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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盲目追求功能的“大而全”相比，智能可穿戴设
备开始通过作减法来提升附加值和黏性，并通过开放和
数据打通真正融入生态系统。

仅从销售数字来看，智能可穿戴设备的“钱途”无量，
4 月底开始销售的苹果智能手表 iWatch，头两周全球销
量预计将达 300 万只，小米手环上市 10 个月销量即突破
400 万只。但在另一方面，“叫座不叫好”、用户黏度低却
一直是智能可穿戴设备难以回避的问题。缺乏有价值的
核心应用和不可替代性始终是智能可穿戴设备厂商难以
突破的“瓶颈”，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看起来时髦，用起
来鸡肋”。

6月 16日，映趣科技发布了新的智能手表产品，这
也是首款搭载腾讯 TOS 系统的智能可穿戴设备产品。
在回答如何增加用户黏性时，映趣科技 CEO 王小彬坦
言，受限于屏幕尺寸和电池续航时间，智能手表的功能
应该回归简洁，真正把用户最想要的一些简单功能做
好。“比如微信的消息提醒和回复，或者用 QQ 物联进
行一些对智能家居产品的简单应用。即使和滴滴打车、
航旅纵横这样的生活服务类应用的打通，也应该通过生
态层的对接，在手表上实现消息提醒而不是对手机屏幕
的直接复制。”

功能简单成为厂商寻求更好用户体验的一条通路，
而真正走通这条路，则需要数据的打通。王小彬透露
说，inWatch T 已接入了腾讯的 QQ 物联平台，同时
也已打通了阿里云和京东智能平台的后台数据。腾讯
TOS 负责人文博则表示，TOS 也实现了腾讯账号体系
的打通，可以让用户分享运动、娱乐内容，目的也是为
了提升用户体验及黏性。

无独有偶，虚拟现实眼镜厂商暴风魔镜在 6 月初推
出了自己售价 99 元的第三代产品。暴风魔镜 CEO 冯鑫
也表示，为了让用户不仅是把玩一下就放弃，同样需要
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

“打通”的趋势甚至开始影响芯片厂商。阿里巴巴
投资的上海庆科，日前宣布将于德州仪器合作，将自己
的物联网操作系统和中间件开发平台应用于德州仪器的
芯片之上。“主要是帮创业团队和智能可穿戴设备厂商
解决接入各大巨头云平台的问题。”

更易用、更好用，是否就能让智能可穿戴设备真正
摆脱“虚火”？答案仍不明朗，但从目前来看，至少厂
商们开始探索新的路径，让智能可穿戴设备不再仅仅是
手机功能的简单复制。

智能可穿戴设备：

黏性从何而来
本报记者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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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享 租 车 ，你 试 了 吗 ？
本报记者 杨忠阳

共享租车是一种分享经济,这一模式已在一些发达国家比较流行，被认为是可以

促进节能的绿色消费方式。共享租车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正在兴起。通过共享租车，

汽车资源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用户能更便宜地租到想用的车。

端午节将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的租车市场开始升温。

记者发现，与神州租车、一嗨租车等
为主的传统租车方式有所不同，一种以宝
驾、凹凸租车为代表的共享租车（P2P）模
式受到消费者青睐。

共享租车渐行渐近

共享租车一方面满足了汽车需求者

“求而不得”的状况，另一方面避免了汽车

资源无法有效利用产生的浪费

“这两天我们平台上的订单明显增
多。”凹凸共享租车联合创始人兼 CEO 陈
韦予说，虽然今年 5 月份公司才进入北京
市场，但车主和租车人都很踊跃，撮合率
也在不断上升。

何谓共享租车模式？“其实就是车主
和租车人借助于租车公司搭建和运营的
互联网平台的运营模式。前者通过让渡
汽车使用权方式获得经济回报，后者通过
支付一定费用获得汽车使用权，提高了资
源配置效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
事贾新光解释，共享租车作为共享经济的
一部分，践行的是“使用而不占有”的共享
理念，它一方面满足了汽车需求者“求而
不得”的状况，另一方面则避免大量的汽
车资源无法有效利用而产生的浪费，对于
交通、环境以及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具有
积极意义。

