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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黄婷婷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打零工”绝非新鲜事，但搭上“互联网+”
的快车，便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今年2月，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
展部发布的《2018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
告》显示，2017年，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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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工经济可以看作是对劳动力的共享，是
共享经济中的一部分。

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士”、 滴滴司
机、网课教师、在线旅游定制师……他们以全
职“网约工”或兼职的方式，利用互联网和移动
技术，按需匹配，贡献自己的脑力或体力劳动。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支可以多元化选
择工作、随意支配碎片时间的零工经济队伍。

“我服务的对象不仅仅在湖南”

暑期正值旅游高峰，言彭涛也迎来了他的
“接单”旺季，每个月能接到20多单。

两年前，“90后”长沙伢子言彭涛辞去了朝
九晚五的银行工作，成为了一名线上旅游定制
师。他把名字挂在飞猪、携程这些网络平台上，

“接单、沟通、订机票、行程修改和跟踪……一
切都在网上进行。”

这几天他在线上接下了一个单：规划一条
8月去斯里兰卡8日自由行的旅游路线。

7月24日，记者见到言彭涛，他向记者展示
了他初步制定好的规划文档，航班、签证、包车
路线、体验活动等安排巨细无遗。

“直到他们旅游行程结束，我才能放下心
来。”言彭涛说，客户旅行开始后，他会一直线
上“待命”，随时帮客户“答疑解惑”。

两年时间里， 言彭涛线上定制了100多条
专属旅游线路，每月收入2万余元。

言彭涛十分看好线上旅游定制的市场前
景，“互联网日益发达，信息共享，我服务的对
象不仅仅在湖南，还可以是全国，甚至全世界
有个性化需求的客户。”

跟言彭涛从事的线上旅游定制工作一样，
共享单车维护人员、共享住宿管家、网络授课
教师等，都从事着互联网衍生出的新行业。

零工经济的从业者除了这些新型职业外，
还包括另一个庞大的群体。

快递、交通、家政、餐饮、医疗、文化产业等
众多领域陆续接入互联网平台，许多原本在这
些领域中拥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 开始兼职

“挣外快”或成为自由职业者，成为零工经济的
另一组成部分。

郴州妹子易菲雪是一名专业设计师，2016
年，她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进入一家互联
网公司工作。她告诉记者，工作任务不重时，会
去猪八戒这类的互联网平台上浏览一下，替人
设计海报、字体或商标等。

“设计师过去接私活，靠熟人介绍，像是在
守株待兔，现在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寻找业务。”
易菲雪说。

据58到家的负责人介绍，湖南是劳务输出
大省， 有数万名35岁至40岁的女性，在
平台上提供保洁、保姆、月嫂、上门美容
等“零工”服务。

阿里巴巴集团下属的智
库阿里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
《数字经济2.0报告》 预测，未
来20年，8小时工作制将
被打破， 中国高达4亿的
劳动力，相当于中国总
劳动力的50%，将通过
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
就业。

■短评

花样需求
“唾手可得”

黄婷婷

家的温馨和可口饭菜不可兼得？线
上预约厨师，到家制作大餐；厌倦了跟
团旅游又没有时间和经验制定路线？旅
游定制师在线一对一沟通，个性打造旅
游路线……在美国，还出现了请人陪同
出门透气、走路和运动的“遛人师”。

在零工经济的互联网平台上，似乎
只有想不到，没有“搜”不到的服务。

可以说，这是人们消费升级催生出
的“新花样”。零工经济的发展，让这些
新服务更快更精准地“送达”到有需求
的消费者身边。

人们的消费需求越来越细化 ，同
时， 人们的消费水平有了大幅提升，消
费理念上越来越注重品质、 服务和体
验。商务部数据显示，“三驾马车”中，投
资与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逐年下降，消
费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这意味着， 任何一个细分的新工
种，一旦有了对接的平台，都将拥有巨
大的市场潜力。

依托互联网平台的零工经济，可以集
纳来自全球各地、体量庞大、类型多样的
人力资源， 给从业者发挥技能的空间，同
时在细枝末节处迎合人们的花样需求，让
消费升级催生出的服务变得“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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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谢特波 何玉惠

短短两个多月内， 传销组织利用发行
“兆云金”虚拟货币，发展会员1.8万余人、发
展层级400多层， 累计涉案金额1.7亿余元。
记者获悉，近日，吴金霖、唐福生、张翅翔等8
名犯罪嫌疑人被娄底市检察院以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批准逮捕。

