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互生经济学研究院成立7年多来，一直秉承
“以人民利益为首、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企业发展
为本、以社会和谐为主”的原则和宗旨，不遗余力
地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作贡献，先后获得了“影
响中国品牌50强”“中国商业模式创新奖”“新时
代中国经济创新企业”等20余项殊荣。作为国家
分享经济的创新实践和实施平台，互生系统平台
在合理引导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就业、完善社保、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起到了畅通经济循环急
先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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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敏

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在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

口，有一个关系大局的问题需要全社

会去努力，需要全体人民去奋斗，那

就是千方百计把制造业搞上去，把实

体经济搞上去，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强大保障和奋进力量。

北京互生经济学研究院成立7

年多来，一直秉承“以人民利益为首、

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企业发展为本、

以社会和谐为主”的原则和宗旨，不

遗余力地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作贡

献，先后获得了“影响中国品牌50

强”“中国商业模式创新奖”“新时代

中国经济创新企业”等 20 余项殊

荣。北京互生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互生经济学》著作人何开秀也先后

获评“中国品牌创新人物”“2016推

动中国产业经济发展十大创新人物”

“中国经济十大新闻人物”“中国杰出

女企业家”等诸多荣誉。作为国家分

享经济的创新实践和实施平台，互生

系统平台在合理引导消费、扩大内

需、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

配结构等方面起到了畅通经济循环

急先锋的作用。

搭建惠民平台
促进分享经济

北京互生经济学研究院创建的

互生系统平台，是以《互生经济学》的

解决原理为基础建立的互联网平台，

是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进行买卖双方

的资源整合，使相互依赖的买卖双方

在“互生规则”下交互，实现“互利共

赢”，再通过“互生技术”把消费资源

和企业资源进行格式化整合，形成消

费资本力量，用消费资本的延伸应用

来实现各种社会资源之间互惠互利

的循环经济形态。经过多年理论实

践、系统研发、体系建设以及试运营，

该平台正在面向社会进行推广。

在卓有成效的实践中，北京互生

经济学研究院又推出了《县域经济可

持续发展十二解》《社区物业管理升

级与服务业个性融合发展新路径》

《探寻新时代社会公共福利支撑点》

等理论著作。

互生系统平台把互生的商业模

式、盈利模式、分配模式、管理模式、

运营模式都格式化地镶嵌在系统里，

通过互联网实现数据中心管理与终

端服务，实现“资源整合，互利共

赢”。平台既不改变企业的经营模

式，也不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只

是运用互生系统将企业与消费者联

结在一起，建立一个新型的、循环的、

互生互利的、相生相连的、相互依存

的经济发展新模式，让企业的发展与

消费者的收益成为一体化的互利共

享体系，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转换成

一种新的消费生产力，拉动经济持续

良性发展。平台在做大市场、提升购

买力、实现企业持续发展的同时，突

破利益的分配格局，让消费也能参与

企业盈利分配，改善企业与消费者的

关系，最终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形成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

个人利益、公众利益、企业利益、国家

利益的全面互利。

何开秀认为，有效拉动内需是经

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对当前中国经济

的意义更是非同一般。内需问题，实

际上触及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消

费乏力的“根子”在增收不足，而普遍

意义的增收，本质在于要建立一个公

平公正的分配体系。因此，有效、长

效地拉动内需，盘活内需市场，绝不

是一朝一夕的阶段性发展策略，而应

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

长久之计。

《人民日报·民生周刊》曾这样评

价北京互生经济学研究院：“互生不

只是一个企业、一个商业模式，更为

国家探索建立新常态下良性循环经

济体制提供了社会解决方案和经济

新路径。”

落地五大体系
带动创业就业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促进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从发

