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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成趋势

曾有国外学者预言：“未来资源的使用权将比所有
权更重要，人们将通过获得服务的方式取代‘占有’实
物。”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信奉“买不起才
租”，但这种消费观念正随着新租赁经济的崛起而改变。

北京白领温小姐是一个旅游达人，今年初她到欧洲
旅游，在微信朋友圈中分享了很多自己拍摄的照片，很
多照片质量颇高，她将此归功于“摄影器材好”。通过某
租赁平台，她租赁了一款品牌相机和镜头，全套设备购
买需3万多元，而租赁只需要每天50元。

贵阳全职妈妈曾红最近也爱在网上给孩子租赁玩
具。她的孩子今年刚满1岁，对玩具往往只有“三分钟
热度”。“家里是小两居，买回来的玩具很占地方，孩
子玩过后也不好转卖，还不如在网上租，价格不贵，
隔半个月就能换一拨。”如今，她在网上选择了一家信
誉良好的玩具租赁平台，准备长期租赁。

租房、租车、租手机、租宠物……时下，越来越
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正在成为“租一族”。国家信息中
心 今 年 3 月 发 布 的 《中 国 共 享 经 济 发 展 年 度 报 告

（2018）》显示，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
492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7.2%，其中知识技能、生活
服务、房屋租赁、交通出行等领域交易额增长最快。
预计未来5年，我国共享经济有望保持年均30%以上的
高速增长。《报告》同时指出，这些共享模式的重点不
在于拥有而是使用，这表明我国消费观念正在发生积
极变化，租赁共享成为潮流。

有调研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有73%的用户对租
赁持开放态度，其中一、二线城市人们更乐于接受租
赁。“租一族”的典型用户是“95后”人群，他们大多
是学生和白领，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专家表示，相对于此前以押金或预付金为重点的
“伪共享”，或相比传统租赁需要支付押金才能获得一
定时间内的使用权，新租赁经济用“信用分”等信用

机制取代押金机制，促进消费者便捷地使用而非占有
物品，这正成为一种趋势。

找准用户“痛点”

提供服装租赁的“女神派”、从事玩具租赁的“宝
贝半径”“玩具超人”、进行家用电器租赁的“乐租商
城”“抖抖家居”等多个租赁平台目前正在大肆“圈
地”。不过，随着包括共享睡眠舱、共享篮球、共享雨
伞等的众多项目无疾而终，“多啦衣梦”等共享服务深
陷押金风波，作为一种新趋势，新租赁经济面临的问
题也不少，只能在磕磕绊绊的探索中前行。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租赁。”市场研究机构
易观智库高级分析师赵香认为，适合租赁的产品需要
相对耐用，不能折旧过快，共享雨伞的失败正源于
此。租赁平台“租葛亮”创始人李国云也总结说，适
合租赁的产品需具备几种特征：一是单价高，二是有
需求但使用频次低，三是更新换代频繁。

有专家指出，目前大部分初创租赁平台运营依赖
融资，同质化竞争严重。创业者应保持理性，避免

“共享”或“租赁”概念泛化，重点是要找到用户“痛
点”，找准盈利模式。

完善信用体系

在北京，共享办公室正成为很多创业团队开会的
新去处。在一家共享办公室里，每台打印机都连着成
都和香港的办公室，每个租户每名员工每月可享受数
百页异地免费打印；每间会议室座位上装着摄像头，
以便根据使用人数和繁忙时段计算出下个月是否需要
增加会议室。这种将物品拥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新租
赁模式，正在让租赁变得不一样。

不过，当物品的拥有权与使用权真正分离后，新
问题也不少。比如，租赁物品的质量如何保证？物品
发生损坏后，租赁双方如何协商赔偿金？免押金后的
租赁信用机制如何健全？……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人身
安全、财产安全、信息安全等隐患，让很多消费者不
敢真正“放心租”。

有专家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与共享租赁相适应
的安全保障体系，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个人
信息安全，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

财经评论员盘和林指出，新租赁经济崛起的背
后，是对人们契约精神的考验和提升。契约精神的背
后是信用体系的完善，这需要政府鼓励、社会参与，
也需要独立的第三方征信企业在新模式上进行探索。
只有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才能让社会的信用体系更加
健全，让“租时代”行稳致远。

近日和朋友聊起越南旅游，会安古镇突然浮现在
脑海，令我思绪万千。会安古镇位于越南岘港市南
边，距离市区不到 30公里。因为曾是越南历史上著名
的贸易大港，也是最早出现旅越华侨的城市，会安古
镇的建筑处处流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而从 15世
纪起，这里曾是中国、日本、南洋和欧洲商人的汇聚
之地，使得会安建筑又不拘于粉墙黛瓦的清隽水墨，
黄墙灰瓦别有一番风味。

