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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城市，有一群人，穿街走巷，
维护共享单车的交通秩序。

日前的一个晚上，记者在广州市惠
福西路碰上了江宇翔等8人。这群年轻
人手持手电筒，一路寻找被隐匿的单
车。

“违停乃至上私锁的现象太多了，
全部管肯定顾不过来。”江宇翔说，他们
抓最“可恶”的，就是将共享单车搬到封
闭小区或者地下停车场的使用者。

在华富大厦小区，隔着封闭的社区
小门，几辆摩拜单车被发现藏在阴暗角
落。正当大家“解救”这几辆单车时，小
区保安主动上来爆料：“地下停车场还

有呢！”大家随其前往，果然发现两辆摩
拜和两辆ofo。

在一家烟酒店，一辆摩拜单车被人
搬进了店面，放在柜台旁，大家在是否
拍照举报和挪车问题上纠结良久——
他们不愿与店主发生冲突。

这些维护共享单车秩序的热心人，
在网上一般被叫做“摩族猎人”。由于
摩拜单车最早开展共享单车业务，在信
用规则、举报反馈机制等方面先行一
步，目前，江宇翔等热心人士以摩拜单
车为主要维护对象，兼顾 bluegogo、ofo
等。

3月23日，摩拜单车公司宣布推出

“红包车”，用现金激励用户参与运维。
而此前，“摩族猎人”就出现在城市

街头，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淘宝业主，
有金融学者，有快递员，有艺术家。加
入这个群体后，他们给自己冠上“骑兵”

“侦察兵”，或“突击手”头衔，负责拍照
举报，或移车。大家“出猎”的共同原因
是对不文明用车行为的义愤。

“一开始是体会到共享单车的便
利，后来发现车子越来越难找。”网名叫

“koey”的“摩族猎人”说：“遵守游戏规
则很重要，否则大家最后都没得玩。”

“koey”下班后会在附近街巷溜达，矫正
违停。

“如果共享单车都被藏进巷子里或
者院子里，路上流通的车就少了，逼着
公司过度投放。”江宇翔说，“我们举报
和挪车，希望车辆可以正常共享，保证
用车人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但“摩族猎人”不愿与共享单车公
司挂上钩，也不愿被称作“志愿者”。江
宇翔说，不愿背上太沉重的包袱。

“摩族猎人”摸索出一些小窍门，如
晚间“出猎”，带上手电筒、补光灯，将车
牌照亮，以便拍摄清晰的照片上传举
报。

江宇翔说，全国“摩族猎人”约有
2000人，每天举报违停车上万辆。而最
新数据显示，仅在广州一地的共享单车
已超过40万辆，全国范围内有数百万之
巨，所“猎”在共享单车中不过沧海一
粟。毕竟，文明的共享人总是多数。

“城市猎人”守护共享单车

近日，共享单车的押金问题受到
社会关注。2017 博鳌亚洲论坛期间，
一些单车企业负责人在接受“新华视
点”记者采访时表示，正等待有关部门
作出决定，希望能尽快有明确规定，把
这笔钱放在公众认为安全的地方。

尾数偏爱“9”和“8”，各家押
金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共享单车又出新品啦，装了五
款，押金要上千。”“为啥押金充起来能
秒充，退起来那么费劲？”“这公司倒了
的话，押金不会也没了吧？”……随着
共享单车日益成为部分城市居民生活
的一部分，有关单车押金的话题愈加
受到关注，而多家标杆企业受访时语
焉不详，并没有消除公众疑虑。

记者调查发现，共享单车押金已
形成相当规模的资金池，具有金融属
性，而共享单车企业眼下并未形成盈
利模式，押金潜在风险不可忽视。

家住上海的周女士对满屏共享单
车 App 如数家珍：摩拜单车押金 299
元、ofo和小蓝都是99元、优拜298元、
小鸣199元……

各家共享单车企业虽然收取押金
的标准不一样，但押金尾数多是“9”或
者“8”，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图个吉
利。摩拜公司称，押金 299 元是“参考
了市政公共自行车的押金标准”；ofo公
司回应称：根据用户的接受范围和单车
维护成本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制定
了99元的押金；优拜公司则用7个字回
答这一问题：车辆的制造成本。

