标准存在问题的看法,他指出产

生传统的劳动关系判断标准的经济模式和新的“共享经济”有很大不同,将传统标准适用于

Uber的商业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传统标准所包括的很多因素在新的背景下显得过时,另外

一些存在于现行经济现实的因素并没有被现有标准所明确涵盖。或许,立法机关或上诉法院

可以在新经济的背景下改善或修改现有标准。可以想象,立法机关将为新的“共享经济”制定

新规则。〔36〕

在Lyft案中,法官认为,一旦司机选择了为Lyft公司工作,Lyft对司机如何工作保留了

相当程度的控制。公司向司机发出了肯定的指示,保留了对违反规则的司机处罚的权力,而且

公司有权根据服务条款禁止司机进入平台,此外,司机的工作整体融入Lyft公司的业务,没有

司机公司无法生存,而且为Lyft工作所需的驾驶无需特别技术,这和独立承包人通常应具有

的技能不同。但同时,一些因素将司机指向了独立承包人身份:司机享有工作频次和工作时间

的灵活性,可以选择在城市的哪些地域接受订单,在驾驶过程中极少与公司管理层沟通,两位

原告司机都不是全职提供驾驶服务,而且Lyft公司也不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2016年2

月,双方达成了1225万美元的和解协议,但法官认为数额过低没有批准,而后双方达成了

27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法官于2016年6月批准了该和解协议。〔37〕在本案件中,法官Vince

Chhabria暗示现行劳动法过时的观点被广为引用。他指出,加州法院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

雇员身份认定标准在解决21世纪面临的问题上帮助甚微:一些因素指向一个方向,一些因素

指向另一个方向,一些因素模棱两可。也许,Lyft的司机总体上应当被认为是一种“新类型”

的工人,需要另外一套保护。由于缺乏立法介入,加州已经过时(outmoded)的判断雇员身份

的标准将继续使用,但这一标准无法提供清晰答案。〔38〕

观察美国近年来有关 Uber等交通网络公司(TransportationNetworkCompanies,以下

简称 “TNC”)的案例可以看出,法院拒绝将TNC看做是“软件公司”,相反认识到交通服务提

供中的劳动是所有TNC商业模式的重要部分。换言之,没有司机使用汽车和提供服务,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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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3-cv-04065-VC,(N.D.Cal.Mar.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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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应用软件将毫无价值。〔39〕因此,从业务范围看,司机提供的服务是TNC业务的重要

部分。同时,传统的劳动关系判断标准遭遇了重大挑战。根据“控制标准”,一些因素将TNC
司机指向雇员,另外一些因素将司机指向独立承包人。一方面,司机享有决定工作时间的自

由;司机可以选择全职工作,也可以兼职;他们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手机和电脑;而且,有关的

协议通常把他们贴上“独立承包人”的标签。这些因素将司机指向独立承包人。另一方面,许

多因素支持司机是劳动者:TNC对司机的控制程度很高,例如,Uber使用顾客对司机的星级

评价制度,实现了对司机几乎实时的监督,顾客代替公司管理层对工人进行监督;公司通常使

用复杂的质量控制政策;而且根据“经济现实标准”,司机的商业机会以及风险和收益几乎不存

在;司机通常都是低技能的,容易被盘剥,属于“需要被《公平劳动标准法》保护的群体”;以及虽

然有关协议写明司机属于独立承包人,但此类协议属于格式化合同。〔40〕由于指向不同身份

的事实同时存在,法官往往无所适从。在美国,关于网络平台工人的身份判定,许多案件本可

以对此问题提供裁判规则,但由于案件采取或很可能采取和解方式,加上判断劳动者身份的标

准模糊,法院未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仍具有不确定性。〔41〕这些和解导致一个不幸的事实,即

法院不可能提供一个关于共享经济工人身份认定的清晰答案。〔42〕

在德国,按照传统的从属性标准判断平台工人的劳动者身份也是困难重重。众包工作

(crowdwork)存 在 不 同 的 商 业 模 式:在 一 些 模 式 中,众 包 商 (crowdsourcer)和 众 包 工

(crowdworker)之间可能存在合同关系,甚至是劳动关系;而在另一些模式中,众包工则和平

台可能存在合同关系,甚至是劳动关系。但是,众包工往往因缺乏从属性(融入雇主)无法被认

定为雇员。总体看,认定众包工为雇员面临巨大困难。〔43〕

(二)我国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实践与面临的挑战

由于我国互联网技术以及平台经济发展较快,与互联网平台有关的劳动争议案件越来越

多。从典型案例看,由于平台用工的具体方式并不相同,加上劳动关系判断标准较为弹性,司

法实践对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并不统一。

以影响较大的案例为例,在司机庄某与“e代驾”公司的劳动争议中,二审法院认为,司机

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可自行掌握,司机亦非按月从平台公司获取劳动报酬,结合代

驾司机的行业特点以及本案中庄某与平台公司签订了“e代驾”驾驶员合作协议的情况,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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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之间并非劳动关系。〔44〕

在类似的一个代驾司机案件中,由于代驾公司与接受代驾服务的公司签署协议,法院认

为:被告司机赵某并非协议当事人,故司机的代驾行为系接受被告平台公司的指令为履行协议

作出的特定行为;其次,从司机和平台公司的约定看,司机系经被告平台公司考核并认可的代

驾驾驶员,在其代驾服务过程中,必须接受平台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及行为规范,并需穿着公

