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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ared economy is a new economic model, which aims at sharing resources that are unused or
newly created, playing a synergistic effect, renting resources to get rewards, and sharing this economic bonus. A large part of China’s shared economy is dominated by enterprises, such as the bicycle short rental platform ofo and the shared mobile power all over the mall.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enterprises should shoulder more responsibilities. But according to our investigat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excessive release of the single car, the unused charging
treasure, and so on. This mode of sharing the economy is very harmful to our society and is a
waste of resources. It is obviously a violation of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shared econom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current sharing mod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roblems of the shared economy,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latform operators and the solution. After
the analysis, suggestions of improvement will be given by drawing on the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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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享经济是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其目的是分享资源闲置的或是新创造出的资源，发挥协同效应，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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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出租来获取报酬，并使大家共享这种经济红利。中国的共享经济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企业作为主导
的，例如单车短租平台ofo和遍布商场各地的共享移动电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要承担起更多的责
任。本文总结了当前中国共享市场的两大弊端：平台运营商推卸责任和资源浪费，这种共享经济的模式
对我们的社会有很大的危害，显然违背了共享经济的初衷。中国的共享市场非常广阔，如果不能遏制住
扭曲的发展模式，以后的状况会越来越糟。由此，深入共享模式背后并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就显得尤为
重要。本文举出了两项措施：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和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并试着探讨
了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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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享经济现状及其优势
1.1. 定义
共享经济，一般是指以获得一定报酬为主要目的，基于第三方参与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一
种新的经济模式。其本质是整合并分享线下的物品、劳动力、教育医疗等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闲置的
也可以是新创造的。(“分享”即个人将某些东西与其他人共同使用、占有或享受的行为。)换言之，共享
经济是人们公平享有社会资源，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付出和受益，发挥协同效应，共同获得经济红利。此
种共享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作为媒介来实现的。
共享经济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
教授琼·斯潘思于 1978 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其主要特点是，包括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
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各种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
或者向企业、某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经济牵扯到三大主体，即商品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和共享经
济平台。共享经济平台作为连接供需双方的纽带，通过移动 LBS 应用 1、动态算法与定价、双方互评体
系等一系列机制的建立，使得供给与需求方通过共享经济平台进行交易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学者们确定了其三种特征：陌生人共享能力的促进，数字技术的依赖，高文
化资本消费者的参与。共享经济追求的是社会文化价值，根本上是价值观的变化，其能真正实施在于人
们相互信任和诚信。国内学者近年来开始关注这一新业态，重点强调了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产权观，以
使用权代替所有权，提高资源效率的特点(吴晓隽，2015)。

1.2. 优势
共享经济可以运用现有的信息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2

等迅速发展的技术来整合大量的分

散的资源，快速灵活地实现供需匹配，充分有效地调动社会各种分享资源。相较于传统经济供需匹配错
节、产能过剩的尴尬境况，共享经济具有一定的优势并且能够缓解这一问题，有利于我国供给侧改革目
1
2

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基于移动位置服务。
云计算：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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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实现。此外，共享经济将各种社会资源充分整合、调动至合理利用的位置，使传统的闲置或并未投
入使用的新的资源得以充分发挥其使用价值，通过高效整合、配置资源，使未投入使用的资源市场化、
货币化，提高资源的使用率和使用价值的同时又降低了资源使用成本，使得传统交易中无法驾驭的资源
以较少的成本实现使用，有利于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交易便捷、交易成本最小化。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运用充分整合分享资源信息，使资源信息可视
化，大多数线上交易者在不能在现场直观的掌握物品信息的情况下，也能够得到较为精准的对接，这种
模式下，交易的沟通渠道和流程，使得分享经济交易更加自由、便捷、高效。共享资源的供需双方可利
用平台提供的各种便利进行选择、交易，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简化了中介作用，降低了信息寻找
与沟通的成本。
就环境角度而言，共享经济能使物尽其用，可有效解决无用资源占据多余空间的问题，减少社会垃
圾产出和垃圾污染，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种绿色主张，在多数情形下，分享经济的环保效果应该
得到肯定，不购买新商品，选择再流通这样的做法将带来更低的生态足迹，比如 Airbnb 通过提供现有家
庭的居住，从而减少了对酒店的需求，因此共享空间比起闲置占用了更少资源。

2. 共享经济存在弊端
共享经济的出现虽极大地丰富和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它也存在着诸多弊端，这些弊端若不及时加
以防范与改善，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和安全问题，对共享经济本身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在研究了一
些具体社会实例之后总结出了两点，也就是平台运营商推卸责任和资源浪费。