各家共享单车企业掌握的押金量
究竟有多大？摩拜称，现阶段该公司在
全国超过30个城市运营，投放超过100
万辆单车，带动超过 4 亿人次的出行，
注册用户已达数千万量级。仅以1000
万注册用户计算，摩拜掌握的押金就接
近30亿元。ofo公司表示，截至3月初，

ofo注册用户达2500万人。如果每个用户都交押金，那
么ofo掌握的押金量大约为25亿元。小蓝单车和优拜单
车的注册用户数据各自称突破500万人和100万人，押
金量理论上分别为大约5亿元和3亿元。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各家共享单车公司注册用户准
确数量难以确定，但保守估计总押金量在60亿元左右。

当前押金池监管权责规定普遍不明

随着共享单车企业迅猛增加，押金池数额庞大的资
金如何处置普遍受到关注。

参加2017博鳌亚洲论坛的ofo单车CEO戴威表示，
ofo单车2015年9月上线伊始并未设置押金，99元押金
是去年进入城市市场之后开始设置，“我们运营模式诞
生时并没有押金，目前针对学生也都是不收押金的。”

戴威表示，ofo公司目前已经收取的押金“一分没有
动”，“我们也在等待有关部门决定，希望能够尽快出台
一个明确的规定，我们就会把这个钱放进去。因为这不
是ofo商业模式中对我们有重要影响的一件事情。”

摩拜单车CEO王晓峰表示，该公司与招商银行合
作设立押金专户，保证所收押金专款专用。

民商法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
教授称，“收取押金的行为到底是正常的质押还是变相
集资，必须先有所判断。如果属于后者，没有特定授权
和程序则可能涉嫌违法。这些都需要金融监管部门来
判断。”

记者联系海南、上海、江西多地银监部门与交管部
门，相关部门都表示，由于当前押金池监管权责规定不
明，尚未开展相关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
院副院长杨东认为，单车押金从法律上讲属于物权法所
规定的“动产质权”。

物权法规定，动产质权是指债务人以担保债务履行
为目的，向债权人出质其动产，当债务人不能履行义务
或出现双方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就出
质的动产优先受偿。另外，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
经出质人同意，擅自使用、处分质押财产，给出质人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换言之，企业将客户押金用于投资理财的，应当取
得客户同意。投资收益的分配应与客户协商一致后决
定。对于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动用客户押金的，损失应
当由企业承担。”杨东说。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认为，共享单车企业
如果将押金用于经营和投资，可能面临风险，一旦经营
失败，就会给消费者造成损失。“本是一对一的租赁模
式，变成了一对多的押金，就产生了金融属性，应该由第
三方监管。”他建议，应该像第三方支付那样，实现银行
监管，缴纳一定比例备付金。

牢记“这是别人的钱”，专家呼吁政府介入监管

实际上，不少共享单车龙头企业已经开始探索对押
金采取第三方监管。摩拜方面说，今年2月摩拜与招商
银行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继续加深和完善在押金
监管方面的合作，确保押金 100％安全；ofo 方面表示，

“有个专门账户进行存管，专款专用”；优拜方面称“押金
由银行监管”。

受访共享单车企业均提到确保押金“安全”，但都没
有明确回答有没有使用押金进行投资理财。

也有一些共享单车企业宣布“有条件免押金”政
策。永安行第一个“吃螃蟹”，后有ofo单车跟进。戴威
称，目前正与蚂蚁金服、芝麻信用合作，在上海地区试
点，650分以上免交押金，“未来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让
用户能够更低门槛地来使用”。

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兴起的免押金模式，无疑将使
共享单车行业竞争更为残酷，行业洗牌似乎不可避免。

“市面上共享单车公司越多，政府进行监管的迫切性就
越大。”刘春彦说，一旦有共享单车公司出局，消费者支
付的押金就面临风险。政府应当尽早采取措施，防止企
业把经营失败后的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他提醒相关企
业应牢记“这是别人的钱”。

杨东认为，工商部门和消费者协会应该从各自工作
角度规范、约束共享单车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共享单
车行业应组成一个专门的协会，制定相关的自律公约。”

专家认为，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和绿色经济的产
物，需要市场、政府和消费者携手努力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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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强势推动、“一个星期出现一个新品牌”、年底用户或达5000万……共享单车成为今年最热门
的投资风口之一。但短时间商业模式的“几何式”复制也带来诸多管理难题，停车乱、“潮汐现象”、资金
池等制约着共享单车的发展。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在行业积极制定标准、政府加强监管的同时，企业也
在“自救”，求解管理难题。效果如何？能打几分？

