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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共享单车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环保、 可持续的， 但对其环境后果和社会

后果的评价必须结合共享单车行业的历程， 剖析当下共享经济的社会环境。 本文应

用并整合贝克的概念类型框架指出， 共享单车就其本质属性而言属于商品交换， 具

体而言是分时租赁，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享，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经验层

面， 其社会可持续性难以立足。 基于对 ｏｆｏ、 摩拜急剧兴衰的检视和共享单车的社

会环境分析， 本文认为共享单车虽然方便城市居民短距离出行， 但业已造成的资源

浪费和社会问题， 使得其 “绿色环保” 的承诺成为表面光鲜美丽的致幻剂。 共享单

车案例给共享经济以及其他领域未来战略转向的教训是： 借助智能手机和网络平

台、 以 “共享” 和 “环保” 的美名操控资本、 资源和网民， 极可能浪费资源、 污

染环境并侵害社会机理， 这些恶果远比表面上的消费者公德缺失、 治理失序等问题

更为关键和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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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共享单车的关键问题： 环境可持续性与

社会可持续性

２０１５ 年底出现的共享单车因能有效满足城市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成为继公共

交通之外另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大众出行工具。 据 《中国国内的自行车共享产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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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 称， ２０１６ 年， 自行车共享的使用者数量达 ２０３０ 万人， 市场规模

达 １１ 亿 ５０００ 万人民币。 ２０１７ 年， 市场上共享单车的数量已超过 ２５００ 万辆。① 另一

说法是， ６０ 家左右的企业拥有 １６００ 万—１８００ 万辆通过智能手机 Ａｐｐ 接入的共享单

车。② 在公众欣喜地享受着共享单车便利性的同时， 相关企业也因共享单车契合绿

色环保的理念被社会各界所赞誉， 共享单车行业巨头之一摩拜 （Ｍｏｂｉｋｅ） 曾获得全

球环保领域最高奖项———由联合国环境署颁发的 “地球卫士”。

然而在共享单车企业竞相公布高达上百万吨减排量、 高调宣扬共享单车环保效

果的同时， 大量闲置及损坏报废的共享单车却给城市治理、 资源及环境带来了新的

压力。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一组名为 《无处安放》 的摄影作品被各个权威媒体争相转载。

摄影师吴国勇用照相机记录了 ２０ 个城市 ３２ 个共享单车坟场的真实情景， 成千上万

辆闲置的共享单车如垃圾般随意堆砌在城市的偏僻空地上无人处理。③ 《新周刊》 题

为 《共享单车死得有多惨， 就有多活该》 的文章指出， “共享单车的大败局， 是中

国创业史上最疯狂的试错……共享单车曾经有多受欢迎， 现在就有多令人讨厌。 短

短两年间， 仓库里、 堆填区、 人行道边上堆积得如山如海的共享单车， 生生地造出

了一种新的地理景观。 昔日的共享经济代表， 如今已经成为城市垃圾的制造者。”④

这种恶果与前述绿色环保的大肆宣传和高调承诺以及随后所谓 “地球卫士” 奖形成

鲜明的对照， 讽刺意味独特。

分享经济项目组曾假设， 数字技术产品 （互联网、 社交网站、 社会媒体等） 消

费能力的差异会引起社会排斥及获取共享经济收益的不平等。 已有的共享单车研究

发现， 社会成员间日渐扩大的数字鸿沟和机会鸿沟使得女性、 ４５ 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 低收入、 低学历群体不能 ／不愿使用共享单车。 随着传统生活方式不断被数字革

命所淘汰， 这种鸿沟会不断扩大， 最终会形成一个被排斥在主流生活之外的断裂群

体 （王英、 王小波， ２０１８）。 从本文后面的分析可知， 首先， 这种假设看似有道理，

实则暗含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平台高高在上的价值观； 其次， 这种现象即便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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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经济相关问题中乃是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 最后， 如同西方有些国家反对无

现金社会一样， 未被数字革命所波及， 也可能是一种幸运。

有学者以无桩共享单车系统 （ｄｏｃｋｌｅｓｓ ｂｉｋ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ＢＳＳ） 为例， 指出