司统一的制服及胸卡,故司机在工作时间内接受平台公司的管理;另外,司机根据平台公司制

定的标准收取费用,对于代驾费用并无议价权,其仅以付出的劳动获取相应报酬。因而本案被

告赵某与被告平台公司之间符合雇佣关系的一般特征,应认为双方之间属于雇佣关系。〔45〕

在郭某与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案件中,法院否认服务提供者美睫师和平台公司存在

雇佣关系,但对服务提供者美睫师给客户造成的损失(人身损害),法院认为,平台公司仅对服

务提供者的身份信息进行了认证,而对其今后提供的服务所可能涉及的相关资质等信息未进

行审核,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考虑被告平台公司的经营性质、过错程度以及其作为非直接侵

权人的地位,酌情判令被告平台公司在30%的范围内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46〕

在沈阳某科技有限公司与李某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件中,法院则认为快递员和平台公司

成立劳动关系。主要理由是:公司自认对配送的物品如有损坏,由其原价赔偿;快递员使用公

司提供的运输工具;从事快递员工作是公司主营业务的组成部分;快递员在工作中必须遵守公

司制定的配送规则;公司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因此,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47〕类似地,在

2017年关于滴滴出行公司的两个案件中,因网约车平台司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第三人损

害赔偿的责任,法院均判令滴滴公司承担对第三人的责任,但并没有明确司机和滴滴公司之间

的法律关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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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西城支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京

0102民初14100号。



在2018年李某诉“闪送”平台案件中,闪送员李某自行购买配送车辆,在平台上抢单后从

事快递配送服务,李某无底薪,“闪送”平台对李某无工作量、在线时长、服务区域方面的限制和

要求,但对每单配送时间有具体规定,超时、货物损毁情况下有罚款,快递员不得同时为其他平

台提供服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法律关系的性质,应根据事实审查认定,当事人不可以协议

约定的方式排除劳动法之适用。“闪送”平台的经营模式为通过大量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来获取

利润,故闪送平台的运营公司并不是一家信息服务公司,而是一家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经营的公

司。本案平台公司在招聘闪送员时,对担任闪送员的条件作出了要求,李某提供服务时需佩戴

工牌,按照服务流程的具体要求提供服务,在任平台闪送员期间李某并未从事其他工作,从事

闪送员工作获取的报酬是李某的主要劳动收入,故平台公司与李某间具有从属性,双方间属于

劳动关系。〔49〕

概括以上案例,我国网络平台用工劳动纠纷的司法实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法官在

大部分案件中都不认可网络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存在,只有少部分案件明确认定劳动关系,还

有个别案件认定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一些案件法官直接否定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的存在,同

时,很多案件法官回避了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第二,在处理结果上,类

似案件可能存在不同的判决。例如,原告同是代驾司机,被告经营模式也基本相同,但二者的

法律关系在不同案件中认定不同。第三,当司机等平台服务提供者造成第三人损害时,法院往

往倾向于判决平台公司承担责任,即“损害结果同劳动关系认定呈现较强的相关性”。〔50〕至

于平台公司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法院有时按侵权责任法的规则,有时认定双方存在雇佣关

系,有时则回避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

值得关注的是,法院在一些案件中认定平台工人和平台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这一做法

值得反思。我国并没有在成文法上采用“雇佣合同”或“雇佣关系”的概念,雇佣合同或雇佣关

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不清晰。雇佣的概念只出现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51〕法院之所以认定雇佣关系,目的在

于让平台公司作为雇主承担责任,从而减轻平台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但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法院则回避了。从我国法院对网络平台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出,法院在网络平台用工劳

动关系的认定上也面临巨大挑战。

综上,不管在美国、德国,还是我国,网络平台用工的特点的确使传统劳动关系判定标准理

论遭遇了严峻挑战。特别是,平台用工的一些新特点与经典劳动关系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平台

用工的一些因素将司机等平台工人指向劳动者,一些因素则指向独立承包人,法官往往陷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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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珍、李文静:“平台经济发展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影响”,《中国劳动》2017年第1期,第9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第9条。



难选择,难以认定平台工人的劳动者身份。但是,根据以上国家的实践是否可以认为传统劳动

关系判定标准理论已经过时了? 结论恐怕为时尚早。

三、传统劳动关系判定理论过时了吗?

相比传统或经典劳动关系,互联网平台用工具有几个突出特点,使其与经典劳动关

系存在较大差异,这些特点也使网络平台劳动关系的认定更加困难。第一,许多平台工

人享有较强的自主性,包括是否提供服务、提供多少服务、何时何地提供服务等,而传统

劳动者不能自由决定是否工作以及工作的数量、时间和地点。第二,在很多情况下,工人

自己提供设备和工具,包括车辆等进行服务,而传统劳动者一般由雇主提供设备和工具。

第三,很多平台用工实行计件工资而不是计时工资,而且工资支付几乎是实时支付。传

统劳动者一般都是计时工资,且工资按一定周期支付。第四,平台工人的报酬一般来自

于和平台按比例的分成,而传统劳动者工资一般是固定的,与雇主的营业收入并不直接

挂钩。第五,平台对服务提供者的监督一般借助于顾客,通过顾客的评级制度等方式,实

现对平台工人的监督。在传统劳动关系中,雇主对雇员的管理和监督一般都由雇主完

成。第六,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进入退出自由。〔52〕平台工人加入平台的程序较为简

