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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押金挪用风险 助力信用体系建设

“免押”
成共享单车竞争新趋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我国特殊食品年产值达6000亿元
本报记者

随着市场格局基本稳定，
共享单车企业力推“免押金”，
一方面是为了降低用户的尝
鲜“门槛”，争取更多用户，满
足用户体验；另一方面，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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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免押金并非新鲜事，但最
近从行业巨头到新晋品牌的不断发声，
令其再次成为话题。哈罗单车宣布芝麻
信用分高于 650 分的用户全国免押，摩
拜以及滴滴自有共享单车品牌青桔同样
试水免押金，ofo 小黄车晒出信用免押金
一周年成绩单：一年来累计为近 3000 万
人 免 押 金 ，为 用 户 提 供 10 亿 次 免 押 骑
行，节省押金超过 40 亿元。来自芝麻信
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份，已经有
近 50 个城市的 4800 万用户累计免除共
享单车押金 98 亿元。
免押金何以成为共享单车的竞争新
热点？信用免押沉淀下来的海量数据，
又将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带来什么？

直击行业“痛点”
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
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共享单车用户
规模已达 2.21 亿，以主流共享单车企业
人均押金为 99 元至 299 元来估算，共享
单车用户的押金存量规模约为 200 亿至
600 亿元。
这笔数额巨大的押金曾经对共享单
车企业极为重要。据不完全统计显示，
2017 年共享单车领域融资金额达 258 亿
元，这是一个“烧钱”的行业。正因如此，
不时有共享单车企业挪用押金的传言见
诸媒体，占用押金甚至成了有些企业独
特的盈利模式。
“因为这些共享单车企业一共才投
入了 2000 多万辆共享单车，以此计算一
辆单车对应 10 份押金的话，这就形成了
金融杠杆，哪怕买货币基金也能产生一
大笔利息。”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告
诉记者。此外，押金还能为共享单车企
业带来黏性，确保留住用户。
不过，押金也因此成为了共享单车
的 行 业 痛 点 。 2017 年 下 半 年 ，包 括 悟
空、町町、3Vbike、小鸣、酷骑、小蓝等在
内的多家共享单车都遭遇了押金退还困
难。共享单车的押金退还难甚至成为了
今年央视“3·15”晚会的热门话题。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
“ 押金
问题是 2017 年共享单车领域重点关注
话题。对于单车的押金监管，我国缺乏
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平台倒闭致
使用户押金无法退还，用户却无法通过

有效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了用
户体验的大幅度降低。”
投诉也因此产生。来自工商总局的
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
门共受理租赁类投诉 3 万余件，是 2016
年同期的 8.9 倍，64.6%的投诉均指向共
享单车，在已经处理的租赁服务类投诉
中，涉及合同问题投诉 2.48 万件，占比高
达 78.1%。
由此可见，随着市场格局基本稳定，
共享单车行业的头部优势逐渐显现，中
小玩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共享单车企
业力推“免押金”，正是为了降低用户的
尝鲜“门槛”，争取更多用户，同时不断提
升共享单车用户的体验，为用户提供更
为优质的服务。比如哈罗单车方面就表
示 ，自 推 出 全 国 免 押 后 ，用 户 数 上 涨 了
70%，日订单上涨了 50%。
另一方面，免押金也是为了响应监
管要求。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
共享单车企业采用免押金方式，并明确
押 金 要 专 款 专 用 ，接 受 主 管 部 门 监 管。
今年 2 月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
也表示，交通部已经和人民银行等部门
开展针对共享单车的调研，监管内容已
基本成熟，将于近期发布。

催生信用经济
在另一个维度上，共享单车的免押
金也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贡献着海量
数据。芝麻信用《全国城市信用免押服
务报告》显示，自 2015 年 1 月份推出，到
2017 年 3 月份的 26 个月间，芝麻信用在
全国 381 个城市开启信用免押服务，累
计 用 户 达 到 2000 万 ；从 去 年 3 月 份 开
始，随着 ofo 小黄车等共享单车企业陆续
与芝麻信用达成合作，仅仅过了 8 个月
后，芝麻信用用户就实现翻番式增长，突
破了 4000 万。
“共享单车、充电宝这些低价值、难
变现、广覆盖的产品成为分享经济信用
免押的先锋，是普惠性的信用服务。用
户通过使用这些服务积攒了海量数据，
也建立起了使用习惯，分享经济从此可
以向更多场景延伸。例如，你现在甚至
可以免押金租一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或者给小朋友租玩具。”芝麻信用共享经