共享单车初创时期就曾遭遇使用者从共创价值到共毁价值的转变 （Ｙ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与此对应， 微信朋友圈的网文 《共享单车， 真是一面很好的国民照妖镜》

指责消费者通过上私锁、 刷漆等方式占为己用， 换涂二维码进行盗窃、 诈骗等社会

公德和公民素质问题， 这一粗暴论断以消费者为 “妖” 造共享单车之 “神”， 在很

大程度上掩盖了共享单车行业更重要的实质问题。 “在一些二三线城市， 共享单车

的丢失率高达 ９０％ ”①， 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 如果只追究消费者的责任， 显然忽略

了共享单车大肆扩张是否妨害公共秩序、 扼杀同行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经济、 是否适

合中国社会环境 （尤其中小城市） 等。

有识者已经认识到， “设计者的认识匮乏， 至少是共享单车使用过程中各种乱

象的重要诱因” （袁长庚， ２０１８）。 共享单车朝生暮死的历程还提出了更值得深思、

更关键的研究问题： 共享就能绿色环保吗？ 以共享为概念或幌子鼓动经济社会变革

会造成怎样的环境后果和社会后果？ 曾经的自行车王国在饱受汽车尾气等污染源造

成的雾霾之害， “让单车回归城市” 确实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但假如这种努力与社

会实际相悖， 这个口号就是一个致幻的毒药， 既不能让我们回到清洁而简单的 “美

丽旧世界”， 反而会伤害有传统积淀、 健康活跃的城市生活。 实践层面的风险和挑

战则是： 对类似交通工具的分享与共享， 或其他共享经济领域， 如何进行战略调整

和技术治理才能真正促进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 否则， 仅仅关注数字鸿沟造成的年

长消费者的边缘化、 国民素质低下损害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等观点， 即便符合事实，

也显然是舍本逐末。

共享经济之所以被预期为绿色环保， 是因为建立在共享可以降低新产品需求或

新设施建设的假设之上， 这个假设则也是基于沙发客 （ Ｃｏｕｃｈｓｕｒｆｉｎｇ）、 爱彼迎

（Ａｉｒｂｎｂ） 等较早出现的共享经济类型利用的是存量闲置资源这一事实。 但是由于共

享单车企业向市场上投放的单车全都由第三方生产商制造而来， 是使用新增资源、

新增能源而非闲置存量资源； 共享单车在生产、 运输、 维修、 回收等各个生命环节

的连锁效应都会产生一定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污染。 因此这种共享模式并不能实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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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节约、 达到环境可持续性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并且， 由于其伪共享、

真租赁的本质特征， 共享单车行业强暴入侵城市社会机理， 不是促进而是伤害社会

可持续性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二、 作为伪共享的 “共享单车” 产业： 一个简要的分析框架

在本科勒 （Ｂｅｎｋｌｅｒ， ２００４） 看来， 分享或共享 （Ｓｈａｒｉｎｇ） 指的是 “没有回报的

亲社会行为”。 贝克 （Ｂｅｌｋ， ２００７： １２６） 则把分享或共享界定为 “把我们的所有分

给别人使用的行为和过程， 或接受或取用别人的什么东西为我们所用的行为和过

程”。 主要根据这个界定， 贝克 （Ｂｅｌｋ， ２０１０： ７１７—７２２） 区分了三种行为： 礼物馈

赠、 共享或分享、 商品交易。 笔者结合上述中国共享单车的经验和教训， 把共享单

车的性质和特征纳入贝克的类型学分析中， 如下表所示。

　 　 表 礼物馈赠、 共享或分享、 商品交易

共享或分享 （ｓｈａｒｉｎｇ） 礼物馈赠 （ｇｉｆｔ ｇｉｖｉｎｇ） 商品交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原型 母爱、 好客 麦琪的礼物、 库拉圈 威尼斯商人、 商场、 网购