单,往往通过在线操作和有关证书的审核即可完成,平台工人退出平台的程序也较为简

单,而传统劳动关系中,雇主对雇员的招聘程序较为严格。这几个特点,尤其是第一个特

点,是对传统劳动关系“从属性”或“控制”因素的强有力否定,使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认

定遇到了强烈挑战,法官也往往陷入困境。即便如此,传统的劳动关系判定标准理论并

没有完全过时,在网络平台用工背景下,传统理论仍有适用空间,无需彻底颠覆或者放

弃。

如上述,传统劳动关系判定标准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包容性。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从属性标

准,还是英美法系的控制标准或经济现实标准,均只提供了基本要义和判断要素。在判断劳动

关系的诸多要素中,法官反复强调没有任何一项因素是决定性的,也没有任何一项要素是不可

或缺的,对劳动关系的判断需要考虑全部事实和各项要素。平台工人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

工作方式上的自由,虽然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有重要影响,但单凭这一点不能彻底否定劳动关系

的存在。正如美国专家指出的,工人可以决定工作时间的事实相比公司有权对工人工作过程

施加控制意义更小。〔53〕通过考察平台公司和工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各种因素,运用传统的

·7551·

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

〔52〕

〔53〕

参见刘燕斌,见前注〔6〕,第298-299页。

GigEconomy:AreYourWorkersEmployees? The6-PartTest-Law360,May4,2016,5/9,

availableathttp://www.law360.com/articles/791945/gig-economy-are-your-workers-employees-the
-6-part-test,lastvisited19thOctober,2018.



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仍可以得出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结论。

(一)网络时代没有改变雇员从属性的实质

网络时代需要对从属性包含的诸因素的判断方式进行反思和更新。传统的用工强调雇主

对雇员工作时间和地点的控制,但在网络时代,由于技术发展,雇主对雇员的控制方式和手段

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某些行业,雇主对雇员工作时间和地点的严格控制失去了原有意义,雇主

选择通过其他方式施加控制。以交通出行平台为例,随着技术发展,网络平台公司要求司机在

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提供服务或工作,并无多大实际意义。相反,通过技术手段,尤其是大数

据,公司可以测算和控制某一时点提供服务的司机人数,而且通过定价机制,规定不同时段的

浮动价格,也可以间接调控司机的数量和工作时间。首先,由于中国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通过平台提供服务的人数相当可观,即便允许服务提供者自由决定是否提供服务,也可以保证

一定数量的服务提供者。其次,由于平台工人的报酬方式是计件收入,除非兼职从业人员,服

务提供者为了保证其基本收入,必须提供一定数量或时长的服务。最后,平台通过定价和报酬

制度设计,即通常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时间和服务数量越多,提成比例或收入越高,且服务

时间和服务数量达不到一定指标将面临收入损失甚至失去服务机会等规则,也将鼓励服务提

供者提供更长时间的服务。因此,即便平台公司不做强制要求,通过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也

可以保证一定数量的服务提供者提供相当时间的服务。而且,现在的网络平台服务一般都是

平台工人和顾客一对一的服务,和传统的工厂式“流水线”生产方式有很大不同,某个工人是否

提供服务并不影响平台公司业务的开展。因此,由网络平台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技术发展决定,

很多网络平台工人享有是否工作、工作多少、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自由也不足为奇了。换言

之,平台工人享有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的自由,只是技术发展使平台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

并不意味着劳动关系就不存在。德国学者也指出,如果劳务提供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

作的内容和具体履行方式方面都听从劳务受领者的指挥,那么他们之间无疑存在劳动关系,但

是认定劳动关系存在并不要求满足以上所有特征。〔54〕

同时,虽然网络平台对服务提供者是否提供服务、服务时间、服务地点表面上减少控制了,

但许多平台对服务提供者其他方面的控制和管理加强了。这些控制主要表现在:①网络平台

大多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服务提供者必须严格遵守。服务提供者如果违反规章制度,可能

面临平台公司的惩罚。②网络平台对工作或服务的过程进行严格管理。通过技术手段,一些

网络平台实现了对工人的实时监督。以滴滴出行公司为例,在部分业务线,根据GPS信息,滴

滴在每段行程中,从疲劳驾驶、超速、急加速、急转弯、急刹车五个维度来监测车主的驾驶行

为。〔55〕平台公司对平台工人的着装、服务标准均有严格而具体的要求。③平台通过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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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等制度对司机等平台工人进行监督。平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公司对服务提供者的

监督权交给客户,通过客户的评级对平台工人进行监督。相比传统的公司对雇员的监督,这种

一对一、全时的监督更加严密而有效。④平台对服务享有完全的定价权。网络平台完全掌握

定价权,服务提供者对服务价格没有议价权利,而且对服务价格的实时调整也完全由平台作

出。⑤平台不仅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监督,而且一般伴随着严格的惩戒措施。平台工人违反

规章制度或者未按平台的指示提供服务,将在经济上遭受一定损失,甚至丧失继续提供服务的

机会。美国学者也指出,通过技术和人力因素的组合,Uber对每一单出行服务各个方面如何

提供施加了极为严密(extremelytight)的控制。〔56〕概言之,虽然表面上平台工人享有是否工

作以及决定工作时间和地点等自由,但一些网络平台通过对服务过程进行了严密监督,相比传

统劳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平台企业对工人的控制不是减少了而是加强了。

网络平台用工的其他特点,也非对传统劳动关系特征的颠覆。其一,工人在很多情

况下自己提供工具,正是共享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现代经济资源共享的重要体现,并不会