济行业总监陈玲玲说。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信用助力分
享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同样指出，以免押
金为代表的一系列信用服务，正在促进
分享经济迎来“指数级”增长，推动信用
免押金成为分享经济新趋势。
“ 信用的乘
数效应得到充分体现。”国家信息中心分
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表示。
信用对分享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
国内外同样明显。在美国，共享住宿巨
头 Airbnb（爱彼迎）通过添加社交关系链
构建信用评价和参考体系，使得这家成
立 3 年来一直囿于小众的公司，在推出
信用机制后的 2011 年增长了 800%。
“信用是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新
经济发展的引擎”，芝麻信用总经理胡滔
认为，
“ 未来 10 年，中国的城市都将成为
信用城市，
‘ 信用+’是下一个 10 年最大
的红利”。
不同领域的企业都在加紧建设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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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分行

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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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分行
哈尔滨开发区支行
哈尔滨开发区支行
哈尔滨开发区支行

黑龙江省龙钢兴达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佳运贸易有限公司
伊春市佳信贸易有限公司
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
庆安帝圣矿业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市龙辰物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黑河市佳诚贸易有限公司

9

绥芬河支行

绥芬河市兴合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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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阿城支行
哈尔滨阿城支行
哈尔滨太平支行
牡丹江分行
海伦支行

西林钢铁集团阿城钢铁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德广经贸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长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牡丹江新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三合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

15

香坊支行

东北变压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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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分行
大庆分行
大庆分行
抚远支行
佳木斯分行

大庆展华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大庆市大正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大庆市腾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抚远县佳慧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佳木斯中天地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体系，信用数据的打通和共享，进一步提
升了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信用体系的完
备性，为新经济的孵化和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社会和制度环境。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的提升，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消费者，信
用和共享单车企业之间也在发生着更为
良性的“化学反应”。
ofo 小黄车联合创始人于信说：
“我
们根据 ofo‘ 奇点’大数据系统采集的报
修订单量数据，在武汉和长沙开放信用
免押金后，两座城市的报修订单量均出
现明显下降，平均降幅在 10%左右。此
外在遗失物品寻回上，2017 年初遗落物
品找回成功率平均约为 5%，月均最高水
平也未超过 8%；目前平均成功率已升至
16%，月均最高水平已达 20%。由此可
见，综合性的信用机制还起到了有效的
文明引导作用，共享单车是中国互联网
信用体系建设的推动者，也是互联网信
用体系的受益者。”

哈罗单车力推全面“信用免押”
本报记者

王轶辰

近日，哈罗单车宣布对芝麻信用分
650 分以上的用户免押金，通过支付宝
“扫一扫”即可骑行。记者了解到，虽然
此前部分共享单车企业试行免押金，但
大多仅限于个别城市，而哈罗单车在全
国首次全面实现信用免押。专家表示，
这说明共享单车已经从单纯比拼投放
数量，逐渐转向比拼用户体验。
“哈罗单车开了个好头。这标志着
依靠腾挪用户押金来维持经营的不健
康模式可以根治。还在收取押金的单
车企业应该感到压力。”一位互联网资
深人士说。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交通项目部
主任刘岱宗表示，企业收取押金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确保消费者不故意损毁单
车，维持运营秩序。要达成此目的，还
可以通过建立消费者信用体系和正向
激励等手段，这将容易被消费者接纳。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刚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长 融 金 诺（北 京）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与长融金诺
（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
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正摄