据了解，汽车共享租赁概念的创始者
是美国的汽车共享服务商 zipcar公司，它
成立于 2000 年，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
车共享公司，掌握着美国大约 75%左右的
汽车共享市场份额。而自戴姆勒推出

car2go汽车共享项目后，车企大佬们也相
继加入汽车共享市场，德国宝马集团于
2011 年 4 月 创 立 汽 车 共 享 业 务“Drive
Now”，大众于2011年11月开创汽车共享
项目“Quicar”。此外，包括 Hertz（赫兹）
在内的国际传统租车企业也都在涉足汽
车共享业务。

陈韦予告诉记者，凹凸共享租车自去
年 5 月在上海上线以来，已覆盖长三角地
区，进入广州和深圳，目前凹凸租车的在
线注册用户已近百万人，注册私家车 3 万
多辆，覆盖车型 7000多个，从经济型轿车
到奔驰、宝马、奥迪、路虎、保时捷、特斯拉
等应有尽有。而宝驾租车联合创始人王
梓冰提供的数据则显示，该平台上线12个
月以来，拥有超过 6 万辆待租车辆，超过
50万名认证租客，APP注册用户超过120
万人，日活跃用户 5 万人。目前该公司已
经在全国 44 个城市开展线上业务，并在
16个城市拥有地面团队。

市场究竟有多大

一座城市能容纳的汽车保有量是有

限的，在有限的供给条件下要满足更多人

的需求，可以通过车辆共享来实现

“共享租车之所以会成为新的消费趋
势，有其经济社会的原因。”陈韦予认为，
目前中国私家车保有量约有 1 亿多辆，但
拥有驾照的人数已超过 3 亿人，而且未来
10 年中国拥有驾照的人数仍将快于汽车
保有量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私家车每
天的闲置时间平均为22个小时，或闲置在
单位，或闲置在家里。“特别是在京沪两
地，很多人有用车需求而一车难求，要么

是因为限购，要么是传统租车价格太高，
而共享租车模式恰恰为其解决这一矛盾
提供了平台和路径。”

从路网的承载能力和环境保护的角
度而言，一座城市能容纳的汽车保有量终
究是有限的。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所城
市交通室主任程世东表示，要在有限的供
给条件下满足更多人的需求，最好的办法
就是通过车辆共享来实现。但这样的市
场究竟有多大呢？根据罗兰贝格咨询公
司预测，2015年中国租车市场规模在400
亿元左右，可租车数量为 36.9 万辆，并且
未来 5 年内将以 27%的年复合增长率发
展，至 2018 年中国租车市场规模有望增
至650亿元，车数量则达到77.9万辆。

然而，目前一嗨、神州、至尊租车等 3
大传统租车公司已经占据 70%至 80%的
市场份额，且在服务标准化、品牌认知度
等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到位，留给共享租车
公司的空间似乎并不大。对此，凹凸共享
租车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张文剑
喊出的口号是：“颠覆传统租车公司”。在
他看来，尽管传统的租车公司有先入为主
的优势，但属于重资产公司，在购买车辆、
牌照方面消耗资金较多，可扩张性较差。
相比之下，类似凹凸租车之类的 P2P租车
公司的优势在于：轻资产、车型丰富，价格
实惠，易扩张。

陈韦予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今年春
节期间，家住上海的冯女士接北京的父母
来与自己的婆家一同过节，往年一家 6 口
出门，一辆小轿车挤不下，总要开一辆车，
再叫一辆出租车，非常不方便。今年她就
在凹凸共享租车平台上租一辆 7 人坐的
GL8，这样一家人出门就可以坐在同一辆
车里了。“我们为冯女士算了一笔账，按一

款别克 GL8 在凹凸共享租车平台上的价
格来计算，日租金 300 元左右连租 3 天加
上保险也就在 1000 元上下，这个价格在
传统租车公司春节期间也就只能租上一
天，所以十分划算。”