特征

不期待回报

现有物或服务、 无涉金钱
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心

实际上期待回报

可能涉及但不关注金钱
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共同体

必须回报、 对等交易

金钱的计算、 操纵和剥削
投资与回报、 患得患失

自行车为例
共有或共用自行车
借给别人用

结婚三大件
父子、 亲友之间的馈赠

“共享单车”：
生产新单车通过 Ａｐｐ 分时租赁

　 　 注： 根据 Ｂｅｌｋ， ２０１０： ７２１ 表格编制， 加波浪线内容为本文作者综合 Ｂｅｌｋ 原文内容和现实实际添加； 结婚

三大件指，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作为彩礼的自行车、 手表和缝纫机 （另一说是自行车、 手表和收音机） 等稀缺

商品。

根据这个分析框架， 很明显， 共享单车并不是利用现有的单车 （你的或我的），

而是动用新的钢铁、 能源、 水力、 工人、 工厂、 运输工具制造出新的单车来， 它反

而与已有个人自行车、 家庭单车和其他灵活轻便的代步工具竞争， 通过低价、 便捷、

新潮诱使人们喜新厌旧。 由此， 共享单车的供应商和生产厂家们， 如上海凤凰、 信

隆健康、 中路股份、 凯路仕、 富士达、 雷克斯、 喜德盛、 飞鸽等， 才被卷入并彼此

残酷竞争。 这些外部企业因被动卷入造成的能源、 水、 钢铁等原材料消耗与浪费，

６２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１９ ４



以及直接或间接的环境污染， 仅仅是共享单车外部性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共享单

车的突飞猛进， 带来并促进了相关企业的生产性消耗和社会总消费量的增长， 因而

是增加而不是减少碳排放的。 共享单车不仅不是可持续的分享方式， 反而是在浪费

资源并进而使业已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雪上加霜。 另外， 共享单车因借助网络平台

和智能手机让消费者付费获得短期的使用权， 这种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短时租赁

或分时租赁。 交通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发布的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 “鼓励” 话语被无限夸大， 该 《意见》 把 “共享单车” 表述

为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的界定却鲜见问津。 而无论长期租赁、 短期租赁、 网上资

料分析、 网上以物易物， 因有金钱交易或广告资讯， 均属于 “伪共享” 或 “伪分

享” （Ｐｓｅｕｄｏ⁃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ｅｌｋ， ２０１４： １１—１４） ———带着社群分享的面具， 假借共享

的华丽辞藻， 从事着赚钱盈利的勾当， 竟未必遭世人嫌弃 （Ｂｅｌｋ， ２０１４： １１）。 共享

单车， 无论就经济属性还是社会属性而言， 无疑是一种 “伪共享” 或 “伪分享”，

是假借 “分享” 或 “共享” 的美名从盲目的资本市场吸金， 赚取网民和消费者的钱

财。 这种行为至少部分有欺骗、 操纵、 伤害手机用户和消费者的成分。

这种分享模式也不具有社会可持续性， 其美名徒具其表， 其实难符。 笔者的访

谈对象即便在几百米的距离内， 也倾向于选择共享单车代步。 这种情况下， 步行对

感知城市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跟熟人打招呼或闲聊、 关注并打理身边值

得注意的事项， 通过行走把城市空间转换并创造了自己的空间、 故事和意义———就

被挤压或剥夺了。 行走本身成为人们的一种 “脚步游戏”， 以一种空间化的方式连

接城市与真实生活， 而城市化过程中， 脚步及其意义却很遗憾地丧失了 （塞托，

２０１５： １６７—１６８）。 共享单车冲击了道路使用的自然的、 有机的、 活生生的秩序， 剩

下一个从出发点直奔目的地的效率至上、 效率唯一的空壳。 目前的共享单车无论从

设计制造还是现有交通规则而言， 骑行者只能单独一人使用。 过去很常见情侣们乘

坐同一辆自行车， 现在情侣自行车上拍婚纱照也很现实， 而现在的共享单车没有搭

载第二个乘客的可能。 这难道是嫌社会的个体化走得还不够远？ 一方面， 彼此独立

的个体无从交流， 另一方面， 这种单车也不能像曾经的自行车那样可以搭载第二个

可以彼此交流的人———家人或朋友。 再者， 私有自行车可以借来借去地在朋友、 家

人、 熟人、 邻居、 同事之间分享使用， 这种不涉及金钱交易的共享维系和增进了人

际交往、 情谊和信任。 共享单车不像共享汽车那样提供了一个用户与司乘人员面对

面交往的物理空间， 而支付才能使用的商业模式， 显然是排斥彼此借用的， 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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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用户之间、 用户与供应商或运营商之间， 均不发生任何有助于增进互信与情谊的