2.1. 平台运营商推卸责任
第一个问题，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是共享经济的平台运营商会推卸责任——责任制度的缺
失或不健全，将导致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或服务时缺乏安全感，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或身体受到伤害的情
况下无法可依，自己承担损失。按照实际资源的所有者，这种责任可以分为两类。
2.1.1. 平台象征化，逃避用户间物品共享化过程中发生损坏的责任
这类情况常常出现在是以 airbnb、uber、共享书籍为代表的 P2P3 形式，在 P2P 共享经济模式中，大
部分参与主体是个人，社群中的任何两点都可能连接，P2P 模式通过形成一个更大并且可以无限扩展的
网络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共享，共享运营商的作用只是提供基于互联网的共享平台，消费者本身既是产
品或服务的需求者也是供应者。这一类情况的问题常常出现在供给侧一端，以 airbnb 为例，2016 年年底，
一位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在平台上看到了王女士挂着的一套公寓，她以内饰精致、房间宽敞为由通过
airbnb 联系到了房主，并在多番商量下仍希望能租用一天来拍摄毕业作品，并保证不会对房屋造成破坏，
即使出了问题也由他自己索赔。然而，拍摄之后，墙壁和地毯遭到了严重的破外，房屋内的不少家具都
不见了，更重要的是那位租借场地的学生也没有了音讯。对此，王女士找到 airbnb 平台希望能得到一个
说法和合理的赔偿，但平台方却认为这是她自己的事情，理应去找甲方索赔，平台只是提供一个桥梁，
并不需要为房东的损失承担实际的责任[1]。这个案例充分地说明了，在共享物品的过程之中，无论是因
为租用一方的不小心还是有意为之，物品发生破损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共享经济公司虽自诩为提供沟通
的平台，对沟通的双方都不负有责任，或许在双方都具有诚信的情形下还不会有大的问题，然而一旦其
中一方逃之夭夭了，这种责任的推卸和转移将导致消费者独自一方承担损失，如果物品的价值较为高昂
的话，消费者不但难以平息内心的负面情绪，更会对共享行为的本身失去信心。当然反过来也是存在的，
租用方可能因为使用了物品或服务而导致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例如 uber 乘客遭到司机绑架或抢劫等事
3

P2P (Person-to-Person)：个体对个体的电子商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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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同样需要平台运营商的介入[2]。
2.1.2. 平台逃避自主产品在用户使用中受到伤害的责任
另一类情况经常出现在以 ofo、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为代表的 B2C4 形式，指的是某个企业拥有资
源的所有权，以企业为中心，通过平台将这些资源提供给需求者，需求者不需要拥有这些资源，但通过
获得这些资源的使用权方便地与其他需求者一起共享资源。近年来，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一个问题伴
之产生，全国范围内已发生多起交通事故，均系当事人使用共享单车致死致伤[3]。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
单车折旧、零部件耗损越来越大，如果维修不及时，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会进一步增大。据统
计，2010 年至 2017 年 5 月，全国共发生 50 起儿童手指被车辆链条卡住事件。不难看出，伴随着共享单
车的发展，用户使用共享单车发生意外的案例频频出现。而在“骑共享单车出现意外谁来负责”的问题，
部分平台还制定了相应的免责条款。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用户骑行的是平台制造出来的车辆，由
于车辆自身的缺陷或是平台管理维修上的疏漏，最终导致用户在骑车过程中受伤，平台具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4]。况且在 B2C 的模式下，除去第三方(存在他人蓄意破外车辆)的影响外，平台可以说是唯一的责
任人，假如平台的责任仅仅局限于将车辆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而对于运营中出现的事故缺乏追责机制
的话，最终平台只会越来越不关注后期的车辆维护和产品升级，导致市面上的车辆品质越来越差，消费
者也会选择放弃共享形式，回归传统的自行车。同样的，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等也会存在
各自的安全隐患，平台运营商必须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如果最终的事故的确是由于产品的问题或是第三
方对产品的破坏，而非因为使用者本身的固执或无知，那么平台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平
台本身应投入足够的后续维护资金，并不断致力于新产品的开发，完善先前产品的不足之处，为使用者
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推动共享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因此，共享经济的各个运营平台所关心的，不能局限在如何使订单不断增加和如何避开政府或社会
的问责，他们首先充当了资源拥有者和资源需要者的中介，应该建立一套集准入门槛、评分体系和操作
守则于一体的综合机制，并且在其中一方责任缺失的情况下及时介入，给利益受害方一个满意的解决方
案；其次他们更是技术的所有者，应该通过技术的研发和实时更新将风险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尽量避免
追责的发生；最重要的，他们也是共享经济的引领者，他们的态度和能力决定着未来共享的发展。