据了解，美国 P2P 租车巨头 Relay-
rides 已在全美 311 个机场、2556 个城市
为“上万名车主”提供租车服务。自 2012
年 3 月上线以来，该公司已经完成了几十
万笔交易，2014 年的收入为 2013 年的 3
倍。如今，共享经济在美国已经是一个
600 多亿美元的市场。随着国人对汽车

“重使用，轻拥有”观念的逐渐认可和接
受，中国共享租车市场潜力不可限量。

挑战仍然很大

共享租车刚刚兴起，有关法律法规

还不是很完善，目前主要依靠租赁平台

的自由发挥来平衡各方利益

尽管市场潜力较大，但共享租车在发
展中也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

今年春节前，北京车主张女士通过
“宝驾租车”，将自己新购买的爱车出租给
了一位谭姓“租客”。3 天后，张女士发现
被骗并向警方报警。民警以诈骗罪立案，
发现车辆已经以 5.5万元的价格被抵押出
去。虽然通过车上的“宝驾盒子”很快找
到了涉案车辆，但张女士马上要回爱车的
希望却没能实现。

私家车是一种价值较高且具有流动
性的私有财产，车主是否愿意把车辆租给
陌生人，对中介的信赖度是一个关键因
素。为赢得更多车主的信赖，我国各大
P2P 租车平台都有一套租户审核和风险
控制体系。“比如，宝驾租车采用人脸识别
技术，将租户的个人信息与公安部门的身
份证信息进行比对、识别，保证租户个人
信息的真实性，同时通过互联网的大数据
分析，评估租户的信用级别。”但王梓冰看
来，还需要建立一个全国联网的汽车租赁
信 用 系 统 ，才 能 有 效 杜 绝 诈 骗 案 件 的
发生。

由于共享租车刚刚兴起，有关法律
法规也不是很完善，目前主要依靠租赁
平台的自由发挥来平衡各方利益。有关
专家认为，一些发展成熟的租车公司已
经拥有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但行业目
前仍处于良莠不齐的状况。例如，车辆
租赁合同尚无统一格式和规范，租车价
格也并无行业标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
所执行主任陈锋就此建议，相关部门应
针对共享租车行业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立
法进行完善。例如中介机构的收费问
题、租赁费用的税收征收问题、如何建
立租客信用共享机制以及共享租车保险
费率的定价问题等。

东创建国汽车集团副总裁刘伟表示，
私家车共享是一种新兴模式，仍处于初期
发展阶段，可能会存在一些对车主或者租
车人的权益保障漏洞。但任何事物的发
展都有一个过程，私家车共享给其他人带
来了更多的便利，也给车主们带来了相对
稳定的收益。从长远来看，它或将成为人
们的一种重要出行方式。

山东青岛市大学路因位于中国海洋大学门前而得
名。这条马路及周边街道以德式建筑居多，都有上百年
的历史。过去，这里非常清静，虽然与青岛的栈桥、海水
浴场等景点相隔不远，但少有游人踏入。但如今情况发
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游客在此徜徉。游客的增多，带来
的是消费需求的增加。

“6 年前，这里才有了第一家咖啡馆。”江苏路街道办
党工委书记王建告诉记者，“但近几年，咖啡馆的发展呈
加速趋势，去年年底以来，一下子就冒出 20 多家。”已在
大学路上开了第二家咖啡店的郝先生对此感受颇深，他
告诉记者，他的第一家店叫“咖啡空间”，收益不错，尤其
是旅游旺季，常常一座难求，于是在这条街上他又开了第
二家店“沙朴空间”。

“青岛老城区能够成为时尚消费的热点，说明人们开
始追求惬意的慢生活了。”王建分析说。

记者发现，到大学路周边的游客就是看中了这里的
氛围，在此开店的商家也是如此。“你在其他地方见过这
么粗的梧桐树吗？这里最能代表青岛的本土文化，这就
是我将咖啡店开在这里的理由。”彼岸甜品馆经营者怡
萱说。

