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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随着数字经济疾速发展ꎬ 数据已经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ꎬ 当代资

本主义正加速迈进数据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ꎮ 借助日新月异的现代数字技术ꎬ 人类生产生活经验不

断被数据化和价值化ꎬ 数据成为资本竞相掠夺的目标资源ꎮ 但同时ꎬ 智能算法等数字机器的出场ꎬ
并没有终结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ꎮ 相反ꎬ 平台经济催生的数字劳动ꎬ 成为数据垄断资本主义价

值创造的新源泉ꎮ 从资本积累看ꎬ 掌握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头竞相 “数字圈地”ꎬ 数据驱动的平台竞

争日趋白热化ꎬ 促使资本集中呈现引人瞩目的新变化ꎻ 而源自数据垄断的算法权力极端集中ꎬ 正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产生重大冲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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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随着数字经济飞速发展ꎬ 数据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ꎮ 在平台革命的推动下ꎬ 当

代发达资本主义正加速迈向数据资本时代①ꎮ 在这一发展阶段ꎬ 数据的资本占有和数据的商品化ꎬ
成为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新特点ꎮ 为了攫取和占有海量数据ꎬ 资本竭力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ꎬ 精

心构筑数字化平台生态圈ꎬ 开启了对大众日常生活乃至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泛在监视和全面量化ꎬ
因而又被称为 “监视资本主义”② 和“平台资本主义”③ꎮ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出发ꎬ 在数据垄断资本主义价值运动中ꎬ 数据的资本剥夺性占有

和数据的商品化是如何实现的? 进一步说ꎬ 如果确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言ꎬ 数字劳动是数据垄断

资本主义价值创造的新源泉ꎬ 那么资本对劳动控制和剥削的具体途径又是什么? 而就资本积累而言ꎬ
相比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ꎬ 数据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又呈现哪些显著特征和现实趋势? 从根本

上讲ꎬ 洞悉数据垄断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实践逻辑ꎬ 科学揭示其生产秘密和剥削本质ꎬ 是推动 ２１ 世

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重要议题ꎮ

４２１

∗

①

②

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数字劳动作为劳动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１８ＢＫＳ０１２)、 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

项目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理论研究及其借鉴” (２０１７ＢＫＳ００３) 的阶段性成果ꎮ
参见 〔奥〕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德〕 托马斯拉姆什: «数据资本时代»ꎬ 李晓霞、 周涛译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１３ 页ꎮ
Ｚｕｂｏｆｆꎬ Ｓ. ꎬ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ａ Ｈｕｍａ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Ｐｏｗｅ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Ｂｏｏｋ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１９ꎬｐ. ８.
Ｓｒｎｉｃｅｋꎬ Ｎ. ꎬ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２１.



一、 数据商品: 数据垄断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新具象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１ 卷开篇就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ꎬ 表现

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ꎮ”①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如表 １ 所示ꎬ 数据生产力成为第一生产力ꎮ
在实践中ꎬ 资本对数据的剥夺性占有ꎬ 不断推动数据资源的价值化和数据产品的商品化ꎮ 并且ꎬ 随

着数据要素市场和数据产品市场的发展和完善ꎬ 数据商品便成为数据垄断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新

“元素形式”ꎮ

表 １　 四种生产力的组织方式

类别 劳动工具 劳动对象 劳动产品 经济形态

农业生产力 身体、 脑、 手工工具 自然 基本产品 生物经济

工业生产力 身体、 脑、 机械机器 工业产品 工业产品 物理化学经济

信息生产力 身体、 脑、 计算机 经验与思想 信息产品 信息经济

数据生产力 身体、 脑、 数字机器 数据 数据产品 数字经济

１. 数据成为第一生产要素

长期以来ꎬ 受制于数据收集成本和数据处理分析能力ꎬ 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中的数据利用停留于

“小数据” 阶段ꎬ 并主要满足劳动过程控制、 直接营销、 会员计划、 信用评级和保险、 金融风险管

理等方面的实践之需ꎮ 在资本主义价值运动中ꎬ 数据的商业利用促进了产业资本剩余价值生产和实

现ꎬ 提升了金融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抽租能力ꎮ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大数据、 云计算、 人

工智能和物联网等迅猛发展ꎬ 数据大规模收集、 存储和共享成本持续大幅度降低ꎬ 数据分析能力不

断显著提升ꎮ 在数据标注、 机器深度学习和算法匹配的合力作用下ꎬ 海量数据转化为行之有效的

“交易决策” 成为现实②ꎮ 从数据产品生产过程看ꎬ 数据成为最基本的劳动对象ꎬ 数字机器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③ 则是最具时代性的劳动资料ꎮ 进而ꎬ 作为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ꎬ 数据的生产性集中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ꎮ
首先ꎬ 从劳动对象看ꎬ 数据是数据产品生产的 “原料”ꎮ 在实践中ꎬ 只有对源源不断的人类生

产生活信息进行 “二次加工”ꎬ 才能形成功能各异的数据产品或服务ꎬ 用以提升运营效率、 降低生

产成本和减少经营风险ꎮ “相比其他生产要素ꎬ 数据资源具有的可复制、 可共享、 无限增长和供给

的禀赋ꎬ 打破了传统要素有限供给对增长的制约ꎬ 为持续增长和永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可能ꎮ”④ 并

且ꎬ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数据产品结构升级ꎬ 如图 １ 所示ꎬ 数据的生产性利用还呈现出要素收

益递增的显著特征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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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从劳动资料看ꎬ 马克思指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ꎬ 不在于生产什么ꎬ 而在于怎样生

产ꎬ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ꎮ”①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机器学习和智能算法等数字机器的出