影响从属性的实质。其二,很多平台用工实行计件工资而不是计时工资,这一现象在传

统劳动关系中既已出现,并非新鲜事物。平台用工工资实行实时支付主要是源于支付手

段的技术发展,尤其是移动支付技术的进步,使实时支付成为可能。在传统劳动关系中,

由于支付方式落后、支付成本较高,通常以月为周期计算工资,但也存在以周等为周期计

算和支付工资的。目前也存在许多按一定周期结算平台工人报酬的平台公司。因此,工

资或报酬的支付方式和支付周期并不影响劳动关系的实质。其三,很多平台工人的报酬

来自于和平台收入按比例的分成,主要是因为平台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工人提供的服务,

而服务价格可以量化,加上平台往往无需计算传统企业场地、设备、原材料等成本,因此,

平台和工人可以直接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分成,这也是由服务内容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没

有改变劳动关系的本质。而且,传统的用工关系中劳动者按收入比例“提成”获取工资的

做法也早已存在。综上,平台工人享有一定的自由,并且具有与传统劳动关系不同的一

些特征,并不意味着从属性的缺失以及劳动关系的否认。

(二)经济从属性的重要性和地位凸显

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服务提供者在是否工作、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人格从属性上的表

面特征有所减弱,因此,经济从属性在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上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关于经济

从属性有不同理解。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经济从属性主要指劳工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

以至于必须依赖对雇主提供劳务获取工资以求生存,或寻求更多收入、累积更多财富;经济从

属性还表现在企业风险由雇主负担、劳工不负担风险。〔57〕德国对经济从属性的理解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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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雇员的主要收入来自于雇主。〔58〕根据上文分析,美国的经济从属性则主要体现在雇主

享受经营利润、承担经营风险,以及雇员从事的工作是雇主业务的组成部分,且后者更为重要。

在美国,不管是控制理论,还是经济现实标准理论都强调雇员从事的工作是雇主业务的组成部

分。概括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经济从属性的含义,经济从属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雇员

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雇主,二是雇员的工作是雇主业务的组成部分。相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

雇员可能同时从多个雇主获得工资或收入,雇员是否依赖雇主生存也难以判断。而雇员的工

作是否是雇主业务的组成部分,将决定由何方享受利润和承担风险,以及雇员收入的来源。虽

然德国在劳动关系的概念中突出了人格从属性,但经济从属性的地位仍不可小觑。就人格从

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关系而言,从某个角度看,经济从属性是人格从属性的基础和前提,正因为

雇员对雇主的经济从属性,雇主对雇员施加控制,或者雇员从属于雇主才具有正当性。因此,

经济从属性仍然是判断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重要因素。

网络平台企业往往否认经济从属性,即宣称平台公司只是一个网络技术公司或信息服务

公司,并不提供具体业务或服务,并以此为由,否认平台工人与平台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存在。

上文提及的美国案例,Uber等公司都以此为由进行了辩解。平台工人提供的服务是否属于公

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如何进行判断,是网络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业务的归属,互联网时代,企业分工越来越细化,随着外包业务发展,判断某项业务是

否是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困难,公司的业务范围也越来越模糊,特别是随着政府对企业经营范围

管制的放松,企业经营范围越来越多元化。即便如此,某项业务是否是平台公司的业务仍可确

定。以交通出行网络平台为例,从各方面看,Uber等交通出行平台公司,并不能否认提供出行

服务是平台公司的业务。具体理由在于:第一,司机提供车辆和服务是Uber等公司赖于存在

的基础,是公司获利的主要来源。公司获利并不是来自其所谓的软件销售或技术服务,软件或

技术服务只是其获利的基础条件之一。第二,平台公司对出行服务这项业务进行了全面的控

制,包括司机的进入和退出、业务招揽和广告、服务标准、服务监督、服务价格,尤其是公司对服

务价格进行实时调控,司机没有任何决定权或议价权。质言之,平台公司对出行这项业务进行

了严格管理和经营,而不是仅仅提供技术服务。第三,工具等由服务提供者自行提供并不能否

认公司业务的存在。一些平台工具或部分工具由服务提供者提供正是共享经济的特征使然,

这只是商业模式的特点之一,并不能否认公司业务的存在。事实上,不同公司可能采取不同商

业模式或经营方式,但这并不影响业务的实质。以中国的交通出行平台为例,是否拥有自营车

辆是公司是否开展业务的重要标志,但知名平台公司大都同时拥有自营车辆和社会加盟车辆,

而且商业模式也是不断变化调整的,公司往往根据经营策略,选择持有自有车辆还是使用社会

加盟车辆以及二者的比重。从业务实质看,这些平台公司和一般运输服务公司并没有本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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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平台公司也难以否认交通出行服务属于他们的业务。对于某类服务提供者,尤其是专职

服务提供者,平台公司完全也可以或应该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在美国,也有一些平台公司,主