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30 日

钱箐旎

郑

彬

同样认为，使用支付宝等信用担保方
式，可以减少用户风险，凸显了社会信
用体系在互联网经济下更为重要的作
用。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完善，押金担保
方式或将被逐渐淘汰。
哈罗单车 COO 韩美说：
“ 接下来我
们会继续加大单车在更多城市的投放
量，预计到年底信用免押可辐射 1.6 亿
用户，免除押金超过 300 亿元。”
IDG 资本董事楼军表示，分享经济
本质是更加高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在这
个过程中，信用体系的搭建和完善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随着信用体
系的搭建和完善，社会发展中就会出现
许多新的商业和经济模式。
ofo 联合创始人于信表示，共享单
车是分享经济的典型业态，也是中国互
联网信用体系建设的推动者。ofo 会
继续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推动传统信用
向互联网信用升级。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 2015 年 10 月 21 日的本金余额、利
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0
号楼 8 层 801
联系人：刘浩
联系电话：13796688833

担保人
保证人：苗青远、苗喜英、西林钢铁集团阿城钢铁有限公司、伊春市佳信贸易有限公司、陈会江、曹曼华、
哈尔滨佳运贸易有限公司、李鑫、黑河市佳诚贸易有限公司、逊克北方贸易有限公司、绥芬河市兴合经
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方立彬抵押物为机器设备
保证人：
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韩冰、
张忠英、
吕波、
肖杰
保证人：西林钢铁集团阿城钢铁有限公司
保证人：西林钢铁集团阿城钢铁有限公司
保证人：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苗青远、苗喜英
保证人：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绥芬河海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深圳品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
品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方立彬
保证人：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苗青远、苗喜英、哈尔滨市德广经贸有限公司抵押物为房产、土地
保证人：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
任法现抵押物为：
土地使用权、
在建工程（商铺、
住宅）
保证人：李予倩、龙健、王学新、朱文兵抵押物为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商铺、住宅）
保证人：沈阳三合浸渍纸有限公司抵押物为土地、机器设备、厂房、办公楼、仓库等
保证人：
王健、
金朝英、
赵玉文、
宇昊财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天琪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债务
人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物为办公楼抵押物为土地、
厂房、
办公楼等
保证人：昌图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抵押物为土地、办公楼、职工公寓、厂房、仓库及机器设备
保证人：赵传文、曹砚铭、大庆市三环钻井有限公司
保证人：辛春波、李秀敏
保证人：张凯华、施晓海抵押物为房产（商铺）
保证人：
曲龙飞、
李洪峰抵押物为土地、
房产（商服）

