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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5月 28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点赞部分城市率先松绑‚地摊经济‛。6

月 1 日，李克强总理在山东烟台一处熟食

摊考察时，再次强调地摊经济、小店经济

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

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中央

文明办也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

中，明确要求不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

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

一系列举措让‚地摊经济‛再次成为热词，

一时间成为大家的焦点。 

 ‚地摊经济‛具有经营门槛低、投资成本

低、商品成本低的优势，但也存在导致交

通秩序混乱、增加城市环境压力、损害消

费者的权益、冲击正规店铺利益等问题。 

 在政府政策松绑、电商巨头推动等驱动下，

‚地摊经济‛瞬间‚火‛起来。展望未来，

‚地摊经济‛发展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短期发展保持活跃，长期发展可能受

限；二是规范管理迫在眉睫，考验政府治

理能力；三是数字化趋势已初显，文化打

造或成主流。 

风口上的“地摊经济”往哪里飞 
 

http://www.xtk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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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上的“地摊经济”往哪里飞 

 

一、什么是“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因其非合法

性存在被视为城市的边缘经济，但又对城市居民的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

摊经济‛既具有增加就业人数、方便居民生活、补充市场层次、丰富城市文化等正面

效应，也具有导致交通秩序混乱、增加城市环境压力、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冲击正规

店铺利益等负面效应。 

地摊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在过去很多地方都有，也始终存在，但由于管理混乱，

地摊成为脏乱差、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近十几年以来，‚地摊经济‛的发展受政府城

市管理影响较大，时而严格控制，时而松绑放开，但总体来看以严格控制为主，在一

些特殊时期适度放开。2007年，上海、重庆先后实施‚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和‚有

序开放马路摊点‛的举措，出台了一系列路边摊解禁的地方性文件，引发了一场涉及

数百万人口谋生方式及管理方式的大变革。2015年，广东出台《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被媒体称为‚广东省试水地摊合法化‛。 

1.“地摊经济”存在的优势 

‚地摊经济‛对现有商品贸易的有益补充，是最贴近消费者的市场形式，具有经

营门槛低、投资成本低、商品成本低的优势。 

一是经营门槛低。地摊商贩摆摊无需进行工商注册，可以灵活调整经营的时间、

地点和范围，往往支个小摊或打开私家车后备箱就能卖货，同时对摆摊者没有学历、

技能要求，进入门槛极低。 

二是投资成本低。地摊商贩经营过程中，既没有店铺租金、装修费等费用，也无

雇员工资压力，且不用交税，所以只需少量资金就可以经营运转。同时，投资失败风

险较低，经营失败也可迅速转换经营其他商品，实现‚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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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商品成本低。地摊销售的商品多种多样，涵盖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且价格

低廉，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享受更多的实惠，尤其是能够满足低收入群体的生存需

求，缓解了他们的消费压力，减少生活成本的支出，所以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2.“地摊经济”带来的问题 

‚地摊经济‛属于非组织经济形式，既缺少政府监管、又无行业约束，加之经营

分散、流动性高、竞争无序，容易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是导致交通秩序混乱。地摊商贩们为追求经济利益，在摆摊时往往倾向于选择

人口聚集或人流较大的区域，比如交通要道和路口、地铁口、学校医院公园商超门口

等，同时乱摆乱放、见缝插针、违法占道，导致人流、车流混杂，秩序混乱，有时商

贩之间为争夺摆卖地盘大打出手，极易引发交通拥堵和安全事故。同时，无序的地摊

市场还极易扰乱居民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二是增加城市环境压力。‚地摊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严重的城市环境问题，地摊

所到之处，往往是满地狼藉，使城市环卫工人苦不堪言。一方面，地摊商贩只顾盈利，

卫生意识淡薄，因为无监管也缺乏维护城市环境的主动性，对地摊产生的垃圾也不清

理。另一方面，部分消费者素质不高，在消费后直接将垃圾随意丢弃，带来极大的环

境污染。 

三是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虽然地摊商品琳琅满目、多种多样，且价格低廉，但同

时也充斥着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因为地摊商贩在巨大利益诱惑下极易欺骗消费者，在

商品上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由于地摊商贩多为无证经营，政府工商管理部门也无法

对地摊商贩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进行有效监管，尤其是街头餐饮的食品安全问题

令人担忧，极易给消费者身体健康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地摊流动性大，摆摊场所并

不固定，消费者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权益受到损失时，也很难进行维权。 

四是冲击正规店铺利益。‚地摊经济‛进入门槛低、经营灵活，相比于正规店铺

又无店铺租金、水电费、各项税款等支出，经营成本较低，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在同