动将平台服务提供者的身份从独立承包人转变为雇员。〔59〕美国学者也指出,通过分析Uber

的雇主功能,可以清楚发现,平台事实上实施了提供出行或物流服务的雇主所从事的所有功

能。〔60〕尽管Uber高度依赖于现代技术,但其和传统的、单一的将司机作为雇员的雇主无甚

差别。〔61〕对Uber商业模式的深入考察表明,当平台实施了所有雇主功能,平台可以被轻易

认定为雇主,司机可以被认定为雇员而不是独立承包人。〔62〕

因此,从经济从属性角度,尤其是平台业务的归属看,网络平台企业和工人完全可能建立

劳动关系。

(三)运用现有劳动关系判定标准依然可以判定劳动关系的存否

从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相关实践来看,传统的劳动关系判断理论和判断方法并非

走到尽头,毫无用武之地,相反,这些国家运用传统劳动关系判定理论,通过通盘考虑各方因

素,仍然可以作出劳动关系存否的裁判。在英国,关于 Uber等网约车司机的身份,2016年伦

敦劳动法庭的一个判决给出了明确答案。在Aslamv.UberB.V.案件中,〔63〕伦敦劳动法庭

裁决司机是Uber的雇员。法庭否定了Uber关于其只是一家软件公司,而不是劳动服务提供

者的主张。法庭指出,否认Uber提供交通服务是不符合现实的,Uber并非只是销售软件,而

是提供出行服务。法庭还暗示Uber试图使用网络合同和发明新的术语来隐藏劳动关系。法

庭通过分析Uber和司机之间的合同指出,Uber合同的条款与司机和组织之间关系的事实不

符,因此,法庭对合同条款可以置之不理。这一问题至少部分源于缔约双方不平等的谈判地

位。〔64〕通过对13个要点的分析,法庭指出,不是Uber在为司机工作,而是司机在为Uber工

作。这些要点包括:司机的招聘、顾客信息的控制、Uber对默认路线的设置、定价结构、司机条

件、对司机的指示、惩戒和评分系统以及 Uber处理顾客投诉的事实。2017年9月,伦敦交通

部门由于担心Uber缺乏公司社会责任,拒绝给予Uber交通许可的延期,Uber决定对此提出

上诉。〔65〕

德国近期的案例也认定了平台服务提供者的雇员身份。在一个案件中,法院将一名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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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iasPrassletal.,supranote56,p.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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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iamA.Cherry,“TheSharingEconomyandtheEdgesofContractLaw:ComparingU.S.andU.

K.Approaches”,TheGeorgeWashingtonLawReview,Vol.85,2017,pp.1820-1821.
MiriamA.Cherry,supranote64,pp.1821-1822.



程序设计员认定为雇员,尽管他在家工作,在空间上并没有融入雇主经营场所。法院注意到雇

员的确不存在时间和地点的从属性,但在法院看来,考虑到提供服务的实际类型,这些因素并

不是决定性的。当然,法院并不是将劳动关系的大门都向众包工打开。法院这一决定表明,一

方面,缺乏时间和地点的依赖性并不必然排除劳动合同的存在;另一方面,必须存在比缺乏时

间和地点从属性更为重要的相反因素,才可能认定劳动关系的存在。〔66〕从英国和德国判例

可以看出,依据传统的判断标准仍可以明确判定劳动关系的存在。

在美国,虽然法官在Uber等案中并没有就司机是否是雇员作出明确判定,但法官认可当

事人通过赔偿达成和解的态度实质上支持了司机的诉求,特别是当和解金额不高时,法官对和

解方案的否定,事实上也表明了法官支持司机的态度。尽管法院并没有直接认定司机是雇员,

但法院的裁决也暗示了法官认为工人的实质诉求是有价值的。〔67〕除了法院,美国联邦监管

当局,包括美国国税局(IRS)和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可自行决定交通出行网络公司司

机的身份是雇员,这将影响有关税收事务、赋予司机组建工会的权利。〔68〕

在我国网络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司机实践中,法院也可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平

台对服务提供者的管理、服务是平台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等而认定劳动关系存在,并非仅因服

务提供者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而否定劳动关系的存在,最典型的是上述“闪送”平台案。

面对平台用工方式与传统用工方式差异所带来的挑战,各地法院在坚持现有劳动关系判定理

论和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实践中积累了有益经验,个别法院还对网络平台用工

劳动关系认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69〕

综上,传统劳动关系判断标准理论和方法并非寿终正寝或走入穷途,相反,运用传统劳动

关系判断理论和方法仍然可以判定网络平台企业与平台工人是否成立劳动关系。如上述,即

便是美国Uber案的法官也仅仅指出,需要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进行“改进或修正”,并没有

提出应根本性颠覆或者抛弃。此外,德国2017年将劳动关系概念纳入民法典,其内容主要是

对判例规则的总结,并没有对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和标准做根本调整,〔70〕也说明了传统劳动关

系判断理论在互联网背景下,仍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广阔适用空间。事实上,传统劳动关系理论

和判定方法的模糊性和弹性早已存在,并非平台用工使然。正如美国学者 OrlyLobel指出

的,“尽管日益增多的诉讼表明平台工作性质存在巨大争议,但这些劳动法问题并非平台所独

有。在《公平劳动标准法》通过之后近一个世纪,雇员和独立承包人区分边界的不确定性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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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71〕因此,在互联网背景下,不宜轻易否定或推翻传统劳动关系判定理论,通过对传统

理论进行合理解释和适用,依然可以解决网络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如果因为网络

平台用工的兴起,而质疑或者放弃传统劳动关系判定理论及其标准,则可能走入歧途。

四、劳动关系判定方法的改进及我国相关规则的完善

(一)互联网背景下劳动关系判定方法的改进

尽管传统劳动关系判定理论总体上并没有过时,但面临网络平台用工形式与传统用工形

式的差异,劳动关系的判定方法也应与时俱进。由于劳动关系判断标准较为抽象和原则,而平

台用工的特点又使劳动关系的判断更加困难,个案中一些事实可能支持平台工人的劳动者身

份,一些事实可能否定平台工人的劳动者身份,法院在认定劳动关系上面临更大挑战。2018

年3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2010-2018)》在分析劳动争

议审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提及的第一个挑战即,“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难以完全适应不