展的方面来说，促进平台经济发展对

于拉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国际

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从高质量发展

的角度看，一个是创新，另一个就是

规范秩序。

互生系统提供技术支持的和睦

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农创

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正道品牌

运营股份有限公司在五大项目运营

体系中提供了非常多的创业空间，

能够有力地促进创业并带动就业。

农创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推

出的“一乡一品品牌运营商项目计

划”，旨在解决“三农”问题，面向4万

个乡镇，提供规范、有序、有活力的一

乡一品地方品牌打造与技术支持，拓

展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其中包

括4万个一乡一品品牌运营商，也即

提供4万个创业机会和创业空间。

运营商在扶持当地品牌企业发展的

同时，又延伸出大量的代理商、分销

商、分享商，拓展了创业就业领域，增

加了创业就业机会，人人都可参与。

正道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推

出了厂家直供渠道，旨在帮助企业快

速搭建可溯源的代理、分销、分享新

模式，建立可溯源的正道品牌渠道运

营管理体系，为品牌企业保驾护航。

每个城市的运营体系就是一个大的

项目，在扶持每一个企业的同时，植

入了代理、分销和分享，品牌产品代

理是一个城市一个，但分销可以遍布

社区、遍布街道，甚至遍布乡镇，而分

享则可以遍布到每一个愿意销售的

工作人员，人人都可参与。

和睦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社区服务项目，面向8万个社

区，致力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转型服

务，为物业管理公司提供升级服务，

为社区居民提供创业就业机会，发展

周边服务业产业链，推进社区物业管

理全面升级。8万个社区服务站是

一个很大的就业空间，家政业、休闲、

娱乐等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服务，

都可以做成专项服务项目，借助系统

服务百姓。在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

同时，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服务业中实

现创业就业，自由择业，各展所长，各

取所需，只要付出劳动就有钱赚，就

实现了就业。

项目库体系在全国按334个城

市每个城市设一个专业的城市网点

公司，可以提供很多创业机会和就业

岗位，所有人都可以到项目库中寻找

适合的项目进行创业。五大项目体

系为整个社会的创业就业打开了门

路，并且都是低成本、无风险的项目，

提供了无限的创业就业共享空间、互

动空间，面广、类全，全民都可参与，

可以充分保证社会的创业就业机会，

这是前所未有的。每个项目都易于

操作，既有针对性很强的理论指导，

又有解决方案的技术支持，还有标准

化的操作指导手册，人人都可以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来对接应用。

比如，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的

“一元爱心之家”，参与互生项目体系

后，影响力得到迅速提升。该社会组

织以“为政府分忧、帮百姓解困、让自

己成长”为宗旨，充分发挥“扶贫帮

困、救急解难”的社会服务功能，着力

解决边远山区留守老人理发难问题，

在新昌县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设立

“爱心服务站”，为60岁以上老人、低

保户、残疾人、退伍军人提供理发、医

疗体检等免费服务。6年来，救助本

地200多户特困家庭，资助四川、云

南、贵州、甘肃等地贫困学生3000多

人、孤寡老人2000多人。在救助过

程中，该社会组织发现，80%以上的

贫困家庭都是因病致贫，于是开始从

源头上和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从2015年开始，他们实施垃圾

源头分类，利用厨余垃圾制作环保酵

素，用于净化空气、处理污水、改良土

壤、生态种植等。在北京互生经济学

研究院指导下成立生态循环农科发

展课题组，通过新昌县农创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进行新昌12乡镇一乡一

品体系建设，打造“天慕农”“食本天”

两大品牌，开发绿色环保、健康安全

的优质产品，建立品牌溯源渠道和消

费福利保障机制，采用互生系统平台

为公益慈善组织提供全套解决方案。

畅通经济循环
促进社会稳定

畅通经济循环就要构建新的发

展格局，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好把扩

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的决策部署。

互生运营的五大体系，就是为扩大内

需量身定做的设计。

为了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损

失降到最低，2020年3月27日，互

生向全民发布总动员，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应用新抓手、落地新范本、

采取新模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

能，打赢经济恢复战。在动员倡议

中，深入浅出地诠释了消费者怎么

赚钱、中小企业的出路在哪里、品

牌企业销售体系如何快速搭建、第

三方平台消费入口如何对接、与国

家分享经济实施的互生系统平台

项目如何全方位合作等五个方面

的问题。

2021年1月14日，他们又发起

“2021中小企业自救行动”，帮助中

小企业销售产品，让老百姓消费起

来，让企业产品流通起来，推动经济

发展起来。这既是一次活动，也是一

个长期的服务项目，是建立在国家分

享经济实施平台上可为应用系统的

企业提供终身服务的项目，从推广企

业应用系统、入驻平台的产品销售，

到参与平台活动等，都将与推广商发

生互利关系。

一个国家要繁荣发展就必须保

持社会大局稳定，一个地方要安居乐

业就必须要有全体人民的和睦相处。

互生方案的实施对推动企业稳

定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为企

业盈利增长提供最佳解决办法。互

生系统不改变价值链上每个环节的

现状，不增加企业开支，而是在同样

资源下，把以往因为市场恶性竞争而

浪费的资源重新整合，通过系统的锁

定功能为企业锁定消费者的终身消

费行为，在企业原来的经营基础上增

加多个盈利点实现永续收益。

二是帮助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提

高企业诚信。互生通过一张全球通

用的消费福利卡帮助企业锁定客户

的终身消费，只要消费者消费不停，

企业的收益就不止，消费者永续的消

费为企业带来永续的收益。系统用

积分收益作为企业保证诚信的基础，

把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和推动整个

产业链乃至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结

合起来。

三是为社会提供有序的竞合之

路。互生系统平台以最新的整合模

式将全球跨行业的企业与消费者整

合在一个平台系统里，共享系统资

源，分享系统效益，企业之间由纯粹

的竞争转化为有序的竞合，相互依

存，实现合作、互利、共赢。

四是促使企业经营环境和消费

环境和谐统一。互生系统平台科学

运用消费积分福利保障分配原则，对

每个消费者的消费积分进行汇集，用

来解决企业的盈利增长和消费者的

消费增值，形成稳定持续、良性互动

的经济价值链，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

营环境。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国家明确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贯通生产、分

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

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

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希望通过采取互生共赢的经济新模

式，重构经济发展新模式，重建城乡

经济新秩序，重塑中国创造新品牌，

重振民族精神新动力，让经济在平稳

过渡的同时实现健康持续良性循环

发展。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面对

新的风险挑战，只要我们走对了路

子，坚定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决心意

志，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畅通经济循环，加快形成新

发展格局，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必将

更加光明。

（本文配图由北京互生经济学

研究院提供）

勇 做 畅 通 经 济 循 环 急 先 锋
——记北京互生经济学研究院

在贵州省遵义市新经济联合会杜方林团队陪同下，北京互生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何开秀在湄潭县永兴镇境内的

“中国茶海”调研。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红十字会、“一元爱心之家”在小将镇南洲村成立第10家“爱心理发服务站”，

开展“关爱银丝老人”养老爱心服务捐赠活动。

何开秀荣获“中国经济

十大新闻人物”

何开秀荣获“2016推动中国

产业经济发展十大创新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