本金余额

单位：人民币 元
利息余额

682,064,617.61

33,629,604.28

14,914,804.74
0.00
0.00
194,981,540.09
14,556,085.42
24,257,744.55
0.00

1,550,053.08
9,887,063.75
7,179,888.57

155,143,111.00

8,291,710.00

276,331,571.53
0.00
149,999,944.30
79,988,560.90
11,900,000.00

3,944,115.44
18,091,093.02
14,528,652.98
6,625,647.63
953,992.92

108,999,998.47

5,637,932.92

260,000,000.00
99,993,064.16
27,450,000.00
2,000,199.13
15,000,000.00

11,261,150.19
13,975,620.33
422,908.39
160,227.27
730,222.12

2,107,206.41
2,911,929.15
3,290,356.46

吉蕾蕾

作为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殊食品产业
迎来了加速发展期。3 月 28 日，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特殊食品 （保健食品、婴幼儿配
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及婴幼儿辅食、益生
菌等） 年产值约 6000 亿元，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由于健康需求的迫切且多样化，中国特殊食品市场
发展潜力巨大。”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
说，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人们的观
念正在从吃得饱、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向均衡营养摄入、
利于身体健康的方式转变；从有病治病向无病预防、提高
健康质量转变，这都将促进特殊食品产业迅猛发展。同
时，我国的特殊食品消费市场在原料供应、产品加工等方
面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特殊食品产业的迅猛发展与政策利好密不可分。
2015 年 10 月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新修订的 《食品
安全法》 也历史性地明确了特殊食品的法律地位，为特殊
食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法律基础与政策保
障 。 2016 年 发 布 的 《国 民 营 养 计 划 （2016—2030） 》，
既为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保障食品安全作出明确规
划，也为特殊食品产业勾画了发展蓝图。“可以说，现在
是中国特殊食品产业发展最好的时代，我们迎来了一系列
重大政策利好，这将为行业发展增加动力。”刘学聪说。
与此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食品管理制度以及食
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监管体系已经建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据了解，我国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制度已经实行了 20
年，约 1.6 万个产品获得批准。现行注册与备案的双轨管
理制度，也为产品准入、市场发展提供了强大活力。此
外，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形成了
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实现了注册管理的平稳过渡。
“由于特殊食品用于婴儿、病人等特殊人群，更加需
要维护与保障其食品安全。”刘学聪说，在各界的共同努
力下，中国特殊食品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产业环境日趋向
好，安全指数逐年攀升，消费者信心不断增强。据统计，
2017 年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合格率达 99.1%，保健食品
监督抽检总体样品合格率达 98.1%，特殊食品安全达到历
史最好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特殊食品行业仍存在欺诈和虚假宣
传、功能科学评价争议以及违法营销等社会问题。刘学聪
表示，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行业中的优势企业应当凝心
聚力，对照要求树立标杆，通过健全的质量管理和过硬的
产品质量在更加开放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席位。特殊食品企
业也应当加强行业监督，通过有序的市场竞争逐步挤出不
合格企业，逐渐形成良性循环的市场竞争环境。未来，中
国特殊食品产业将在严格规范中谋求发展，婴幼儿配方乳
粉的品牌价值将进一步凸显，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将成
为产业发展的新蓝海。

智能视频音箱新品发布

对话式AI或成人机交互新潮流
本报记者

佘

颖

3 月 26 日，百度与其投资的“小鱼在家”联合发布了智
能视频音箱“小度在家”。这款智能音箱配有 7 英寸触摸
屏，搭载百度 DuerOS 对话式 AI 操作系统，使用体验明显
优于没有搭载触摸屏的产品。在记者和“小度在家”对话的
过程中，它会随时给出智能提示，如播放音乐时，屏幕会提
示“下一首、收藏这首歌、打开我的播放列表”等语音指令。
自亚马逊 echo 推出之后，市面上各种智能音箱呈“泛
滥”之势。谷歌推出“Google Home”，苹果推出“HomePod”；国内则有阿里“天猫精灵”、小米“小爱同学”、腾讯
“亲见 M10”。2017 年 5 月份，亚马逊推出带有屏幕显示功
能的 Echo Show，引领了智能音箱搭载屏幕的新潮流。
“智能音箱搭载屏幕的最大优势在于一目了然。”百度
度秘事业部总经理景鲲认为，这有助于解决与智能音箱语
音交互时记不住“命令”的痛点，
“把智能音箱看作小型智能
电视，强化内容消费，增强其通讯能力，都是智能音箱用户
的刚需”。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智能音箱没有配置屏幕，这主要是
由于成本太高，市场接受度有限。
“小度在家”补贴后的预售
价是 599 元，基本接近其他厂家不带视频功能的智能音箱，
只能勉强覆盖其物料成本。
百度为什么要冒着成本飙升的风险增加一块屏幕？业
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不仅是为了丰富使用场景，使得交互体
验更加便捷，而且是为了多一个流量入口，可以把各种广
告、娱乐、购物和视频资源更直观地推送到用户眼前。对于
一直没有找到成熟商业模式的人工智能来说，这可能是最
便捷、最直接的变现模式。
IDC（国际数据公司）日前发布的《对话式人工智能白
皮书》预测，人工智能时代，对话式 AI 将成为人机交互的必
然趋势；未来的人机交互将融入视觉、触觉等多种交互方
式。未来 12 至 24 个月，有意向使用对话式人工智能的终
端用户将大幅增长。
“小度在家”能为百度拿下人工智能时代的流量入口
吗？业内人士认为，这可能要取决于百度 DuerOS 系统吸
引的第三方应用开发者，谁能聚集起最多的人工智能应用
开发小伙伴，谁就更可能赢得未来。
据介绍，
“ 小度在家”目前整合了蓝港、果壳网、平安好
医生等第三方应用，拥有 3000 万条短视频、1400 万条百
科、50 万首儿童故事、100 万部相声小品戏曲、100 万道菜
谱、上亿条母婴知识等海量资源。百度 DuerOS 系统智能
设备激活量突破 5000 万，月活跃设备量突破 1000 万，累
积回答问题数为 24 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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