一商品上，正规店铺为保证盈利，销售价格必然高于地摊商贩的价格，部分消费者在

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也会优先选择更具价格优势的地摊商品，对持有经营许可证的正

规店铺产生巨大的冲击，损害正规店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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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摊经济”火了 

5 月 28 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点赞部分城市率先松绑‚地摊经济‛。

6月 1日，李克强总理在山东烟台一处熟食摊考察时，再次强调地摊经济、小店经济

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中央文

明办也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

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一系列举措让‚地摊经济‛再次成为热词，一时

间成为大家的焦点。 

1.“地摊经济”为什么“火” 

去年末，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并迅速发酵，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仍继续蔓延。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业了巨大冲击，从中长期看虽未改变我国经济

稳健发展态势，但对我国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大

‚六稳‛工作力度，并首次提出‚六保‛工作要求，既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

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保居民就业因此摆

在各级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解决居民就业问题已刻不容缓，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的基础。 

‚地摊经济‛因为成本少、门槛低，可以拓宽就业渠道、有效吸纳失业，为受疫

情影响而失业的居民，提供一个摆地摊实现灵活就业，维持正常生活的机会和途径。

此外，发展‚地摊经济‛也有利于激发居民消费热情和经济活力，拉动内需。所以，

重启‚地摊经济‛是国家当前形势所决定的，是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 

2.地方政府松绑“地摊经济” 

因‚地摊经济‛受到总理两度点赞，所以迅速站上风口火爆全国，各地方政府也

先后放宽相关政策，为‚地摊经济‛松绑，鼓励‚地摊经济‛重新回归城市。据媒体

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四川成都、甘肃、浙江、江苏南京、上海、陕西、吉林长春、

广西南宁等超过 27地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 

表 1 部分地方政府鼓励“地摊经济”发展的文件及举措 

时间 省市 文件及举措 

3月 15日 四川成都 

《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

措施》，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

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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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扩大停放区域，坚持柔性执

法和审慎包容监管。 

3月 16日 甘肃 
《关于全面恢复餐饮企业复工营业的紧急通知》，允许临街

餐饮店临时越门占道经营。 

4月 30日 浙江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鼓励合理设定

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

营网点。 

5月 1日 江苏南京 

《做好防疫期间临时外摆摊点服务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选择具备外摆条件、有统一运营管理的特色街区等，合理设

置外摆区域、明确设置外摆种类、规范设置外摆设施、科学

设置外摆时段。 

5月 21日 上海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意

见》，支持特色小店开展“外摆位”经营，对外摆时间、摆

放范围等实施精细化管理，实施“轻微免罚”制度，推进夜

市经济发展，配合属地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科学设置夜市，

指导夜市落实管理主体、实施商户自治。 

5月 27日 陕西 

《促进市场消费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若干措施》，

允许城区临街店铺出店经营，允许大型商场适度占道促销，

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摊点摊区，允许流动商贩在

一定时间和区域占道经营。 

5月 29日 吉林长春 

《关于在城市管理领域实施助力经济发展八项措施的通知》，

鼓励支持发展夜市经济、鼓励支持开办便民市场、允许大型

商场店外促销、允许快递企业临时占道派送。 

6月 2日 广西南宁 

《关于做好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摊贩等服务工作

的指导意见》，允许在居住集中区附近开辟临时摊点摊

区，引导自产自销农户、流动摊贩规范经营；鼓励利用

小区内外闲置区域，设置临时摊区，有条件的地方可设

置占道早市夜市。 

数据来源：根据网络相关资料整理 

3.电商巨头助推“地摊经济” 

风口上的‚地摊经济‛也吸引了众多电商巨头的眼球，阿里巴巴、京东、苏宁、

美团、微信支付等也陆续加入‚地摊经济‛和‚小店经济‛，公布多项扶持计划，为

‚地摊经济‛和‚小店经济‛赋予了更多的数字化和科技化元素，为‚地摊经济‛和

‚小店经济‛飞速发展插上了‚翅膀‛。 

此外，快手、 抖音等短视频直播平台，也有望继续扮演‚带货‛角色，成为地摊

的引流新入口。据快手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快手上的‚地摊经济‛》显示，与今年

2月相比，快手平台 5月‚地摊经济‛相关短视频数量涨幅达 76%、‚地摊‛相关直播

间数量涨幅 302%、‚地摊经济‛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达 1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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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大电商巨头的“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扶持计划 