场ꎬ 是显示 “这一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ꎮ “从网络搜索结果、 社交网络上的好友信

息、 网络购物的产品推荐到流行音乐的推送和热播影视剧剧情的发展ꎬ 无一不是算法运行的结

果ꎮ”② 相比于工业时代的机械性机器ꎬ 数字机器脱胎于海量数据的人工训练ꎬ 数字机器的生产、 运

转和算力提升ꎬ 需要持续的数据 “喂养” 才能得以实现ꎮ 因而ꎬ 数据又是数字机器的 “燃料”ꎮ 正

如舍恩伯格和拉姆什所言: “新技术的产生似乎带来某种动力加强版的指挥与控制系统ꎬ 关于员工、
流程、 产品、 服务和客户的数据就是其动力燃料ꎮ”③

图 １　 数据的要素收益递增

２. 数据的资本剥夺性占有

从数据的 “物的有用性” 看ꎬ 数据的消费非竞争性和要素收益递增等生产要素属性ꎬ 天然地要

求数据只有作为共有的生产资料ꎬ 才能最大效率地被分析利用ꎬ 促进其使用价值的充分实现ꎮ 但进

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人类数字化生存催生的海量数据ꎬ 早已被资本所垂涎和觊觎ꎬ 并千方百

计地通过花样翻新的 “数字圈地”ꎬ 实现对数据的剥夺性占有ꎮ
首先ꎬ 进入 Ｗｅｂ２ ０ 后ꎬ 互联网资本以提供免费信息服务为 “诱饵”ꎬ 在短时期内吸引和集聚用

户ꎬ 通过跨平台追踪、 权限开放和移动终端位置定位ꎬ 以默认授权、 功能捆绑等方式实现对注册用

户个人信息ꎬ 以及其在线购物、 网页浏览、 点赞、 评论等数字足迹无征求收集整理ꎬ 攫取和垄断了

呈指数级增长的用户数据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谷歌搜索的日访问量高达 ４０ 亿次ꎻ 脸书的月活跃用户量

甚至比中国人口总量还要多 ꎬ 每天产生 ４ＰＢ 的数据ꎬ 包含 １００ 亿条消息ꎬ 以及 ３ ５ 亿张照片和 １ 亿

小时的视频浏览ꎮ
其次ꎬ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平台经济兴起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和组织现象ꎮ 在当下数据资源的剥夺

性占有中ꎬ 资本主要依托类型各异的数字平台ꎬ 来实现数据采集和数据攫取ꎮ 并且ꎬ 在 “赢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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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的平台竞争下ꎬ 掌握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头竞相通过操作系统授用、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标准开

发工具包等ꎬ 精心构筑 “带围墙的花园” (ｗａｌｌｅｄ ｇａｒｄｅｎ)ꎬ 用以形成资本独享的数据流和数据池ꎮ
最后ꎬ 随着智能音箱、 智能穿戴设备普及ꎬ 特别是 ５Ｇ 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ꎬ 人类生产生活的

可感知性和数字化程度空前提高ꎬ 由此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数据井喷ꎮ 与此同时ꎬ 数据的资本剥夺性

占有从早先仅仅对 “就在那里” 的数据进行 “地理大发现”ꎬ 迅速过渡到资本的 “主动作为”ꎬ 即利

用不断迭代的数字监视技术ꎬ 精心编织无处不在的全息传感网ꎬ 竭尽所能制造更多的 “行为数据剩

余”①ꎬ 以不断满足生产高质量数字产品的原料之需ꎮ
于是ꎬ 从虚拟网络空间的用户活动到现实物理空间的人机交互ꎬ 从大众日常生活到人类物质生产

活动的方方面面ꎬ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生命政治公共域”②ꎬ 蕴藏其中并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海量数据ꎬ
不经意间被资本统统收归囊中ꎮ 进一步地ꎬ 数据资本对各种算法 “秘而不宣”ꎬ 因而也牢牢地把显示巨

大算法生产力的数字机器掌控在自己手中ꎮ 由此ꎬ 数字经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ꎬ 为资本推动数据资源

的价值化及数据产品的商品化ꎬ 进而维系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所有制基础ꎮ
３. 数据产品的商品化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即使在资本逻辑主导下ꎬ 数据以及经 “二次加工” 后形成的数据

产品ꎬ 并不必然地被价值化而表现为商品形式ꎮ 在平台经济发展初期ꎬ 谷歌、 脸书等平台型企业通

过提供免费信息服务来吸引和集聚用户ꎬ 以培育和放大用户网络效应ꎮ 正如里克斯安德森所言:
“在数字化市场上ꎬ 免费总是消费者能够得到的一种选择ꎮ”③ 在这一发展阶段ꎬ 数字平台收集的用

户数据并没有被 “当作价值来看待”ꎬ 而是主要用于形成 “正回路效应”ꎬ 即利用日益增长的海量数

据不断优化平台服务ꎬ 提升用户体验ꎬ 进而锁定和吸引更多用户ꎮ
随着用户规模增长ꎬ 基于数字平台核心服务的双边市场日趋成型ꎬ 平台服务快速增长与资本盈

利能力孱弱之间开始形成鲜明反差ꎮ 在资本市场压力下ꎬ 互联网资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盈利模式创

新中ꎬ 逐步发现沉淀的海量数据除了满足平台服务持续改进的原料之需ꎬ 源源不断形成的 “行为数

据剩余” 就是一座座 “富矿”ꎬ 蕴藏着极大的商业价值ꎮ 于是ꎬ 互联网资本借力大数据、 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科技ꎬ 不断开发和升级数字机器ꎬ 对其独享的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加工ꎬ 形成了