机会。 从空间人类学的视角看， 共享单车忽视了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历史沉淀和公共

性， 结果是技术—资本—文化政治的强势联合对日常生活准则的强势僭越 （袁长

庚， ２０１８）。 最后但未必最次要的是， 在共享单车的冲击下， 共享单车进驻城市的

中低端自行车销量大幅度萎缩， 很多零售店生意一落千丈， 无法承受亏损压力， 被

迫清货关门， 或者转型改行， 原先以三轮车、 摩托车等营生的非正式经济也失去了

活路。 在这里， 共享单车实际扮演着以大欺小、 以邻为壑的垄断资本家———因而是

社会不友好———的角色。 换句话说， 共享单车企业的自我表述以 “互联网 ＋ ” 时代

特有的傲慢， 既忽视了空间本身是一种具体的历史造物， 又刻意回避日常实践的复

杂； 共享单车在短时间内的爆发， 作为一股新兴外力涌入其中， 严重冲击了城市原

本的运行方式， 使得本就脆弱的道路生态雪上加霜； 因而， 共享单车支持者们所津津

乐道的 “便捷”， 实际是以匮乏的公共资源的进一步过载作为代价的 （袁长庚，

２０１８）。 而关于共享单车对城市社会生活的 “傲慢无礼”， 以及共享单车之所以在中国

社会而非其他国家和地区短时间内大起大落， 远不是上述概念分析框架所能包含的。

三、 共享单车的急剧兴衰： 以 ｏｆｏ、 Ｍｏｂｉｋｅ 为例

中国共享单车有多家运营商， 如 ｏｆｏ、 Ｍｏｂｉｋｅ、 Ｈｅｌｌｏｂｉｋｅ、 优拜、 小蓝、 小鸣、

骑呗、 永安行等。 本文以 ｏｆｏ、 Ｍｏｂｉｋｅ 两大巨头为例， 试图大致说明共享单车行业

兴起、 扩张、 萎缩的急剧兴衰过程。

（一） 兴起： 共享理念与绿色承诺

共享单车行业的兴起得益于 ｏｆｏ 及 Ｍｏｂｉｋｅ 两大共享单车平台的出现。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ｏｆｏ 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试运营。 第一辆小黄车由学生自主提供的自行车改造而

来， 随后的三个月里北大师生陆续将自己的自行车拿出来共享， 由于师生们提供的

自行车数量不多， 创业团队自己出资购买了部分单车。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ｏｆｏ 在北大校

园正式投放 ２０００ 辆共享单车。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ｏｆｏ 已经在 ２２ 座城市的 ２００ 多所高校

运营 １６ 万辆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被称为共享经济领域的 “弄潮儿”。

ｏｆｏ 团队最初的创业理念是 “我们坚持不生产车， （而是） 连接车” （创始人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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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原话）， 这也就意味着 ｏｆｏ 一开始想做的是纯粹的共享单车平台， 连接自行车的供

需双方。 但在正式运营后， 公司就从第三方制造商那里采购单车了， 原有的创业理

念发生偏离。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戴威在中央财经频道中明确提到： “ｏｆｏ 已成为自行车工

厂最大的购买方， 原来是制造商生产出来由销售方卖给个人， 现在则是连接到 ｏｆｏ

的平台上……”①。 当单车从个人所有变成制造商制造和大公司所有， 也就意味着新

投放单车全都来自增量资源而非已有闲置单车， 其共享模式已经与沙发客、 爱彼迎

等早期共享模式分道扬镳。 但这丝毫不妨碍 ｏｆｏ 官网主页绿色出行的宣称： “ｏｆｏ 致

力于倡导绿色出行理念， 通过整合自行车产能及供应链， 在全球推广共享单车的出

行理念， 为各大城市提供便捷高效的绿色出行服务”。

与起步于校园的 ｏｆｏ 不同， 摩拜单车 Ｍｏｂｉｋｅ 将市场定位在城市。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第一批摩拜单车出现在上海街头， 之后便迅速蔓延到北京、 广州等大型城市。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北、 上、 广三个城市的摩拜单车投放量均已超过 １０ 万辆。 早期的 ｏｆｏ 主要