时间 发布者 扶持计划 

5月 26日 美团 

启动“春风行动”百万小店计划，采取线上化运营、优惠贷

款、安心消费、供应链服务、针对性培训等六大举措，助力

小店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5月 29日 阿里巴巴 

在阿里 1688 网站推出“地摊批发专区”，提供超过 700 亿

元免息赊购，进行源头好货、数据智能、金融扶持、客户保

障四大维度赋能。 

6月 2日 京东 
发布“星星之火”计划，保供货、助经营、促就业，组织超

过 500 亿货源，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 10 万元无息赊购。 

6月 2日 苏宁 

推出“夜逛合伙人”计划，提供货源、冷柜仓储、直播及社

群平台和低息资金支持等。正在开发“练摊儿”微信小程序，

为摆摊小商户量身定制，首批上线 5000个优选 SKU。 

6月 2日 微信支付 

面向平台超 5000万小微商家发布“全国小店烟火计划”，

在线下线上一体化、福利补贴、商家教育指南、经营保障支

持方面输出四大全新数字化政策，助力小微商家。 

数据来源：根据网络相关资料整理 

三、“地摊经济”发展展望 

1.短期发展保持活跃，长期发展可能受限 

此次‚地摊经济‛火起来有其特定的背景环境，是由国家当前形势所决定的，是

疫情之下促进就业、促进消费的‚权宜之计‛。在政府政策松绑、鼓励支持下，短期

内有望继续保持活跃，加之鼓励政策继续加码，政府、商贩、消费者等各类主体的参

与度也将大幅提升，‚地摊经济‛活跃程度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促进就业、激发经济

活力的作用也将进一步放大。 

但从长远来看，‚地摊经济‛既没有技术含量、也不具备高成长性，其带来的导

致交通秩序混乱、增加城市环境压力、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冲击正规店铺利益等负面

效应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放大，将超过其产生的正面效应，从而整体发展受到限

制，不断‚降温‛，最终成为零售行业的补充业态。 

2.规范管理迫在眉睫，考验政府治理能力 

在各类媒体铺天盖地、大肆宣扬‚地摊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的同时，另一种‚声

音‛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6月 6日，人民网发表文章《地摊经济，升温不能‚发

烧‛》，指出热话题也需冷思考，‚地摊经济‛带来的问题也需要引起关注。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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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狂欢过后，带来的严重城市环境问题等也被相继报道出来。‚地摊经济‛

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规范管理已迫在眉睫。 

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城市管理长期存在的难题，也考验着政府部门的

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对‚地摊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还是宜‚疏‛不宜‚堵‛，

下一步可能在保持‚地摊经济‛活力不减的基础上，同步完善管理制度、做好规范管

理，保持‚地摊经济‛良性运行。 

一是因地制宜因城而异，根据城市自身发展定位、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等，合理

确实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切忌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二是实现精准规范管理，政府职能部门要对‚地摊经济‛发展做好规划，明确摆

摊的时间、地点、数量、业态，加强对产品质量、食品卫生、环境状况的监管，注重

对商贩的规范引导，确保‚放‛而不‚乱‛。同时，也要严格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下

不扎堆、保持距离的要求。 

三是完善制度加强创新，政府职能部门要积极探索城市管理的新模式，避免一哄

而上、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努力促进‚地摊经济‛与城市现代化同步兼容，让城市

既有‚烟火气‛，又有‚文明风‛。 

3.数字化趋势已初显，文化打造或成主流 

此次‚地摊经济‛并不同于过去的发展形态，也不是简单地‚复制‛，特别是数

字化的介入，给‚地摊经济‛赋予了新的活力。目前，电商巨头为‚地摊经济‛和‚小

店经济‛发展，提供了线上线下融合、金融支持、数据智能管理等扶持举措，推动了

‚地摊经济‛数字化经营。此外，专业学者也在呼吁发展数字化经营的‚新地摊经济‛，

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指出，‚‘地摊

经济’已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是占道经营了，进入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发展数字化经

营的‘新地摊经济’，积极利用移动支付、数字金融、消费券等数字经营工具来降本

提效。‛‚地摊经济‛的数字化经营，既符合当前居民的消费习惯，也有利于自身转

型升级，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从长远来看，‚地摊经济‛发展整体将会受限，特别是那些零散、占道经营、环

境问题突出的地摊将会逐步减少甚至清除，而集聚性、规范化、特色化的地摊有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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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规模效应，打造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摊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

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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