功能各异、 五花八门的数据产品或服务ꎮ
其中ꎬ 谷歌的关键词广告 (Ａｄｗｏｒｄｓ) 获得市场成功ꎬ 开启数据产品商品化之先河ꎬ 极大地激发了

资本的 “数据淘金” 热情ꎮ 此后ꎬ 基于数据采集、 处理和分析的数字产品生产和交易ꎬ 成为当代资本

主义价值运动新图景ꎮ 正如尼克斯尔尼赛克所言: “面对制造业盈利能力的长期衰退ꎬ 资本主义开始

把数据的开发利用视作应对制造业停滞挑战、 维持经济增长和恢复经济活力的新支柱ꎮ”④

４. 数据商品的具体形态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数据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直接发轫于数据价值的发掘和应用ꎬ 并主

要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人的需要ꎮ 从目前来看ꎬ 根据哈尔Ｒ 范里安的研究⑤ꎬ 如表

２ 所示ꎬ 滥觞于大数据应用的数据商品生产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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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趋势分析与预测产品ꎮ “人工智能新浪潮实际上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智能ꎬ 它带来的是智能

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预测ꎮ”① 即通过对人类生产生活历史记录进行数据挖掘分析ꎬ 生成尚未掌

握的信息ꎬ 以知往 “见” 来ꎬ 不断满足人们应对未来的确定性偏好ꎮ 近年来ꎬ 数据驱动的预测分析

技术发展迅猛ꎬ 形成的预测产品正在变成一股席卷所有行业的商业化浪潮ꎮ 其中ꎬ 所谓的行业洞察、
设备故障预测、 欺诈甄别等ꎬ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库存管理、 信用评级、 盗刷检测、 健康保险和社会

治理等各个领域ꎮ

表 ２　 数据商品的生产过程和具体形态

价值化对象 数字劳动 数字机器 具体形态

行为或趋势预测 趋势分析 机器识别 预测产品

市场供需的匹配 用户画像 算法推荐 精准匹配

人机反应的变化 Ａ / Ｂ 测试 算法优化 流程优化

交易集合的拓展 合约设计 算法管理 智能合约

二是用户画像和精准匹配服务ꎮ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在数字机器生产下ꎬ 基于用户数

据的偏好识别和算法推荐ꎬ 极大地促进了产品和偏好的多维度匹配ꎮ 于是ꎬ 匹配作为一种新的服务

形态ꎬ 自然成为市场主体赢得竞争优势、 获取超额利润的新途径ꎮ 在实践中ꎬ 无论是谷歌、 脸书的

定向广告推送ꎬ 还是优步、 跑腿兔等的智能派单ꎬ 无论是丘比特等的在线约会服务ꎬ 还是亚马逊、
声破天、 网飞和领英等的个性化推荐ꎬ 本质上都是靠提供某种最佳匹配服务而获得市场成功的ꎮ 并

且ꎬ 从市场演化的长期趋势看ꎬ “匹配将变成一种基本服务ꎬ 一种市场本应提供的基本功能”②ꎮ
三是 Ａ / Ｂ 测试与流程优化服务ꎮ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虚拟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生产生活

的新场域ꎮ 从认识论角度看ꎬ 虚拟网络空间就是一个绝佳的自然实验场所ꎬ 通过 Ａ / Ｂ 测试的随机配

对试验ꎬ 可以实时监测平台界面调整给用户体验带来的变化ꎮ 在平台经济衍生的新业态中ꎬ 旨在提

升用户关注度的所谓 “优化服务”ꎬ 如搜索引擎结果排名、 社交媒体信息推送和网络广告投放设计

等ꎬ 从根本上讲ꎬ 都是通过数字化应用场景试验ꎬ 来提供最佳 “钓愚” 配方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随着

物联网的普及完善和工业 ４ ０ 的深入发展ꎬ 数字网络空间与现实物理空间不断融合ꎬ 人与机、 人与

物、 物与物之间的即时交互日益便捷和频繁ꎬ 基于 Ａ / Ｂ 测试的生产运营流程动态优化ꎬ 也必将在能

耗管理、 智能排产、 库存管理和供应链协同等方面深入推进工业大数据的价值挖掘ꎮ
四是算法管理与智能合约服务ꎮ 长期以来ꎬ 人类生产生活的可契约性及其合约绩效饱受信息不

完全的实践困扰ꎮ 其中ꎬ 契约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逆向选择ꎬ 履约行为不可证实性容易引发道德风

险ꎮ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人们经济社会活动的全面量化ꎬ 可以消解信息不对称 ꎬ 契约执行

的不可证实性状况能够得以改观ꎮ 于是ꎬ 数据驱动的算法管理促进了活动自动化和场景自动化ꎬ 极

大地拓展了人类交易活动的市场空间ꎮ 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看ꎬ 近年来互联网广告业发展迅速ꎬ 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程序化广告定价模式创新ꎮ 从每千人成本 (ＣＰＭ)、 每点击成本 (ＣＰＣ) 直到每交

易成本 (ＣＰＡ)ꎬ 都离不开谷歌分析等对用户在线行为的数据提取和分析ꎮ 进一步地ꎬ 随着人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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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深入发展ꎬ 运用增强现实等数字虚拟技术ꎬ 诱导用户进行真实场景消费体验ꎬ 基于每次实地

光顾成本 (ＣＰＶ) 的场景化营销已经成为现实ꎮ
５. 数据商品的价值实现

不同于传统物质商品ꎬ 也有别于一般信息产品ꎬ 数据商品总体上归属于生产性服务类产品ꎮ 数

据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消费具有产消同一性ꎬ 商品流通过程自然消融于商品生产过程ꎮ 从资本价