宣称“世界品牌”，实为空壳公司
今年 40岁的吴金霖是河南洛宁人，

2017年以来相继在陕西、深圳、杭州、南京
等地注册50多家空壳公司， 对外统称为

“兆云集团公司”。 为达到非法敛财目的，
其大肆进行虚假宣传，在官网自称是国际
领先的全球化产融结合生态型企业，公司
业务庞大，依托科技、事业、金融、文化等
推动健康事业发展， 拥有多家大型子公
司，并在杭州、南京、西安、深圳等地设立
了运营中心。

2018年，“虚拟货币”和“区块链”火爆。
吴金霖等人利用在深圳注册的兆云数字资
产（深圳）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对外谎
称该公司取得了数字资产牌照， 设计发行

“兆云金”虚拟货币开始传销骗局。
“早在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证监

会、银监会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
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全面叫停代币发行
融资，明确指出‘虚拟货币’本质是一种未经
批准的非法公开融资行为。” 该案承办检察
官介绍。

盯上“虚拟货币”，谋划传销活动
今年4月， 吴金霖组织唐福生等人开会

研究“兆云金”虚拟货币的经营模式，设计了
“兆云金”会员注册方式，投资者只能通过老
会员推荐，交纳对应等级的会费来购买公司
的“兆云金”，然后由推荐人帮助在“云金商
学院”APP上注册才能成为会员。

4月8日，兆云集团以其控股的兆云数字
资产（深圳）有限公司发行“兆云金”虚拟货
币，计划按批次总发行1.7亿枚，第一批私募
额度1700万枚，第一轮发行300万枚，发行
单价为7元，私募价格为4.2元，规定“兆云金”
每个账户的认购数量最低为100枚。5月13
日，“兆云金”交易平台正式上线，开盘价为
每枚7.05元，且规定单边上涨。

为掩盖非法所得，虚构“右脑
开发”课程

为了吸引更多的会员，吴金霖等人设置
了奖励模式，购买“兆云金”每天都有持有收

益；推荐他人加入购买，推荐人数越多，购买
数量越多，则奖励越多。

“兆云金”虚拟货币发行后，通过虚假宣
传和层层推荐，“兆云金”的持有人数呈几何
倍数增加。但“兆云金”毕竟是虚拟的数字资
产， 吴金霖等人又设计开发了“右脑开发”
“国学教育”课程，对外宣称课程针对青少年
人群，课时费需要用“兆云金”支付。

今年5月，因兆云数字资产（深圳）有限
公司账目上有大量备注为“兆云金”的资金
汇入，深圳工商银行及时将该情况报告给公
安机关，公安机关要求吴金霖提供资金来源
说明。为掩盖真相，吴金霖安排唐福生等人
制作假的课程购买协议书，假装资金来源为
出售“右脑开发”课程所得。其后，这些假协
议被公安机关查获扣押。

今年6月， 吴金霖等多名犯罪嫌疑人被
抓获归案。经查，吴金霖等人自今年4月至6
月， 在短短两个月内发展会员1.8万余人，推
荐发展层级400多层， 涉案资金达1.7亿余
元。 其中犯罪嫌疑人张翅翔取得会员资格
后，在娄底组建推广团队，共发展会员200余
人，实现“销售业绩”200余万元。

7月20日，娄底市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依法批准逮捕吴金霖、 唐福
生、张翅翔等8名犯罪嫌疑人。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1.8万人陷虚拟货币陷阱
———娄底市检察院批捕8名传销嫌犯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陈浩军 廖文

7月31日上午9时， 龙浪在整理街头爱
心冰柜时，有热心市民骑着摩托车，送来两
大件矿泉水，爱心冰柜里的东西又增加了。

龙浪是沅江市爱心志愿者协会会长。眼
见骄阳似火、酷暑难耐，他和会员商议，在街
头投放一些冰柜，向环卫工人、交警、外卖与
快递小哥免费提供矿泉水、西瓜等。

冰柜是爱心人士家中闲置的，他们借过
来，贴上统一标识，其中“免费”二字格外醒
目。5个冰柜， 在人流密集地段每2公里投放
一个，沅江市爱心志愿者协会副会长黄俊斌
负责联系场地和电源。

7月28日一大早，5个爱心冰柜正式“上
岗”。志愿者把冰柜装得满满的，还贴心地放
了些防暑用品。为保证安全，每个冰柜有专人

在附近值守，并不定时地补充东西。第一天，5
个冰柜送出矿泉水300多瓶，可西瓜只被取用
50多公斤。志愿者询问发现，外卖小哥、快递
小哥等要赶时间，吃西瓜麻烦。志愿者决定将
部分西瓜榨汁，黄俊斌主动揽下这一任务。

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地，来爱心冰柜免
费取用东西的人多了起来。同时，热心的市
民和企业也多了起来。有市民把自家做好的
绿豆沙、凉茶等放到冰柜里；有爱心企业不
但送来矿泉水、西瓜等东西，还慰问热心的
志愿者。一家公司首次送来20件橘片爽，怕
不够，又紧急送来30件。随着参与这一公益
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冰柜里可供取用的物品
也越来越丰富，刚被拿空一点，立马又被填
满。市民笑称，这是“取之不尽”的爱心冰柜。