断涌现的‘新业态’就业的要求。”〔72〕为此,在互联网时代,应改进劳动关系判定方法,在判定

劳动关系时考虑新的因素,以适应网络平台用工的新特点。

第一,平台用工模式各不相同,劳动关系判断还需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进行个案处理。不同

平台商业模式不同,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平台公司对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和控制程度不

同,同一平台对不同类型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和控制程度也可能不同,包括服务提供者是否有权

自行决定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可否决定是否提供服务、拒绝提供服务的后果,平台采取“派单”

还是“抢单”模式,平台对服务过程和服务质量的监督(包括评级制度),平台对客户投诉的处

理,服务的定价机制以及双方的议价能力,服务设施和工具由哪方提供,对第三人的责任由哪

方承担,平台公司对平台工人的惩戒措施等等,都各不相同。因此,必须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

素,进行个案的具体处理。不同平台的工人,同一平台不同类型的工人,甚至同一平台同一类

型的不同工人与平台的关系都可能并不相同。对平台公司与平台工人是否建立劳动关系,没

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或统一答案。

第二,对从属性的判断应该更加注重实质性。互联网平台用工的一个普遍特点是灵活性,

从业者往往在是否提供服务、服务时间、服务地点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这方面的特征是

否定从属性和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劳动关系判断中,没有一项因素是

决定性的,需要通盘考虑其他因素,不能仅因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是否提供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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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自主性就简单否定劳动关系的存在。要对从属关系进行实质性考察,包括平台公司对服

务过程的控制,平台公司对是否提供服务等行为的奖惩措施,平台定价机制及其对工作时间、

工作数量的影响,平台公司对服务提供者进入和退出的管理、平台对工人的培训、平台对工人

的惩戒等等。要透过平台商业模式以及对从业者各方面管理和政策的外在形式,对从属性进

行实质性判断,不应局限于平台工人表面上的自由轻易做出判断。概言之,随着技术发展,平

台公司对工人控制和管理的方式更加隐蔽和复杂,对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判断应注重

综合性、实质性的考察。

第三,平台工人的工作时间和收入来源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根据传统劳动关系判断标

准,工作的持续性以及工作时长就是劳动关系判定应该考虑的因素之一。对于网络平台用工,

由于工作的灵活性,平台工人从事的是专职还是兼职,工作时间长短也是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

在应考虑的重要因素。平台工人工作时间长短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工人和平台公司二者关系

的紧密程度以及工人接受指挥管理的程度,而且工作时间长短以及相应的收入高低也是经济

从属性的重要体现。以滴滴公司的数据为例,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滴滴

出行平台已经为全国提供了1484.1万个工作机会,其中兼职917.2万,专职566.9万(占比为

38.2%)。全国范围内在滴滴平台开网约车的复员、专业军人总量为178.8万,其中专职50.54

万,兼职128.29万人。〔73〕从专职和兼职司机比例看,兼职占大多数,但专职司机的比例也不

低。从收入看,网约车司机个人月均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的比例最大,为39.69%,个人

月均收入3000元以下的占23.54%,个人月均收入5000-7000元之间的占20.38%。〔74〕从

平均收入看,相当比例的司机处于全职或接近全职的状态,对这部分人而言,从平台获得的收

入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工作时长看,每天工作不到2小时的占比为50.67%,2-4小时的

占比为19.66%,4-6小时的占比为12.91%,6-8小时的占比为8.74%,8小时以上的占比为

8.02%,〔75〕每天工作时间超过4小时的占比为29.67%。可见,虽然平台工人在工作时间上享

有较大灵活性,且差异较大,但仍然有较大比例的平台工人从事全职工作,或者平台工作是其

收入的主要来源。〔76〕从境外看,一份针对欧洲网络平台用工的研究报告也指出,调研结果显

示受调查的平台工人中大约四分之一比例的工人在经济上依赖于平台的工作,〔77〕这一比例

也不低。由于工作时间长短及收入多寡是判断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对于全职司机等工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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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成立劳动关系的可能性较大,法官认定劳动关系的必要性较大;对于兼职司机等工人,尤其

是工作时间较短的工人成立劳动关系的可能性较小,认定劳动关系的必要性也较小。

第四,社会保护的必要性也是劳动关系判定应考虑的重要因素。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准虽

然是一套客观标准,但由于其本身的弹性和包容性,劳动关系的认定也具有相当的主观性。因

此,在认定服务提供者是否是劳动者时,也应考虑对其保护的必要性。尤其是对那些和传统劳

动者没有实质区别,并缺乏保护的网络平台从业人员有必要给予劳动保护。在在美国很有影

响的Lyft案件中,法官Chhabria指出,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应该考察劳动法意图实现的目的以

及意图保护的工人,尤其是那些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人。他进一步指出,至少一些Lyft公司的

工人与加州法律意图保护的工人类型是类似的:他们主要或完全依赖于Lyft平台维持生活,

但缺乏任何关于劳动条件和条款的谈判能力。〔78〕从美国实践看,很多平台企业工人缺乏培

训、工作不稳定、工资收入低、对完成任务缺乏自主性、工作过程无法和同事及主管沟通、无法

获得技能提升、工作中往往缺乏正当程序,这些现象使平台工作被社会学家描述为“糟糕的工

作”。这些因素说明网络平台用工是存在问题的,因此,需要考虑提供基本保护以及监管,以实

现体面工作。〔79〕现实中,许多平台工人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谈判能力低、缺乏应有的社

会保护,这些都是判定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那些因服务于网络平台而表面上获

得了一些自由,但实际上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和传统行业工人并无实质差别的平台工人,可

以考虑认定劳动关系。

(二)我国劳动关系判断规则的完善

劳动关系判断理论及其规则的适用,始终是劳动法的核心问题。从劳动法司法实践看,劳

动关系认定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例如,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2010年

至2017年该院审结的21598件劳动争议案件中,涉及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11053件,占比51.