值运动看ꎬ 数据商品的价值生产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融为一体ꎬ 其资本循环中商品资本也就不再以

相对独立形态而存在ꎮ
正是由于数据商品产消同一的显著特征ꎬ 这客观上容易产生一种价值运动假象ꎬ 即在平台经济

双边市场中ꎬ 数字平台自身并没有进行任何价值创造ꎬ 其资本盈利主要来自 “坐地收租”ꎮ 对此ꎬ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洞悉数据商品价值运动的特殊性ꎬ 以至于断言ꎬ 当下互联网平台企业获

取的丰厚利润本质上是一种租金收入ꎬ 只是参与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分割而已①ꎮ
鉴于此ꎬ 准确把握数据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新变化新特点ꎬ 科学揭示数据垄断资本主义价值运

动的实践逻辑ꎬ 就有必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ꎬ 进一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数据价值链的整体图景ꎬ
深入探寻其资本增殖所蕴藏的物化劳动新形态新表征ꎮ

二、 数字劳动: 数据垄断资本主义价值创造的新源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ꎬ 活劳动是商品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ꎮ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ꎬ 雇佣劳动

是资本吸纳劳动实现自我增殖的主要形式ꎮ 进入认知资本主义阶段ꎬ 资本对 “一般智力” 的普遍攫

取ꎬ 极大地拓展了资本主义劳动物化的价值空间ꎮ 迈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因大众数字化生存

应运而生的各种数字劳动ꎬ 正成为资本竞相捕获的 “新宠”ꎮ 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逻辑看ꎬ 数字

劳动的普遍物化ꎬ 构成了数据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价值创造的新源泉ꎮ
１. 数据作为 “原料” 中的数字劳动

从数据产品生产的劳动对象看ꎬ 数据究竟是一种类似自然资源的 “新石油”ꎬ 还是本身含有劳

动耗费的 “新原料”? 这不仅仅是关乎数据经济价值的实践问题ꎬ 更是触及资本逻辑下用户活动性

质和作用ꎬ 以及是否存在劳动异化和剥削的理论命题②ꎮ
在笔者看来ꎬ 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审视数据的劳动对象属性ꎬ 既不能简单地认同 “用户上网即

免费劳动” 的理论主张③ꎬ 一味地淡化数字化时代生产和消费的区别ꎻ 也不能笼统地默认 “数据 ＝

新石油” 的相关论调ꎬ 无视当下平台经济中活跃用户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进而言之ꎬ 科学把

握数据的劳动对象属性ꎬ 需要进一步结合现实中的数据来源加以具体分析ꎮ
首先ꎬ 伴随人类生产生活数字化程度的日益提高ꎬ 从服务互联网到万物皆连的物联网ꎬ “我们

正在进入一个普适记录的时代”④ꎮ 无论是线上的数字阅读、 浏览、 收听、 闲聊、 网络游戏ꎬ 还是线

下的衣食住行等活动ꎬ 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下自动生成的数字足迹ꎬ 是人们日常生活的 “副产

品”ꎮ 数字平台利用网络日志技术和数字感知技术进行无征求数据抓取ꎬ 形成的海量数据并无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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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的直接参与ꎮ 因此ꎬ 这些交易数据、 浏览数据和传感数据的数据生成ꎬ 不能被视作一种劳动ꎬ
更谈不上是某种新形态的生产性劳动ꎮ

在数据商品生产中ꎬ 针对上述观察数据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ｔａ) 的挖掘分析ꎬ 类似于传统采掘业对自

然资源的开采利用ꎮ 从数据交易定价看ꎬ 除了数据收集、 清洗和处理需要一定的劳动耗费外ꎬ 数据

资源价格主要取决于数据要素市场供求状况ꎮ 进一步地ꎬ 在此类数据的资本剥夺性占有中ꎬ 需要关

注和讨论的并非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用户 “免费劳动” 和 “数字奴役” 等劳资关系问题ꎬ 而应该

是大众生命政治议题下个人隐私权和数据人格尊严何以不受资本逐利的肆意侵犯ꎮ
其次ꎬ 在平台经济发展中ꎬ 数字内容发布、 网页创建、 点赞、 转发、 评分和评论等用户生成内

容 (ＵＧＣ)ꎬ 在满足人们信息分享、 知识交流和人际交往需要的同时ꎬ 形成的海量数据精准地反映

了其内在偏好、 消费兴趣和行为模式ꎮ 相比于大众数字化生存自然留下的数字足迹ꎬ 此类交互数据

的产生不仅需要耗费用户相当时间ꎬ 而且其在线活动的目的性和创造性也体现得最为显著ꎮ 从本质

上讲ꎬ 用户生成内容是 “一般智力” 在虚拟网络空间的普遍物化ꎮ 因此ꎬ 归结起来ꎬ 用户生成内容

过程就是一种典型的数字劳动ꎮ
进一步地ꎬ 在对这些自愿贡献数据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ｅｄ ｄａｔａ) 的剥夺性占有中ꎬ 资本竭力宣扬数字网

络空间中的社区构建和用户权力ꎬ 来遮蔽其对数字劳动的实质性吸纳ꎮ 譬如ꎬ 互联网中网页导入链

接的数量和质量是谷歌网页搜索排名得以建立的关键指标ꎬ 而每一个网页链接的背后都凝结着网民

的免费劳动ꎮ 网页链接的庞大集合ꎬ 自然物化了不容忽略的数字劳动耗费ꎮ 脸书坐拥的关键资

产——— “社交图谱” 源自数十亿用户在虚拟社交空间的自我表达和人际互动ꎮ 大众点评、 猫途鹰等

点评网站的市场成功无疑受益于活跃用户的群智贡献ꎮ
最后ꎬ 从数据的使用价值看ꎬ “颗粒化” 的个体数据并无实际应用价值ꎮ 泛在连接下形成和积

淀的海量数据ꎬ 无论是数字足迹还是用户生成内容ꎬ 都需要经过收集、 清洗和整理ꎮ 并且ꎬ 这些原

始数据经过初步加工后形成的衍生数据 (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ｄａｔａ)ꎬ 反映了目标客户等某类人群或对象的总体

