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虽然资本涌入共享经济领域，
但也有投资人认为， 随着共享经济
热度攀升，“伪需求”“伪共享” 让市
场“虚火旺盛”。比如，不少网友在微
博吐槽， 共享充电宝使用频率并不
高，而且借和还都不太方便，只是现
阶段资本“跟风”一哄而上，市场需
求被迅速放大。

业内人士表示，在资本热捧下，
先拼密度、拼规模，抢占线下网点，
入驻各大城市商圈， 部分新出现的
共享形态尚无清晰的盈利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 共享经济在
安全性、 资源浪费等问题上也频
遭质疑。 一方面， 公众担心这些
“共享事物”被不法分子植入病毒
等获取个人信息， 通过手机扫码

造成数据泄露；另一方面，雨伞、
充电宝等物品损坏率较高， 容易
造成大量破损物品堆积， 产生资
源浪费。

此外， 社会信用机制和相关管
理制度相对滞后， 掣肘共享经济的
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
心副主任朱巍认为， 未来若能提高
政府权威主导信用的参与度， 盘活
政府数据， 才能更好地支撑共享经
济创新。

“共享经济不是万能钥匙。 ”曹
磊说，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共享？
共享是否真的有价值？ 物品拥有权
和使用权是否可以进行切割？ 这些
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界定和把握。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 � � �22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共享单车《关于鼓励和规
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
稿）》， 明确要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使用者应实名
制注册、使用，运营企业为用户购买保险，鼓励运营
企业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

充电宝、雨伞、篮球纷纷共享

“花式共享”经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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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制、负面清单、押金监管”
———聚焦共享单车征求意见稿三大看点

� � � �继共享单车、共享汽车之后，共享充电宝、共享篮球、
共享雨伞等共享经济新形态在北京、广州、杭州等多个城
市不断涌现，并成为新一轮资本蜂拥的“风口”。仅以共享
充电宝为例，短短40天时间就获得11笔融资，近35家机
构介入，融资金额约12亿元人民币。

新的共享经济将对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 � � � 按照全国共享单车累计投放车
辆超过1000万辆来估算， 押金收取
的标准为99元至299元不等，这意味
着将形成一个较大量级规模的“押
金资金池”。如果企业监管不力，可能
会给用户的押金安全造成风险。

征求意见稿提出， 鼓励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企业采用免押金方式提
供租赁服务。企业对用户收取押金、
预付资金的， 应严格区分企业自有
资金和用户押金、预付资金，在企业

注册地开立用户押金、 预付资金专
用账号，实施专款专用，接受监管等，
并要求建立完善用户押金退还制
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俊慧认
为， 征求意见稿对押金建立了较为
完备的监管机制， 避免出现资金安
全风险。 共享单车企业应将重心放
在经营和服务中， 而不能把收取押
金作为一种融资方式。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建立押金监管模式

� � � �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左
丹 通讯员 晏昱 粟用湘 ） 湖南省
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近日联合下发
《关于表彰湖南省第十三届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 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
专家、 第四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
家的通报》，其中湖南师范大学获得
优秀成果奖15项、 获评优秀社科专
家3人，一等奖数量、二等奖数量及
获奖总数均居湖南首位， 连续两届
领跑。

本次共有99项成果获评湖南省

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
中一等奖20项、二等奖49项、三等奖
30项。 湖南师范大学获得一等奖5
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3项，其中蒋
洪新教授与郑燕虹教授的系列著作
《庞德系列研究》、 蒋冀骋教授的著
作《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语音》、刘
铁芳教授的著作《什么是好的教育：
学校教育的哲学阐释》、郑大华教授
的系列论文《近代“中华民族”观念
及其内涵之形成与演变研究》、蔡骐
教授的系列论文《互联网语境下的

传播与文化》获得一等奖。
湖南省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专

家5人，其中3人来自湖南师范大学，
分别是欧阳峣教授、李育民教授、赵
炎秋教授。欧阳峣教授还被评为“有
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这是自
我省“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
称号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专
家。此外，该校先后两次（2012年、
2016年） 实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
覆盖， 其中2016年获得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立项41项，居湖南首位。

� � � �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李曼斯
黄尚）“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昨晚，“天下家” 宁乡首届家文化节
启动仪式暨文明家庭评选活动颁奖
典礼在市民之家广场举行，100户
“十佳文明家庭”和“文明家庭”受到

表彰。数千群众冒雨前来，感受文明
家庭的魅力。

这次受表彰的“文明家庭”是
层层评选出来的。 共有476户家庭
获得推荐，最终经过初审、联审及
270万人次参与网络投票等， 评选

出“十佳文明家庭”和“文明家庭”
共100户。这些家庭中，有的耕读传
家、自强不息；有的忠孝两全，一心
装满了国，也一手撑起了家；有的
和睦相处，诠释了“家和万事兴”的
真谛。