2.2. 资源浪费
共享经济存在的另一个运营问题就是资源浪费。共享经济的初衷是将生活里的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
从而减少浪费。无论是但随着各种共享产品的推出，例如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等等，出现
了两种资源浪费问题。
第一种是共享变成了独享。共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互联网和大数据科技为基础的租赁便捷形
式。然而很多人将共享自行车变成了私家车；把车的二维码损坏或自行安装车锁；把共享雨伞带回家不
再归还。这样的行为导致了其他共享者无法正常享受他们的使用权利，也使共享产品的公司损失了投入
的资金以及人力。另一些人租用共享产品后就随意使用，完全不去爱护这些共享产品，造成产品损坏。
共享产品公司需要增加维修费用的投入，而这些费用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资本的狂热追逐，又会
导致产能不断增加，造成资源浪费。以共享单车为例，融资–造车–投放–再融资–再造车–再投放，
已成为各家的主要竞争模式。摩拜官方曾公开调查数据，在广州仅运营四个月后，单车的损坏率高达 10%，
相当于投放的 10 万辆自行车中至少有 1 万辆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按照摩拜公布的已经在广州、深圳、
上海分别投放超过 10 万辆的数据，在全国 12 城中的摩拜单车数量应该在 50 万量级，对比 10%的损坏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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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至少有 5 万辆单车遭到损坏。如果以单车价格 3000 元计算，摩拜在损坏单车上的成本损失就已经高达
惊人的 1.5 亿元。即便以摩拜新一代单价约 1000 元的价格计算，整体损失成本也在 5000 万元以上。
在共享变成独享上最典型的例子是共享雨伞。市面上使用“共享 e 伞”押金 19.9 元，每半小时收费
0.5 元，需要充值至少 9 元才可以获得雨伞的使用权。虽然关上伞就会结束计费，但是一般若是撑伞回家
的，很多人可能不会再特地去归还伞了。对商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卖伞的新招，但是这违背了共享经
济的初衷，因为共享经济创造新资源也是为了分享而不是销售。同时，使得真正想借伞的人借不到伞也
是一种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表现。
可见，共享经济在如何发挥资源最大化的道路上还需要改进，一方面要培养全民的资源节约意识、
另一方面要改善产品本身防止被破坏或被他人占为己有。
第二种是复制新的资源。共享经济的一个要素是个人对个人，屋主和租客通过网站直接沟通，之间
没有第三者。随着资本的介入，成立了企业，在个人与个人之间进行更高效率的资源与需求配对，从中
抽佣赚取回报。有的企业则大量购置资源，为市场提供服务，例如共享单车业者添置大量单车提供出租
服务，又如优步成立车队提供召车服务。这些做法并没有使闲置的资源达到最大化使用，反而在此基础
上复制新的资源来牟利。中国共享单车面临严酷竞争，倒闭的企业留下如山高的单车，这些单车原本不
该出现，如今要怎么再循环使用是一个让监管当局头痛的问题。同样地，私召车平台买车建立车队，一
时间使得路上车辆增加，短时间造成碳排放上升。
再如，如今已遍布全球 190 多个国家、
6 万 5000 多个城市的爱彼迎让人们可以出租原本空置的卧房，
屋主可以赚取回报，租客则能以较低的房价入住。这是共享经济的初衷——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
善用资源和环境可持续的理想。尽管爱彼迎相对而言还保持共享经济的初衷，但它也改变了一些城市的
环境，例如对景区附近房子的需求高涨，推动房地产和旅游业的无序发展，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另
外，零散的入住形式使房东需要不断地对房屋进行打扫、修理，可以提供给长租者的房源也有所减少。