特征、 基本态势和统计学分布ꎮ 从数据应用看ꎬ 这些衍生数据主要充当 “中间产品”ꎬ 经过数字机

器进一步的深加工ꎬ 才得以形成功能各异的数据产品或服务ꎮ 大体上ꎬ 这些充当半成品的数据集ꎬ
将颇具专业性的数字劳动对象化了ꎬ 因而成为数据作为 “新原料” 价值形成的重要环节ꎮ

在实践中ꎬ 基于用户消费历史和社交图谱等方面的数据整合和统计关联而产生的社会信用评分ꎬ
已日益广泛地应用于消费金融、 小额信贷等信用查询服务ꎮ 同时ꎬ 随着智能穿戴和智能传感器等的

普及应用ꎬ 资本开启了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全方位信息采集ꎬ 经 “二次加工” 形成的行为模式、 能耗

统计和健康风险指数等有用信息ꎬ 为智能经济新业态新服务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ꎮ 而谷

歌发掘的搜索热词ꎬ 则在其关键词广告中直接被作为数据产品来竞价出售ꎮ
２. 数字机器制造中的数字劳动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ꎬ 就是固定资本智能化过程中数字机

器的出场ꎮ 以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机器ꎬ 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加工ꎬ 形成的数据产品或服务ꎬ
正推动着人工智能在人类生产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ꎮ 从资本构成看ꎬ 数字机器就是数据商品生产的

固定资本ꎬ 脱胎于数字化时代人类 “一般智力” 的生产力转化和普遍利用①ꎮ 从数字机器自身生产

看ꎬ 其价值形成也来源于数字劳动的物化ꎬ 并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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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专门从事算法开发和算法优化的复杂劳动投入ꎮ “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属于当代最需要创造

力、 最复杂的人类劳动之一ꎮ”① 不同于传统的软件开发等知识型劳动ꎬ 此类劳动创造片刻离不开海

量数据的生产条件支持ꎬ 因而应该被视作雇佣制下的数字劳动ꎮ 二是在智能算法开发和算力提升中

用于人工训练的海量数据ꎬ 特别是自愿贡献数据和衍生数据ꎬ 作为数字机器的 “燃料”ꎬ 不言而喻

包含相当可观的数字劳动耗费ꎮ 三是在弱人工智能阶段ꎬ 机器深度学习还需要数据标注等人工协作ꎬ
才能实现图片、 视频等数字内容的精确识别和细分归类ꎮ 目前来看ꎬ “所有人工智能的运作都依赖

人工的语义指派ꎬ 可以说ꎬ 有多少 ‘人工’ꎬ 就有多少智能”②ꎮ 亚马逊劳务外包平台 “土耳其机器

人” 活跃着 ５０ 万注册用户ꎮ 这些主要来自美国和印度的数字劳工ꎬ 对数据进行手工输入、 分类和标

注ꎮ 更有甚者ꎬ 谷歌验证码 (ｒｅＣＡＰＴＣＨＡ) 将那些无法被光学文字辨识技术识别的字母显示在验证

码中ꎬ 让用户在回答问题时用人脑加以识别ꎮ 因此ꎬ 谷歌验证码不仅是一个人机验证程序ꎬ 更是一

个数字劳动平台③ꎮ
３. 数据商品产消中的数字劳动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ꎬ 智能机器人取代劳动力的潮流势不可挡ꎮ 从表面上看ꎬ 在数据

商品生产中ꎬ 资本的自我价值增殖在数字机器助力下ꎬ 似乎不再需要费尽心机实现对劳动的控制和

剥削ꎮ 但实际上ꎬ 近年来平台经济发展实践表明ꎬ 在数据商品产消过程中ꎬ 人类劳动不仅没有消失ꎬ
反而显得越发重要ꎬ 只不过是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因现代数字科技应用而被重新形塑而已ꎮ

首先ꎬ 虚拟网络空间生产中的数字劳动ꎮ 在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ꎬ 机器厂房、 生产流水线、
办公场所等所构筑的现实物理空间ꎬ 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场域ꎮ 进而ꎬ 资本价值运动赖

以进行的空间生产ꎬ 主要是资本家通过不变资本投资来实现的ꎬ 基本上与普通劳动者无涉ꎮ 进入数

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虚拟网络空间成为资本攫取 “一般智力” 和进行数据商品生产流通的新场

域ꎮ 不同于以往的资本空间生产ꎬ 虚拟网络空间的形成和维系ꎬ 一方面ꎬ 自然需要平台基础网络架

构、 用户界面设计、 平台生态系统维护等方面的专业化劳动投入ꎻ 另一方面ꎬ 更是须臾离不开众多

注册用户的平台接入与积极参与ꎮ
平台经济实践表明ꎬ 一旦不能持续地通过用户网络效应积聚足够的用户流量ꎬ 虚拟网络空间就

迅速蜕化成为 “数字空壳” 即僵尸平台ꎬ 谈不上资本通过数据的剥夺性占有来实现自我增殖ꎮ 在这

方面ꎬ 对于依靠用户生成内容来构筑平台生态圈的资本而言ꎬ 体现得尤为明显ꎮ 譬如ꎬ 脸书用来精

准投放互联网广告的虚拟空间———脸书 “主页”ꎬ 就是数以亿计活跃用户精心营造和维护的劳动结

果ꎮ 同时ꎬ 社交媒体还以网络众包的形式间接雇佣大量 “内容审核员”ꎬ 来审核和甄别不合规的数

字内容④ꎮ 这些退居幕后、 隐蔽的数字劳动ꎬ 实际上通过维护网络空间秩序ꎬ 直接参与了资本虚拟

网络空间的再生产ꎮ 此外ꎬ 数字平台在线用户虚拟社区的形成ꎬ 也遵循了同样的资本空间生产逻辑ꎮ
因此ꎬ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ꎬ 数字劳动作为价值创造的新源泉ꎬ 不仅体