原本这一公益活动只计划持续5天，在
爱心市民的一再要求下，沅江市爱心志愿者
协会承诺，将活动持续至暑热消退。

“取之不尽”的爱心冰柜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见习记者 上官
智慧） 8月1日， 张家界对65起涉旅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曝光， 最高罚款额达18万元。

曝光的涉旅案件由旅游部门查处37
件， 交通部门查处21件， 工商部门查处7
件， 包含无证导游从事导游业务、 无证带
团、 诱骗旅游者参加另行付费项目、 甩
客、 不按规定使用计价设备、 未经同意搭

载其他乘客、 商业贿赂、 虚假宣传等违法
违规行为。

今年4月以来， 张家界在全市范围内启
动旅游购物市场专项整治“利剑” 行动，
对全市旅游购物场所存在的违法经营行为
进行严厉打击与曝光。 此前， 张家界就已
对14家旅行社及15名旅游从业人员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曝光， 并作出相应处罚。

湖南商学院创业教育与实践教学中心副主任王
娟认为，家政、网约车等基于体力服务的零工经济市
场，门槛低，从业人员多，对劳动者的筛选和监管难

度最大。
零工经济的平台方想要破解这个难题，

58到家是尝试者之一。
据了解，58到家目前正在建立蓝领征信

系统，对每一个进入平台的劳动者进行犯罪
记录筛查、身份认证和体检结果验证，让每
一个上门去消费者家中的“阿姨”和“维修
工”都能“追根溯源”。

同时， 消费者在58到家上下的每一单，
都包含了家庭财产的安全险、人身安全险。

目前，58到家平台上有70万搬运工和上
百万钟点工、月嫂，为保证给消费者提供标
准化专业的服务，58到家在全国拥有14个培
训学校， 位于长沙的培训基地将于8月份建
成。 在培训体系上，58到家对每一个品类都

制定了标准化的服务程序。
在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同时， 随着零工经济从业

者的增加，他们的社会保障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记者从省社保局了解到，目前，自由职业者和全

职“网约工”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购买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

邓子纲建议，对平台依赖性弱的兼职人员，平台
可给他们购买工伤险或行业险，同时，平台可与专业
的人力资源机构合作，让其与全职“网约工”签订劳
动合同，保障他们的正常劳动权益。

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随
着新兴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劳动关
系更趋复杂化、多元化，新生代劳动者在经济、民主、
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

今年下半年， 省人社厅将探索建立劳动关系形
势分析研判制度，加强对我省劳动关系运行的分析，
成立省协商协调劳动关系领导机构， 建立和完善劳
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

为徐晰所称道的平台评价体系， 却是周建军的
梦魇。

7月17日，周建军在长沙38摄氏度的高温下接到
单，跑上7楼送完外卖，顾不上擦汗，下楼就开始编辑
短信：请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我超赞好评，您的好
评可以使我多赚1块钱，万分感谢！

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晒得黑黑的，刚成为“骑
士”两个月。

“梦到有人给我差评，梦里都要吓醒。”周建军
说，收到一个差评，平台要扣30元。

平台的评价相当于平台上从业者们的“谋生”敲
门砖，例如，乘客在挑选顺风车时，可以选择星级更
高、评价更好的司机，这种运作模式是零工经济的一
大特点， 但平台的评价体系完全向消费者倾斜的行
为，也被众多零工经济从业者所诟病。

周建军抱怨，他已经遇到2个无礼的顾客随意给
差评的情况。

周建军对自己社会权益的缺失也有颇多焦虑，
他说，自己没啥能力，送外卖没门槛，但也不想长久
干下去，“没有安全感”。

同为外卖“骑士”的李志雄听到周建军的说法
后连连点头，他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他的个人管理

页面，“前阵子还可以在平台上买每天1块钱的意外
险，现在也没了，五险一金、带薪带病休假通通没
有，我们天天在外面跑，出了事公司不管，没有任何
保障。”

问及高温补贴，李志雄摆摆手，他说，一个月必
须跑满260单才有补贴资格，每单补贴3毛钱，“3个差
评就没了”。

收入不稳定、劳动争议发生时难以维权、劳动者
身份难以界定、 平台抽取高额佣金……一边是从业
者们高喊“接单”难做，另一边，空姐深夜滴滴打车遇
害等事件一次次刺痛着消费者的神经。