18%。〔80〕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统计,2008年至2017年,二中院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31101件,审理的案件类型中,涉及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占比58.5%。〔81〕因此,完善劳动关系

认定规则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目前,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主要采用我国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

2005年颁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明确了劳动

关系判断的基本方法。即“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

的,劳动关系成立。①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②用人单位依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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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dWaasetal.,spuranote12,p.50.
MiriamA.Cherry,supranote8,pp.193-195.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见前注〔72〕。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白皮书(2008-2017)》,2018年4月,http://

bj2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655,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29日。



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

报酬的劳动;③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82〕可见《通知》强调“从属

性”,包括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和德国人格从属性以及美国控制标准和经济现实标准等

理论具有类似之处,基本反映了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总体上是可取的。

但抛开《通知》本身的制定主体和效力,该条内容也存在不足。面对网络平台用工的新特

点,该办法也需要完善。首先,《通知》采取的是“构成要件”式的立法,〔83〕即突出“同时具备下

列情形的”要求,但从劳动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和发达国家实践看,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是“从属

性”,而从属性是一个宽泛概念,需要考虑复杂多样的因素,理论和实践一般都认为没有任何一

项因素是决定性的,也没有任何一项因素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不同因素之间可能指向不同的答

案,因此,劳动关系判断的科学方法是对全部事实和各个要素进行综合考虑,作出综合判断,要

求所有因素同时具备并不科学。其次,《通知》对实质从属性的突出不够。以上分析表明,人格

从属性是劳动关系的核心要义,但这种从属性是实质从属性,而不是形式从属性。因此,劳动

关系的定义和判断方法应该强调实质从属性,而不应拘泥于个别的形式。《通知》强调“用人单

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但用人单位未必都制定有书面的规章制度,

因此,规章制度只能作为参考,应着重于考察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实质劳动管理。最后,《通

知》对主体资格的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受保护主体的不当限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实习生、已达退休年龄就业者等时常被排除在劳

动者定义之外。

综上,由于劳动关系定义的抽象性和弹性,少有国家将劳动关系的定义成文化,其主要原

因在于避免定义的僵化。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包括意大利、〔84〕德国等对劳动关系进行成文法

的定义。考虑到我国缺乏判例法的传统,我国应当通过一定方式对劳动关系进行界定,以利于

司法实践的准确适用和裁判统一。由于在劳动法或劳动合同法等立法中界定劳动关系的概念

和判断方法难度较大,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规则对劳动关系

进行界定。对劳动关系可以进行概括式界定,突出人格从属性,同时列明判定劳动关系需要考

虑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网络平台用工形式复杂多样,不同平台采取不同的商业模式和用工形

式,即便在同一平台内部也可能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复杂多样、性质各异的用工形式,且平台的

商业模式和用工形式仍处在不断的创新和变动中,加上传统的劳动关系概念和判定理论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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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2005年5月。
王天玉,见前注〔27〕,第60页。
《意大利民法典》第2094条规定,“因获得薪金而服从于企业主,并且以在企业主的领导下提供自

己智力或体力劳动的方式为企业服务的人,是从属性的劳务提供者。”参见费安玲等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



广阔的适用空间,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应专门针对网络平台用工群体制定专门的规则,更不应

笼统地将网络平台从业员完全纳入劳动者范围,或完全将其排除在劳动者范围之外。目前应

根据劳动关系理论和判定规则,结合上述劳动关系认定的改进方法,进行个案的处理。

五、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的脱钩及平台监管制度的完善

由于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以及现实中网络平台用工的复杂多样性,目前对劳动关系的

认定以及对网络平台工人的劳动法保护往往是事后的、个别的、零散的。平台企业一般通过和

服务提供者签订“合作协议”或合同,推定双方关系为一般的民事合同关系,只有个别劳动者事

后通过仲裁或诉讼确认劳动关系获得劳动法保护。大量平台服务提供者的身份处于不确定或

模糊的状态,而无法受到劳动法保护,因此,仅靠劳动法保护网络平台工人是不够的,必须通过

社会保险等制度的完善加强对此类主体的保护。由于我国相当一部分社会保险项目,包括职

工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是建立在劳动关系存在的前提

下,从业人员如果无法明确劳动者身份,社会保险的权益就会受到影响。美国目前也面临类似

的困境:许多社会福利和劳动关系关联,包括健康保险、退休福利、工伤保险以及休假等。美国

学者也指出,“这种关联日益过时,并且产生了助推使用独立合同人或工人提供劳动的道德风

险”。〔85〕未来劳动法的改革路径包括“将特定的基本保护扩展到所有劳动者,而不问其是否

具有劳动关系”“基本社会福利项目与劳动关系的脱钩”。〔86〕这些理念和建议对我国不无启

发意义。为了加强对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保护,应当适当地阻隔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身