现在数据产品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中ꎬ 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虚拟网络空间的形成和维系ꎬ 也凝结了海

量的数字劳动ꎮ
其次ꎬ 数据商品生产中的数字劳动ꎮ 一方面ꎬ 在目前弱人工智能阶段ꎬ 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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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并不能包揽一切ꎬ 实现机器对劳动的彻底替代ꎮ 实际上ꎬ 数据商品生产中还存在大量人工智能难

以处理的数字化任务ꎬ 需要人类的认知干预和劳动协作ꎮ 这类数字劳动在互联网资本的刻意 “包
装” 下ꎬ 通常被 “美化” 成只是数字机器代码的一个片段而已ꎬ 因而被美其名曰 “人工的人工智

能”①ꎮ 譬如ꎬ 为不断优化其网页排名算法ꎬ 谷歌以隐秘外包方式间接雇用了近万名质量评分员ꎬ 人

工评估网页搜索自然结果的相关性ꎮ 另一方面ꎬ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生产和消费的边界日

趋模糊ꎮ 生产性消费 (ｐｒｏ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一个显著特征②ꎮ 其中ꎬ 在提供

匹配服务的零工经济中ꎬ 用户收发查核订单信息、 进行网约服务评价等 “键盘上的劳动”ꎬ 虽寥寥

数秒就可完成ꎬ 但需要持续的注意力投入ꎬ 自然也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数字劳动ꎮ 而谷歌、 脸书等广

告型平台中ꎬ 在线用户点击广告的 “受众劳动”ꎬ 本质上是发生于虚拟网络空间的 “运输劳动”ꎬ 有

助于待售商品的使用价值加速向潜在消费者的位置转移ꎮ 因而ꎬ 在以提供定向广告服务的数据商品

价值运动中ꎬ 众多活跃用户不仅是海量数据的生产者ꎬ 而且也以自身的 “受众劳动” 促进了数据商

品产消同一的最终实现ꎮ

三、 数据资本: 数据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新途径

马克思指出: “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ꎬ 或者说ꎬ 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ꎬ 叫做资本积

累ꎮ”③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ꎬ 以产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ꎬ 推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

相对人口过剩ꎮ 迈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ꎬ 数据的资本化促使资本积累呈现出引人瞩目的新变

化新趋势ꎬ 进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ꎮ
１. “数据殖民” 与数据资本原始积累

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ꎬ 资本利用数字平台和各种应用程序ꎬ 竭力抓取人类生产生活信息并将

其转化为数据ꎮ 数据的资本剥夺性占有ꎬ 本质上就是一种 “数据殖民”④ꎮ 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看ꎬ
历史意义上的殖民充斥着骇人的血腥和暴力ꎮ 相比之下ꎬ “数据殖民” 利用意识形态正面叙事ꎬ 美

化、 “自然化” 资本对数据资源的攫取和占有ꎬ 从而在大众不经意间进行数据资本的原始积累ꎮ
首先ꎬ 资本在平台革命助力下ꎬ 不遗余力地鼓吹虚拟网络空间 “连接” “个性化” 等社会功用ꎬ

进而在对 “用户体验” 的渲染烘托中ꎬ 遮蔽其无偿攫取海量数据经济价值的资本逻辑ꎮ 其次ꎬ 资本

公开宣称数据就是数字经济的 “新石油”ꎬ 如同自然资源一样 “就在那里”ꎬ 全然不提ꎬ 甚至断然否

认数据资源形成中数字劳动的贡献ꎮ 再次ꎬ 面对数据商业化的民众质疑ꎬ 资本常常借交易自由、 等

价交换之名ꎬ 为自身信息收集和数据攫取行为进行正当性辩护ꎮ 在资本看来ꎬ 既然用户享受着免费

数字服务ꎬ 其在线体验留下的数字足迹ꎬ 经由数字平台收集并归其所有ꎬ 似乎理所当然ꎮ 于是ꎬ 互

联网资本公开宣扬并广为流传的经营教义ꎬ 就是 “如果服务是免费的ꎬ 那么你就是产品”ꎮ 最后ꎬ
资本通过舆论造势蓄意借 “创新” 之名从事数据资源占用和开采ꎬ 以规避政府的数据规制ꎮ 在 “无
问许可ꎬ 只求原谅” 的商业哲学下ꎬ 当下资本对人类生产生活的数据提取和价值挖掘ꎬ 因政府规制

滞后而变得愈发肆无忌惮ꎮ 由此ꎬ 从上述意义上讲ꎬ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ꎬ 数据不是资源ꎬ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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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建构①ꎬ 其背后体现的是数字化时代资本逻辑对人类经济社会秩序的形塑ꎮ
２. 平台竞争与数据资本积累的现实路径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ꎬ 针对数据资源的 “你争我夺”ꎬ 成为资本积累中市场竞争的新