我省社科研究硕果满枝

湖南师大获奖总数居全省第一

宁乡首届家文化节启动 100户“文明家庭”受表彰

� � � �公开数据显示，3月底以来，小电
科技、 来电科技、Hi电等共享充电宝
相关企业相继宣布获得亿元级别的
融资，行业内总融资额是2015年共享
单车刚出现时获得融资额的近5倍。

除了共享充电宝，共享篮球、共
享雨伞在投资层面也引起了关注。
共享篮球项目“猪了个球”刚刚宣布
完成千万级Pre-A融资； 共享雨伞
项目有深圳一家企业拿到第一笔千

万级的融资。
共享经济的“蛋糕”有多大？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
《2016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
告》显示，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
规模达39450亿元，增长率为76.4%。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预
测，未来几年，共享经济将保持年均
40%左右的速度增长， 到2020年交
易规模将占GDP比重的10%以上。

� � � �从汽车、房屋这些共享“大件”，
到现在通过刷手机分享雨伞、篮球、
玩具、服装等“小件”，共享经济正逐
渐渗透日常生活。

———小型化。如今，在南方一些
大城市的连锁餐厅、商业综合体，吃
完饭、 逛完街再也不用担心一场突
如其来的大雨了。 用手机扫码可以
在共享雨伞投放点借、还伞。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
磊表示， 共享经济从一开始的网约
车，到后来的共享单车，再到现在的
共享充电宝，物件的形态越来越小。
“充电宝、篮球、雨伞等物品，都被投
资人看作是‘高频、刚需’，通过互联
网提高物品利用效率。 ”

———低价化。“收费越来越低，
甚至使用支付宝的芝麻信用积分可
以免押金。 ”曹磊说，共享篮球收费
为每小时2元，押金费用为29元。 以
“猪了个球”为例，目前收入来源主
要为篮球的租金， 未来通过积累流
量进行变现。

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研

究咨询中心副主任李易认为， 由于
目前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程度不
够高， 要让大家拿出有价值的资产
出来共享还比较困难， 所以出现了
诸如共享雨伞、 共享篮球等“低收
费”的共享经济形态。

———私密化。“一个非常明显的
趋势， 是被共享的事物越来越私密
化。 ”曹磊说，不单单是一些日常使
用的私人化物品，共享知识、经验也
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共享从实物向
服务转变。

比如，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音频
分享平台“喜马拉雅FM”、罗辑思维
旗下知识服务App“得到”、知乎网
推出的知识分享社区“知乎live”、果
壳网推出的付费问答产品“在行”
“分答”等，在共享知识领域，共享经
济让众人的智慧得以分享。

“把自己的技能、 知识按需分
享， 知识变现在很多投资人眼中具
有长期价值。”腾讯投资部执行董事
夏尧表示，知识分享领域前景广阔，
未来存在很多演变和扩展的空间。

跑马圈地：资本大举布局共享经济

从“大件”到“小件”，新共享经济呈现哪些特点

盈利模式尚不清晰，安全与资源浪费值得关注

� � � �共享单车火了，各类骑行安全问
题引发社会关注。 征求意见稿提出，
实行用户实名制注册、使用，禁止向
未满12岁的儿童提供服务， 为用户
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和第三者责任
险等。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
蔡团结说，征求意见稿规范用户骑行
停放，完善保险机制，对企业主体责
任和运营服务规范做出了明确要求。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共享
单车运营企业30多家， 累计投放车
辆超过1000万辆，注册用户超1亿人
次，累计服务超过10亿人次。

“共享单车企业给用户上什么样

的保险？额度是多少？受益人是公司
还是骑车人？”中消协律师胡钢表示，
保障骑车人的安全是企业经营的前
提。

北京市民郭爽实名注册了电话
和身份信息， 常常从家骑共享单车到
单位再骑车回来。那么，自己的行驶轨
迹是否能确保不被泄露出去？

针对用户信息安全问题，征求意
见稿提出，运营企业采集用户信息，不
得侵害用户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不得超越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范围。
运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网络和信息
安全有关规定， 相关数据在国内储存
和使用。

多管齐下保用户安全

� � � � 停车问题已经成为共享单车的
管理难题。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不适宜
停放的区域和路段，可制定负面清单
实行禁停管理。各城市要制定适合本
地特点的自行车停放规则，划定配套
的自行车停车点位，规范自行车停放。

不少地方的管理部门正在创新
管理手段，如济南市划定共享单车指
定停放点，南京的城管人员帮忙规范
停车，北京石景山区划出共享单车停
车区。

小蓝单车首席战略官陈怀远说，
停车问题可以通过“电子围栏”等技
术手段解决，即在合法停车的范围内
埋设发射器， 用户把车停在其范围
内，才能锁车结束计费，否则就无法
锁车，无法停止计费。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认为， 一些共享
单车企业单方面实现车辆有效管理
有一定难度。只有政府、企业、行业、用
户多方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停车问题。

负面清单治理停车难

不断涌现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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