古镇中，旧得有些斑驳的老房子显得古色古香，
屋檐上紫红色的三角梅开得满满当当热热闹闹，繁花
似锦与斑驳黄墙相得益彰，颇有一番异国情调。行走
在古城，偶尔能看到一两个穿奥黛 （越南服装，类似
中国旗袍） 的女子。此情此景，像极了江南水乡，温
柔而细腻。

古镇上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日本廊桥，据说以前桥
的一边是中国人居住区，另一边是日本人居住区。现
在好多越南当地人都会在廊桥拍摄婚纱照。我在桥上
站了几分钟，就遇到了两对拍照的新人。

日本廊桥往东是广肇会馆。会馆门口有一个龙形
水池，后院有一条龙雕，游客们喜欢在龙雕处拍照。
不过这个会馆最令我喜欢之处，还是祭坛上供奉的主
神关公。看着它，一种难以名状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福建会馆则是当地最大的华人会馆，走进去像走进南
方大宅院，很是亲切。

傍晚时分，晚霞染红了会安的天空，乘坐会安当
地的小游船游览秋盆河，沿岸的建筑慢慢向后退去。
太阳渐渐落下，光线每一次的变化都会带来不一样的
风景，让人如同在画中游一样。

夜 幕 降 临 ， 华 灯 初
上，目之所及色彩斑斓，
罩着彩色丝绸的各种形状
的灯笼，发出朦胧的光。
走在沿河街道上，古老的
街道和房子，穿城而过的
河 流 ， 倒 映 在 水 中 的 灯
笼、河灯和小桥，仿佛还
是几百年前那个盛世王朝
的古镇花灯会。临近古镇
出口处却是别样的静谧，
适才的繁华就像一场梦。

案例增多，成投诉热点

在这类网络消费事件中，“熊孩子”多为小学生和初
中生，在父母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父母的手机或
者账号消费，金额在数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主要用于
游戏充值和直播打赏，而且很多孩子还在消费后将银行
的通知短信删除，导致父母无法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理。

可见，这些孩子对手机游戏、直播打赏等网络消费
以及移动支付都比较熟悉。这与中国智能手机、移动支
付的普及密切相关。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
亿人。而在手机网民中，19岁以下网民占比近 23%，约
1.71亿人。在手机使用低龄化趋势下，很多小学生都配
有手机。而在网络支付中，70%的网民会通过手机支

付，其中就有不少未成年人。
近两年，手机游戏和网络直播用户也迎来爆发式增

长。截至2017年12月，手机游戏用户达到4.07亿，占手
机网民的 54.1%；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4.22 亿，较
2016 年增 22.6%。而在手机游戏和网络直播等网络消费
方面，很多家长还未形成未成年人需要监管的意识。一
家机构的调查显示，只有约 47.6%的人认为对于未成年
人玩手游需要进行严格监管。而从多起“熊孩子”巨额
网络消费事件看，起因甚至是一些家长主动给孩子手
机，让孩子玩游戏放松压力。

今年 2 月，山西省消费者协会发布提醒称，手机游
戏引发的消费纠纷已成为新的投诉热点。

责任在谁，公婆各有理

在“熊孩子”网络消费事件中，对于谁是责任主体
也是几经探讨。最初矛头所指，是提供游戏和直播等网
络消费的平台。

民法总则规定，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
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民事法律
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得到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如此看来，如果游戏厂商和提供游戏的网络平台
未能发布关于未年人消费的公告，未在登录、支付等环
节设置相应的审核条件，不能有效对未成年人身份进行
识别，不能让未成年人的支付行为得到家长追认，将不
仅在未年人保护方面失职，相应的消费行为也应撤销。
这也是家长要求平台退款的主要理由。

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啸认为，监护责任是父母
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法定责任，父母是避免未成年人非理
性网络消费的第一责任人。如果家长平时疏于对孩子的
网络消费进行监管，也未对网络支付密码等有效保管，
甚至对孩子上网不加干涉，出现孩子非理性网络消费则

家长难辞其咎。
还有观点认为，对于互联网监管，政府需要承担监

管责任。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李富成就建议，在监管方
面能够出台具体的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

如何防范，还需再探讨

责任可以理性划分，但实践起来却面临重重障碍。
有分析指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网络消费的特殊之
处在于，参与主体并非面对面而是通过网络进行交易，
网络平台无法对消费者信息进行实质性审查。因此，无
论是划分已发生的消费行为的责任还是防范未成年人非
理性网络消费，首先就要进行交易主体识别。