景观ꎮ 在 “先增长后盈利” 市场模式下ꎬ 通过数字平台在短时间内采集和占有尽可能多的数据资

源ꎬ 为积累数据而攫取数据ꎬ 成为资本追逐的首要目标ꎮ 总体上看ꎬ 资本积累中的平台竞争ꎬ 根本

重塑了资本价值运动的市场逻辑和实践场域ꎮ
首先ꎬ 以互联网资本为代表的垄断资本竞相打造平台经济生态圈ꎬ 以竭力构筑独享的数据流和

数据池ꎮ 同时ꎬ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向物理世界的延伸ꎬ 这种基于平台竞争的数据争夺ꎬ 正从活跃着

亿万用户的在线世界进一步拓展到线下人类生产生活的周遭世界ꎮ 于是ꎬ 本应无界、 共享的数字网

络空间ꎬ 蜕变成为一个偌大的 “数据采掘厂”ꎬ 少数掌握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头相互角逐ꎬ 平台封闭

形成事实上群雄并起的 “数据领地” 新格局ꎮ
其次ꎬ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ꎬ 以互联网资本为代表的资本集中不再主要围绕产品或服

务市场扩张来进行ꎬ 而是聚焦于数据占有ꎬ 以 “数据领地” 扩张为目标ꎬ 甚至不惜以超高溢价大肆

进行早期收购和跨界并购ꎮ 譬如ꎬ 谷歌 ２００６ 年以 １６ ５ 亿美元收购了油管网ꎬ ２０１４ 年以 ３２ 亿美元收

购智能家居公司———筑巢实验室 (ＮｅｓｔＬａｂｓ)ꎮ 脸书 ２０１２ 年用 ７ １５ 亿美元收购了 １３ 名员工的照片

墙ꎬ ２０１４ 年又以 １９０ 亿美元收购了仅有 ５５ 名员工的瓦次普 (ＷｈａｔＡｐｐｓ)ꎮ 微软 ２０１６ 年以 ２６２ 亿美

元ꎬ 超 ５０％溢价收购领英ꎮ 亚马逊 ２０１７ 年以 １３７ 亿美元收购美国全食超市ꎮ 毋庸置疑ꎬ 掌握数字平

台的科技巨头以牺牲一时的现金流为代价ꎬ 换回极具聚合效应的全链路数据流ꎮ 其结果ꎬ “数据驱

动型并购导致了大量数据的积累ꎬ 令并购后的实体获取他人无法逾越的竞争优势”②ꎮ
３. 算法权力与数据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看ꎬ 财富占有的极端不平等ꎬ 自然造就了资本权力的日益膨胀ꎬ 进而为

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ꎬ 以及资本逻辑对经济社会的形塑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进入数据垄断资本主义

新阶段ꎬ 因人工智能应运而生的算法权力③ꎬ 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权力交织融合ꎬ 加剧并催生出新

的不平等劳资关系ꎬ 进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产生史无前例的冲击和重塑ꎮ
首先ꎬ 在数据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ꎬ 财富积累主要体现为资本对数据资源的提取和占有ꎮ 传统

意义上基于财富占有的资本权力ꎬ 演化成为数据垄断衍生出的算法权力ꎮ 从权力影响看ꎬ 算法权力

不仅复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资地位的不平等ꎬ 而且伴随着平台垄断日趋走强ꎬ 数据资源占有

的极端极化ꎬ 必然将阶级关系中的经济不平等推高至前所未有的程度ꎮ
其次ꎬ 随着数据挖掘分析技术的日益成熟和普遍应用ꎬ 数据驱动的认知模式和实践建构ꎬ 形成

人类了解世界、 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新途径ꎮ “让数据说话、 凭数据决策”ꎬ 正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中优

化资源配置、 改善生活福祉以及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的认识论基础ꎮ 如此一来ꎬ 从知识权力意义上讲ꎬ
谁掌握了 (更多) 数据ꎬ 谁就拥有 (更多) 话语权ꎮ 当然ꎬ 这种源自知识建构的算法权力ꎬ 撇开经

济社会特殊经济形式去考察ꎬ 并不必然有悖于人类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的改造ꎮ 但问题在于ꎬ 在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下ꎬ 这种极端集中的算法权力正被资本逻辑所控制和利用ꎮ 在探索未知世界中ꎬ 资本

利益凌驾于人类普遍利益之上ꎬ 算法权力对人类知识文明进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ꎮ 当下热议的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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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数学杀伤性武器”① 的算法偏见或算法歧视ꎬ 姑且不谈文化、 种族等因素的影响ꎬ 很大程度上

就是数字化时代资本利益至上结出的实践恶果ꎮ
最后ꎬ 在数据垄断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ꎬ 针对人类行为的预测成为主要交易对象ꎮ 为了提高预

测产品的质量 (即降低人类行为预测偏差)ꎬ 掌握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头已经不再满足于对海量数据

挖掘分析ꎬ 而是进一步利用算法管理ꎬ 精心构筑信息茧房和场景预设ꎬ 企图操控大众行为 “按资本

意愿行事”ꎮ 算法权力从日常监视到行为操控的升级ꎬ 意味着空前规模的数字监视不仅使大众日常

活动无所遁形ꎬ 个体的 “私密空间” 正被 “巨头们” 肆意侵入ꎬ 而且公民自由选择等人类基本价值

正在被资本蚕食ꎮ 其结果是ꎬ “无数人的个人生活被圈在一个固定的小天地里ꎬ 看个性化推荐的新

闻ꎬ 阅读个性化定制的消费指南ꎬ 他们感觉很舒服ꎬ 事实上ꎬ 我们出让的数据正在成为我们的电子

脚镣和枷锁”②ꎮ
更需警惕的是ꎬ 算法权力与政治的合谋形成新的 “技术理性霸权”ꎬ 在缺乏有效监督制衡的情况下ꎬ

正使得当代资本主义面临滑向 “数字暴政” 的潜在威胁ꎮ 譬如ꎬ 脸书、 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都曾被指控