3. 措施
3.1. 完善的信用体系建设
我们认为，首先针对共享经济中频发的用户违约，信用缺失案例，需要一个完善的，并与社会征信
体系相对接的共享经济个人征信体系[5]。目前，我国尚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初级阶段。且目前学术界
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点是中国将形成三大数据体系, 包括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管理
和以市场为主导的为商业征信体系[6]。然而我们对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却尚未形成一个全面且清晰的构
想。不可否认，个体诚信对社会公信具有蝴蝶效应[7]。所以我们认为在我国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
除了公用征信体系的建设，也要更加关注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
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一些个人征信机构，也有一些共享企业正在逐步尝试与这些个人征信机构形成
闭环对接，将不良信用信息反映至他们的年度征信报告中，扩大其影响力。以摩拜单车为例，摩拜单车
目前实行“信用分”制度，用户不良信用行为都会使用户的信用分降低，例如违停，也例如对车辆的损
坏。摩拜正常用户的使用价格为每半小时一元[8]，起始信用分为 100 分，每次发生信用违约事件系统都
会进行自动扣分，但每次用户完成正常还车手续之后信用分又会重新增加，当用户的信用分达到 80 分以
下的时候，使用价格就会变为半小时五元。此外，小猪短租，快快租车等共享企业也开始尝试与芝麻信
用之类的征信机构开始合作。然而，现有的共享经济个人征信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此，我们特别提出，对于某些共享产品，可以适用只在特定范围内运行的个人征信体系。以我们
在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中计划在大学校园投放的共享雨伞为例，在产品只在大学校园中运行，目标客户
群主要为大学生的约束条件下，就可以同大学校园通过实名认证的校园卡而建立的校园个人征信体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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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
如果共享经济个人征信体系得以成功实现，用户个人行为将直接纳入社会征信体系，任何的信用缺
失和信用违约都会触发一定的奖惩机制，也会在个人征信报告中具有一定体现，从而进一步扩大其影响
力，也使得个人信用得到合理的约束。

3.2. 相关法律法规建立
如今共享经济渗透到所有的领域，主要领域包括交通出行、房屋住宿、知识技能、生活服务、医疗
服务、共享金融、二手交易等。《国家治理》周刊中《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一文指出，出
行领域目前最引人关注，因为交通出行领域的共享经济对交通资源优化配置需求巨大，且资源配置效果
较其他共享经济领域更为显著[9]。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6》更
是显示，去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 1.95 万亿元，参与分享经济的总人数保守估计超过 5 亿元。该
报告还预测，未来 5 年我国分享经济增长年均速度将在 40%左右[10]。
然而共享经济如果想要得到广泛深入的信任与认同，必须得先要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5]。最近社会
上热议的顺风车事件的爆发，实际上就是共享经济背后法律隐患风险暴露的一种表现。目前整个共享行
业迫切地需要针对运营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去建立更为完善的追责制度，尤其是对共享物品的产品供应商
与平台运营商。完善的追责制度不仅可以促使平台运营商摒弃“中间商，零责任”的意识，更可以促使
平台运营商和产品供应商都更加注意对产品安全隐患风险的管理与控制，降低用户利益受损的风险。而
且，更加完善合理的责任制度，也能为参与共享经济的双方或是三方提供更大的保障，以稳固人们对物
品共享化和使用一端的信心。

3.3. 建立行业自律机制
在以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为代价的过度消费泛滥的今天，“共享经济”模式通过让所有者的闲
置资源进入交易，让其他社会成员进行重复性的使用，通过互联网技术对个人和个人的“串联”形成分
享的网状结构，把容易被浪费的资源利用起来。“共享经济”倡导的是适度消费伦理观，盘活社会资源，
促进社会资源再分配[11]。
但出于企业对利益和市场份额的追逐，共享市场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资源浪费的问题，这反而与共享
经济出现的初衷彼此背道而驰。特别是在共享经济初始阶段，资源重复，浪费出现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然而这样无序、过度的投入，却恰恰会打破传统市场供需大致平衡的状态。在达到新的平衡点之前，应
该尽量减少无谓的消耗。资本对于共享经济的介入，应本着环境可持续的理念，以造福整体社会为终极
目标，然后才是盈利的实现。不过相较于强硬的手段，这样的平衡更需要内部力量的推动促成。
所以我们建议建立共享经济相关行业协会等组织[6]。共享行业需要这样的组织来建立包括准入制度，
交易规则，交易与安全保障，风险控制，信用评价，标准化建设等一系列自律监管体制。行业自律机制
的建立，一方面通过对交易规则的确定和准入门槛的设立，可以规范各行业企业的操作规范，把控共享
物品的安全隐患风险，一方面也能够通过标准化建设把控整个行业中提供共享物品与服务的质量与数量，
由此形成自发的淘汰机制，既可以有效地遏制资源的重复与浪费，又可以将整个共享市场中流通的资本
数量调整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4. 总结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拥有着巨大的共享经济市场。在当前的情况下，运营平台对于责任的推
卸和资源浪费是两大问题，它们对用户体验和社会秩序都提出了挑战。为此，本文中提出了三项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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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和建立行业自律机制，使相关企业能够从内部和外部
及时改正错误。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已经有好多年，但是真正开始大规模运行之后各种问题才开始暴露
出来，以后也会有更多的问题。政府和民众应该对共享运营平台进行监督，对其出现的不合理的行为及
时指出，并加以规范。我国对于共享经济的需求很大，并且共享模式也是国家多年来所支持的产业，只
要能够加以合适的管理，就一定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效用，在节约资源的同时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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