“几年前，我们曾拿出一个方案，准备重点推动大学
路咖啡街发展，但又放下了，就是觉得要充分尊重市场的
发展，不能让行政力量过多干预市场的兴起。”王建告诉
记者，现在街道正积极将大学路咖啡特色街纳入旅游等
相关信息平台，设计制作咖啡街标识路标、画册以及明信
片等宣传资料，让具有韵味的青岛老街吸引更多游客，

“同时，我们还将积极引进文化艺术等产业，进一步丰富
产业业态，让这种都市慢生活更有持续性”。

城市慢生活受到青睐

老城区渐成消费热点
本报记者 刘 成

共享理念推动用车模式变革
车 夫

“共享经济”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

词汇。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实时在线需

求的不断增长，共享经济模式在汽车领

域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突出表现在

用车市场。出门打车、拼车，一个 APP 就

轻松搞定；摇不着号又想体验驾驶乐趣，

可以很方便地租辆自己喜欢的车。一夜

之间，人们的用车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以凹凸、宝驾等带来的汽车共享租

车模式为例，通过下载手机 APP，租客通

过手机就可完成线上选车、线上预约以

及线上支付。与传统租车方式相比，P2P

租车体现出巨大的便利性，而且相对传

统租车行业，P2P 租车的价格也便宜很

多，至少便宜 30%以上。

用车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背后，是

一大批打着“共享经济”旗号的租车网

站及手机应用软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而且渐渐分化出多个流派：一类是提供

司机的租车模式，如 Uber、易道等；一

类是区别于传统按天计费的分时租赁模

式，如车纷享等；一类是个人对个人，

不提供司机，将私家车出租出去的 P2P

租车模式，如凹凸租车、宝驾租车等

等。实际上，这几种约车模式都可以归

于共享经济，只是这些约租车模式利用

了互联网的强大连接能力，实现了大规

模的社会化共享。

更重要的是，上述经营模式中的每

一类，都已在较短时间内浮出一批代表

性企业，并获得资本的青睐。借助资本

的力量，这些企业在市场上大肆跑马圈

地，成为推动汽车共享的重要力量。

汽车共享所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

以 P2P 租车为例，即使笔者这样一个对

公司经营并不熟悉的人，似乎也能看出

一点门道。相对传统租车业务，它们不

需要采购、维修保养车辆等前期投资成

本，使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成本管理新

兴的市场资源，并把它们投入市场，在

保证自己收益的同时，让利于车主和租

车人，不仅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

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和汽

车尾气排放等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多赢

的买卖。

不过，也要看到，我国推行汽车共享

仍面临着较大社会难题。目前，各共享租

车平台有私家车数十万多台。这个数字

与全国私家车的总数相比，仍然只占很

小一部分。为什么？除了社会信任度相对

较低外，主要还是观念的问题。

破解这一难题，在汽车消费上就要

倡导“重使用、轻拥有”的观念。事实上，

在北美、欧洲等成熟市场，汽车所有权已

经不成为一个问题，是否实际拥有汽车

并不是消费者最大的考虑因素，他们已

接纳更多元的用车模式，而这正是我们

所要学习和借鉴的。

共享租车在我国要大范围普及，受

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还需要相对较长的

时间。因此，市场各方需要对共享租车

付出更长的时间和耐心，需要更大规模

的资本注入。当前来看，好的服务和完

善的保障制度是共享租车能否持续快速

发展的关键。

在北美、欧洲等成熟市场，

是否实际拥有汽车并不是消费

者考虑的最大因素，他们已接

纳更多元的用车模式。在汽车

消费上，我们要倡导“重使用、

轻拥有”的观念

共享租车在我国要大范围

地 普 及 ，受 到 很 多 因 素 的 制

约。因此，市场各方需要对共

享租车有更多的耐心

顾客正在选购河北易县生产的杂粮礼盒。近年来该

县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各种农副产品走俏市场。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