有意过滤或操纵信息ꎬ 以突出或弱化某些政治观点、 议题或人物ꎮ 于是ꎬ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ꎬ 一直以来被

资产阶级宣扬的 “自由、 平等、 民主” 等资本主义价值观ꎬ 正在数据资本积累 “狂欢” 中不断被证否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正遭遇自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秩序危机ꎮ

四、 结　 语

习近平指出: “时代在变化ꎬ 社会在发展ꎬ 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ꎮ”③ 当代资

本主义价值运动新变化提出的新课题ꎬ 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ꎬ
深化对数据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本质的规律性认识ꎬ 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开辟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崭新境界ꎻ 同时ꎬ 积极汲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据资本化的经验教训ꎬ 在规则建构上探索适

合中国国情和数字经济发展实际的数据资产化路径ꎮ
１. 本文的主要结论

不言而喻ꎬ 数字化生存引发的 “数据大爆炸” 正在引发经济和社会巨变ꎮ 在平台革命的推动

下ꎬ 当代资本主义正加速迈进数据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ꎮ 在数字网络技术的加持下ꎬ 人类生产生活

经验不断被数据化和价值化ꎬ 数据成为资本竞相掠夺的目标资源ꎮ 进一步讲ꎬ 数据商品生产中数字

机器的出场ꎬ 并没有终结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ꎮ 相反ꎬ 平台经济催生的数字劳动ꎬ 成为数据垄

断资本主义价值创造的新源泉ꎮ 但是ꎬ 一方面ꎬ 当下大众的 “数据生产者” 身份还尚未得到制度性

认可ꎻ 另一方面ꎬ 平台经济发展中数字劳动 “不稳定化” 和 “数字泰勒主义” 的兴起ꎬ 促使数字劳

工深陷 “数字奴役”ꎬ 加深了资本剥削和劳资对立ꎮ 从资本积累看ꎬ 数据的资本化不仅催生 “数据

殖民” 和 “数据监视”ꎬ 而且基于数据垄断的算法权力极端集中ꎬ 正使得人类生产生活迈向 “数文

明”④ 遭遇严峻挑战ꎮ
２. 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启示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全球数据总量预计将达到 ４４ 个 ＺＢꎬ 中国数据总量全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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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接近 ２０％ ①ꎮ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ꎬ 特别是 ５Ｇ、 工业互联网和区块链的深入发展ꎬ 数据作为最具时

代特征新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突出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ꎬ 健全劳动、 资本、 土地、 知

识、 技术、 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 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ꎮ 这一重大政策落地必

将重塑数据的 “生产关系”ꎬ 发掘和释放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ꎬ 加速推进中国由数据资源大国迈向

数据资产大国的实践进程ꎮ
首先ꎬ 建立以数据确权为前提的数据生产管理体制机制ꎮ 明确数据权属是数据市场化的前提ꎬ

自然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产权依据ꎮ 目前ꎬ 数据在法律上尚未被赋予资产属性ꎬ 数据所

有权、 使用权、 管理权和交易权等没有被相关法律充分认同和明确界定②ꎮ 从数据生产流通全过程

看ꎬ 数据价值的挖掘与实现ꎬ 离不开数据生产者、 数据收集者、 数据分析者和数据使用者的协同参

与ꎮ 因此ꎬ 利用我国的数据规模优势ꎬ 充分释放数据红利ꎬ 迫切需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数字经济发展

实际ꎬ 兼顾数据效率与数据正义ꎬ 加快构建以数据确权为前提、 数据估值为关键和数据交易为基础

的生产管理体制机制ꎬ 以不断推动我国数据资源集成、 数据产品开发和数据资产管理的高质量发展ꎮ
其次ꎬ 重视和加强数字劳动权益保护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ꎮ 近年来ꎬ 国内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ꎬ

为中国充分挖掘人口红利ꎬ 实现更充分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但在 “有劳动关系无劳动合同” 的制

度安排下ꎬ 被灵活雇佣的数字劳动者也同样遭遇工作收入不稳定的现实挑战ꎮ 当务之急ꎬ 是以构建

平台型企业和谐劳动关系为突破口ꎬ 厘清利益相关方在数字劳动权益保护中的义务与责任ꎬ 不断促

进我国数字经济就业公平和数字劳动者体面就业ꎮ
最后ꎬ 构建和完善兼顾鼓励创新和维护公平的数据规制体系ꎮ 基于数据驱动的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ꎬ 给原有的经济治理和政府监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借鉴欧美数据规制的有益经验ꎬ 积

极构筑符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际的数据规制体系ꎬ 促进数据采集、 使用、 共享的安全、 公平和高

效ꎬ 已经刻不容缓ꎮ 其中ꎬ 在统筹数据开放和保护的制度供给上ꎬ 既要坚持根治数据过度采集滥用、
数据孤岛、 非法交易、 用户数据泄露等行业痼疾ꎬ 又要着力避免企业合规成本过高而抑制新业态和

新产品的创新ꎻ 在算法治理的制度创新上ꎬ 探索算法审查和算法问责的监管模式ꎬ 消除算法偏见ꎬ
促进算法 “透明可释”ꎬ 引导算法科技向善ꎻ 在数据市场竞争监管上ꎬ 密切追踪国外反数据垄断的

有益经验和成熟做法ꎬ 不断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ꎬ 努力实现提升市场领先型平台全球竞争力与

拓展初创企业成长空间的动态平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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