份和社会保险制度之间的关联,使网络平台工人在未明确其劳动者身份时也可以参加社会保

险,享受社会保险权益。

目前我国大量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未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对个人和社会未来

而言是巨大风险。应通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制度,加强对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养老、医疗

保险权益等的保护。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0条、第23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并没有为灵活就业

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法定义务,是否参保对于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均属于自

愿。而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保的,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由个人承担,导致实践中许多职工

并不愿意参保。而且,一些地方只允许本地城镇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

疗保险,不允许外地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口参保。〔87〕实践中,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数量不断增

多,参保群体也不断扩大。例如,根据调研数据,就全国平均水平看,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人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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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lyLobel,supranote71,pp.69-70.
OrlyLobel,supranote71,p.73.
田伟:“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困惑与思考”,《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16年第8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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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20%左右,有些地方甚至达到30%左右甚至40%左右,参保潜

力很大。浙江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数,已经占到总参保人数的37%。〔88〕因此,完善灵活就

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十分必要。在未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劳动者身份前,应

允许从业人员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参保,且政府可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减轻灵活就业者包括

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缴费负担,这也是“互联网+”政策应包含的内容。2017年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也指出,“积极发挥分享经济促进就

业的作用,研究完善适应分享经济特点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措施,切实加强劳动

者权益保障。”〔89〕总之,平台经济不应以牺牲服务提供者的社会保险权益为代价,不应减轻企

业的社会责任,政府可通过社会保险补贴等扶持政策,减轻平台企业的成本和负担,但不宜减

损从业者应有的权益。

由于劳动法的保护往往是事后的、个别的、不确定的,大量平台工人无法获得劳动法保护,

而网络平台企业是共享经济的主要受益者,其理应对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

任,因此,还应从经济法和民商法等角度加强对网络平台企业本身的监管,督促平台企业对服

务提供者提供相应保护。例如,平台应保证服务提供者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通过技术手段

控制服务提供者的工作时间,避免长时间工作;为司机和第三人购买人身意外等商业保险,保

护司机等从业人员并限制司机等对第三人的责任。同时,由于网络平台企业一般都是规模巨

大、拥有强大管理团队的企业,往往制定严密的格式合同和规章制度,而广大服务提供者极为

分散、信息不对称、缺乏谈判能力,因此,应通过民法的意思表达自由、格式合同条款等规则保

护服务提供者的利益。

此外,还应强化平台企业的信息披露义务。平台企业凭借其技术优势,掌握了服务提供者

和消费者的大量信息,而有效监管的前提是监管者获得充分而有效的信息。从国内外实践看,

互联网企业为了逃避监管或出于数据信息保护等原因,往往不愿公开信息。〔90〕因此,应通过

强化互联网平台企业信息披露或者向政府报送信息的义务,提高政府的监管能力和水平,加强

社会监督。

总之,由于网络平台的特殊性,对服务提供者的劳动保护不能仅依赖劳动法,还应通过其

他法律和制度从不同角度给予保护。

六、结 论

平台用工的新特点,使传统劳动关系概念和判定理论在互联网平台用工背景下遭遇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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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挑战,法官在许多案件中面临裁判困境。但传统劳动关系概念和判定理论具有很强的弹性

和适应性,其并非完全过时,仍可包容网络平台用工关系,因此,不应轻易放弃传统的劳动关系

理论和判断方法。同时,为适应网络平台用工的新特点,应改进劳动关系的判定方法。对网络

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应考虑不同平台以及同一平台不同类型平台工人的具体用工特点,

综合考虑个案全部事实进行具体分析。在劳动关系认定上,应更加注重实质从属性,考虑平台

工人工作时间和收入来源,以及社会保护的必要性等因素。由于平台用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目前,我国不必针对网络平台工人的身份制定专门规则。除了劳动法,还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险

制度以及网络平台监管制度等,多角度保护网络平台工人的权益。

Abstract:Thetraditionalconceptandtheoryofdeterminationoflaborrelationsemphasizetheem-

ployee’s“personaldependence”and“economicdependence”,whichhaveevolvedfromthepracticeofla-

borrelationsinfactoriesintheindustrializationera.Againstthebackgroundofonlineplatform work,

suchconceptandtheoryareconfrontedwithgreatchallengesduetothenewcharacteristicsofplatform

work.However,thisconceptandtheoryareveryflexibleandadaptableandthereforearenotcompletely

outofdateandstillapplicabletoplatformwork.Atthesametime,inlightofthenewcharacteristicsof

platformwork,themethodofdeterminationoflaborrelationsshouldbeupdatedandimproved.Asfor

thestatusofplatformworkers,itshouldbedeterminedonthebasisofallfactsandfactorsineachindi-

vidualcaseandthedifferencebetweendifferentgroupsofworkersinthesameplatformordifferentplat-

forms,andmoreemphasisshouldbeputonthesubstantivenatureof“subordination”,ratherthanits

form.Moreover,theworkingtimeandincomesourceofplatformworkers,andthenecessityofsocial

protectionforthemshouldalsobetakenintoaccount.Chinacandefinetheconceptandmulti-factortest

ofdeterminationoflaborrelationsinthejudicialinterpretationoftheSupremePeople̓sCourt.Atpres-

ent,itisnotnecessarytoformulatespecificlaborlawrulesforplatformworkersduetothecomplexity

anddivergenceinonlineplatformwork.Inadditiontolaborlaw,socialinsurancesystem,regulationof

platformandothermeasuresshouldbeputinplacetoprotectplatform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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