孟婷在今年6月刚成为“准妈妈”，但她对网络平
台上的月嫂资质很不放心，是否有传染病，有没有犯
罪史，让一个陌生人来家里，如何保障家人的安全？

除了人身安全的考量，言彭涛也坦言，网上的旅
游定制师良莠不齐， 其他在网上接单的行业也是如
此，有些平台上的评价甚至是虚假刷单得来的，普通
消费者很难分辨孰好孰坏，只能“吃一堑长一智”。

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邓子纲说，如
何既保证从业者的利益，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平台
对从业者的筛选和管理， 是零工经济给平台企业提
出的一大难题。

走进湖南亿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看到他
们电脑屏幕上的数据在不断跳动着， 视频播放量实
时刷新。

这是公司的亿谷智慧教育在线学习平台， 上面
有从小学到高三的完整知识点辅导视频，平台后方，
连接着近千名居家网络授课的老师。

湖南亿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徐晰
说，平台上不乏知名培训学校的骨干教师，还有不少
国内“双一流”大学的学生，包括清华、北大这样的名
校学生，公司会为他们提供录制设备，让他们可以兼
职出任网课教师，为中小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学习
辅导，有的大学生每月能挣到几千元。

“零工经济，就是可以让人们利用零散的时间做
有价值的事。”徐晰认为，零工经济打破了传统工作
模式对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使人们的工作方式更为
灵活。譬如讲解一个知识点的小微课，上课时间只有
几分钟，网课老师录制这样一堂微课，花费时间并不
多。选择一堂微课，只需交上一两元钱就能听课，但
如果线上选课的学生多，基数大，网课老师的收入还
是比较可观的。 还有网上直播授课， 也有不菲的收
入。

她笑称，这些老师和学生，在业余时间实现个人
价值最大化，成为平台上的“知识网红”，“随着我们
在线学习平台的用户越来越多， 他们月入过万也不
是问题，零工经济的价值会越来越高。”

而在何勇军看来，“做有价值的事” 就是能养家
糊口。

2018年初， 在他工作的广东佛山一家陶瓷厂倒
闭之后，何勇军回到湘潭，当一名夜间保安，他决定

抽出下午的时间，开网约车来补贴家用，每个月可以
多一两千元的收入。

滴滴政策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2017年滴滴出
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指出，滴滴出行平台就业呈现
灵活性特性，网约车司机中，每天在线不到2小时的
司机占比最高，为50.67%，每个司机每天人均收入超
过170元。

在补充收入之外， 零工经济充当了稳定就业的
“缓冲剂”。

根据滴滴公司的报告，从2016年6月至2017年6
月，共有2107.8万人（含专车、快车、顺风车车主，代
驾司机）在滴滴平台上获得收入。其中393.1万是去
产能行业的职工，涉及煤炭、钢铁以及煤电、水泥、化
工、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行业，超过178万是复员、转
业军人， 还有133万失业人员和137万零就业家庭在
平台上实现了新就业，在加入平台前失业1年以上的
司机占比超过12%。

零工经济还是就业扶贫的一股力量， 让贫困地
区的人们多了一条自力更生的渠道。

58到家CEO陈小华表示，以湖南为例，整个平台
有8万来自贫困县的劳动者，其中保姆超过2万名。

对消费者来说， 零工经济给人们的吃穿住行带
来了显而易见的便利。

徐晰自称是零工经济的践行者， 也是零工经济
的受益者。

6月初，徐晰在某平台上下单了水电上门维修服
务，她发现，预约方便，价格透明，维修工技术过硬，
而且，通过平台预约，可以全方位查看其他消费者对
这个维修工的评价。

让“阿姨”和“维修工”能被“追根溯源”

“梦到有人给我差评，梦里都要吓醒”

“利用零散的时间做有价值的事”

漫画/张杨

国外零工经济
面面观

美国
职业咨询机构MBO Partners发

布的《2017年美国自由职业者报告》中
显示，零工经济在美国职业市场蓬勃发
展。横跨不同人口、年龄段、性别、技能
及收入层次的4100万自由职业者 ，已
占据美国私有劳动力市场的31%，而且
这个趋势在未来5年内仍将继续上升。

英国
2017年， 英国保守党政府发起了

一项经济调查，关注包括自由职业和无
固定合同的零工经济从业者。这项经济
调查表明， 英国的零工经济年规模达
60亿英镑以上， 但很多零工经济从业
者不仅没有社会保险保障，通常收入也
达不到英国的最低工资标准。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2017年就
职一周年的演讲中强调，英国政府将会
改善现有的部分劳工政策，从而提高零
工经济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日本
今年1月起，日本政府放宽了禁止或

限制员工从事兼职的规定。 据日本求职
公司Lancers Inc.的报告，不少公司
对引进兼职员工持开放态度，今年有744
万日本人至少打两份工， 约占劳动力总
数的11%，明显高于2015年的53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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