共享单车企业求解管理难题
“自救”能打几分？

GPS定位加“电子围栏”，应对停车难题

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比达咨询发布的《2016中国共
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预计，今年底全国共享单车用户
数将达5000万。仅仅在上海，从2016年初至今已经投
放了约45万辆共享单车。

与规模迅速扩张相伴生的，是停车乱的问题日益凸
显。在各地政府加强监管，行业协会出台自律措施的同
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共享单车企业，也在寻求解决办法。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摩拜单车和小蓝单车的智能
锁可以通过GPS定位技术，来辅助规范停车。

摩拜单车CEO王晓峰说，借助GPS定位技术，摩拜
单车建立了信用分机制，每次文明骑行、有序停放加1
分，不文明骑行被举报扣20分，信用分低于80分，骑行
费用每小时高达100元。

小蓝单车首席战略官陈怀远认为，停车问题最终需
要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人的监控是有时间限制的，可实
时定位的GPS技术或许有望解决这个问题。

小鸣单车CEO陈宇莹告诉记者，小鸣单车在广州
投放了“电子围栏”，在规定停车区域埋设发射器，通过
与车辆蓝牙锁交互，实现“围栏”功能。比如，在高密度
用车区域，每隔200米划出电子围栏停车区，通过APP
引导用户停车，不按规定停车将不能锁车，不结束计费。

专家点评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

松指出，目前不少共享单车企业还没有实现GPS定位，
或者线下运维人员力量不足，单方面实现车辆有效管理
有一定难度。只有企业、行业、政府、用户多方共同努
力，才有可能拿出解决共享单车停车问题的有效方案。

“天眼系统”“红包游戏”，求解“潮汐现象”

针对早晚高峰时段，共享单车集中在地铁
口或居民区的“潮汐现象”，一些共享单车企业
相继推出新的停车引导方式。

3月23日，“摩拜红包车”在全国上线。用
户打开摩拜单车APP，除了能看到周围可供使
用的摩拜单车外，还会发现红包图标。有效骑
行这种车超过10分钟，即可获得最低1元、最高
100元的现金红包。

摩拜单车产品研发负责人邹嘉说，希望通
过这种“红包游戏”，让广大用户参与到单车运
营调度中，提升车辆运转效率，缓解“潮汐现
象”。

小蓝单车则通过加快运维调度，应对“潮
汐”问题。“北京运营人员按照供需热力把北京
划为 732 个区块、5124 个‘潮汐’点，实时监测

‘潮汐’点的需求流出速度和流入速度，通过算
法实现准确调度，让车辆在使用高峰前的15分
钟出现在有需求的地点，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
务。”小蓝单车副总裁胡宇沸说。

专家点评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物流联盟专家委员会主

任黄刚认为，解决“潮汐现象”是共享单车企业
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目前企业推出的多种
服务方式，只能作为辅助手段。“潮汐现象”的根
本解决，需要从破解“城市病”的思路入手，多措
并举。比如加强城市规划中的职住平衡，统筹
协调多种出行方式等。

巨额资金池引质疑，“信用解锁”正在兴起

摩拜单车押金299元，ofo单车押金99元，小蓝单
车押金99元……大部分共享单车使用前需要缴纳押
金。随着投放量增加，且单车押金有“一车对多用户”
的属性，不少用户对共享单车企业巨额押金池表示担
忧。

对此，一些受访的共享单车企业表示，对押金和余
额分别设立了账户，专款专用。有企业反映，一方面，
用户押金可能随时提取，企业很难将其用作短期理财
用途。另一方面，多数企业也不太愿意破坏行业存在
的基础——用户的信任。

对押金加强“自我管束”的同时，一些共享单车企
业开始尝试以信用分替代押金。3月16日，ofo与芝麻
信用达成战略合作，ofo上海用户芝麻信用分值在650
分及以上者，无须缴纳99元押金。ofo认为，“信用解
锁”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在此之前，永安行已经不收押
金了。

“随着互联网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共享单车最
终有可能抛弃收取押金这种方式。”陈怀远说，损坏或
者盗窃单车的用户，会影响其在平台的信用记录。

专家点评
中消协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指出，单车如果

成为一种融资工具，可能带来金融风险。目前各共
享单车企业对于资金监管信息披露得较少，这笔钱
是放在账户里不动，还是由银行代为投资，消费者有
知情权，共享单车企业有义务披露更详细的信息。
此外，企业信用记录如果能与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实
现信息共享，就会带来更有力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