有观点认为，网络支付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实施
的，如果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身份证实名制认证了消费
者的信息，网络平台是可以据此认定该消费行为是正常
网络消费。但这显然低估了现实情况，目前未成年人不
仅可以偷用父母手机进行消费，还可以盗用父母名义注
册，或者以其他亲人名义进行消费。这些未成人与成年
人的混合消费很难辨别，这是目前众多家长通过司法渠
道要求退款的难点所在。

另有观点提出，可以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特点，
制定有针对性的法规，平台则可以在技术上采取相应措
施。有网络平台业内人士认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具有
充值比较集中、一般集中在放学或者晚上、非理性等特
点。不过程啸认为，未成年人虽有一定的群体性消费特
征，但很难依此断定符合这些特征的消费行为就是未成
年人消费，不符合就不是未成年人消费。

如何定义“非理性消费”也存在争议。此前北京二
中院少年庭法官陈光旭就指出，未成年人大额消费与正
常消费的界限，在法律上并无统一的标准。他认为，这
种界限需要根据未成年人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和
消费行为发生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来判定。

2017 年 3 月 20 日，韩成淑被任命为韩国科技公司
世联互动 （NAVER） ——韩国市值排名第六的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成为韩国大型科技公司的首位女性首席
执行官。此事在韩国引起很大反响，更被美国福布斯
网站称为“打破了韩国职场的玻璃天花板”。

现年 51岁的韩成淑毕业于淑明女子大学英语文学
专业，进入世联互动之前做过科技新闻记者。这段经
历让韩成淑对人们怎样度过周末和闲暇时间很感兴
趣。后来，在参与共建世联互动的搜索引擎时，她对
构建公司的内容平台做出了主要贡献，直播、网络漫
画、小说、电视、购物、博客等等丰富的形式内容，
世联互动无所不有。

韩成淑还是韩国科技公司中首位非工程师出身的
首席执行官。她的管理风格以理性和热情著称，据说
可以记住公司 2000多名员工的姓名。而对科技产业发
展走向的敏锐洞察，则是韩成淑带领公司不断提升业
绩、走向全球化的强大动力。

韩成淑一直单身，她戏称自己是嫁给了工作，也
不讳言自己是工作狂——因为只有全心全意地工作，
她才能一直保持锐意创新的精神在职场奋斗近 30 年。
不过，韩成淑在工作中从不主张“把女人当男人用”，
她认为互联网行业应当重视性别差异，男人和女人的
思考方式不同，而公司的用户有男有女，为满足所有
人的需求，公司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视角。韩成淑也强
调指出，重视性别差异不意味着歧视，仅仅关注性别
歧视问题是不恰当的，人们更应该关注各自擅长的东
西，这才是有建设性的。

正因为如此，韩成淑希望看到更多女性获得升
迁。长久以来，走入婚姻和生儿育女令不少女性失去
职场上升机会。韩成淑认为这是业内环境造成的，她
希望这种状况在未来得到改善。在她的带动下，世联
互动近年来因为收入性别差小和女性晋升比例高，成
为韩国最受女性欢迎的公司之一。

从租住房、汽车、办公室到衣服、玩具、充电
宝，“租”成为生活新方式。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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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

韩成淑：

韩国科技企业女当家
海外网 吴正丹

会安古镇：

越南的梦里水乡
海外网 汪梦唐

会安古镇：

越南的梦里水乡
海外网 汪梦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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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共享”遇冷 “新租赁”火热

“租时代”磕磕绊绊走来
本报记者 彭训文

租房、租车、租珠宝、租奢侈品箱包……如今，各式租赁平台正火热发展起来，一个“万物

可租”时代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新租赁经济模式降低了租赁双方的信息沟通成本，打通了信

用、支付、物流等环节，也在改变着消费者的观念。不过，共享睡眠舱、共享雨伞等众多项目等

无疾而终也提醒我们，新租赁经济要想真正成长起来，还需要解决很多“痛点”。

“熊孩子”巨额网络消费，谁之过？
海外网 陈 琴

日前，一则10岁孩子偷偷给一款手机游戏充值近2万元人民币的报道引起关注。据不完全统

计，自2014年开始，“熊孩子”瞒着家长网络消费的情况增多，在手机游戏、网络直播爆发式增

长后更有进一步增长趋势。在防范未成年人非理性网络消费方面，所涉及的各方应该承担什么责

任，存在较大争议。

随着手机普及率提高，手机在未成年人生活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图为孩子们学习用手机拍照。

扎 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