凭借共享理念和绿色出行理念吸引天使投资及用户资源， Ｍｏｂｉｋｅ 则塑造绿色骑行形

象方面则走得更远。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Ｍｏｂｉｋｅ 联合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发布 《共享单车

与城市发展可持续报告》。 依据报告数据， 摩拜自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节约碳排放

量超 ４４０ 万吨②。 而 Ｍｏｂｉｋｅ 官网上的信息则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 用户的骑行行为共

减少 １２６ 万吨的碳排放量。 这类信息显然引导公众在共享单车与绿色环保之间划等

号， 甚至引发媒体墙头草般的追捧， 类似数据也被短期出炉、 分不清作者具体责任、

以共享单车为题的著作引用， 为此产业唱赞歌。 这类绿色环保绩效数据均由企业自

行发布或者企业联合相关研究机构发布， 并非独立客观、 公信力强的第三方研究机

构单独发布； 这些数据的准确性、 客观真实性和有效性存疑。

Ｍｏｂｉｋｅ 绿色骑行先行者的形象随之被塑造出来。 Ｍｏｂｉｋｅ 联合创始人胡玮炜表

示： “汽车的碳排放是自行车的 １８ 倍， 且一辆汽车的停放面积是自行车的 １０ 倍， 摩

拜单车致力于让自行车回归城市， 让骑行改变城市未来”③。 共享单车绿色环保的标

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Ｍｏｂｉｋｅ 大力倡导绿色骑行。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Ｍｏｂｉｋｅ 官网 《摩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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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ｏ 小黄车创始人戴威中央财经频道 《对话》 栏目发言， 节目标题 《当外国人遇到中国创新》， ２０１７ 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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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 “世界骑行日” 携手联合国机构倡导绿色出行》 称①， “摩拜单车与联合国环

境署、 联合国人居署、 世界自然基金会、 世界资源研究所等机构签署倡议书， 正式

发起世界骑行日， 将在每年 ９ 月 １７ 日举行。 世界骑行日的理念是 ‘骑行改变城

市’， 倡导绿色出行， 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和居民生活品质，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上述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和原话被引用来支持这一活动， “上百个城市的主流媒

体积极响应” “腾讯、 京东、 微软、 可口可乐、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沃达丰、 爱

立信、 高通、 摩托罗拉等上百家顶尖企业积极响应世界骑行日” “世界骑行日还得

到了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 高瓴资本创始人兼 ＣＥＯ 张磊、 创新工场创始

人兼 ＣＥＯ 李开复……等企业家的大力支持。” 报道称 “李晨、 李亚鹏、 刘昊然、 王

珞丹等知名艺人发布世界骑行日主题海报……宋茜、 吴昕、 欧豪、 马思纯等四位人

气艺人还担任了本次世界骑行日的摩拜绿色骑行大使”。 这一大手笔造势活动把世

界骑行日、 巨头公司、 社会经济演艺界名流与摩拜紧密勾连起来， 足以把摩拜单车

建构为绿色出行的象征让普罗大众 “顶礼膜拜”。

Ｍｏｂｉｋｅ “让自行车回归城市” 的口号经过胡玮炜的宣讲， 不仅成为其官网的主

题语②， 而且展现了创始人和摩拜单车试图改变城市社会生活现有图景、 赋予乡愁

或 “社会可持续性” 的魅惑。 胡玮炜在 “创业邦 １００ 未来领袖峰会” 发表的题为

《让自行车回归城市》 的演讲中说： “小时候自行车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记忆。 它是

一个高效、 简单、 有趣的工具， 会让人慢下来， 融入到城市中去。 过去的三十年我

们在不断发展物质、 汽车、 房子， 但是回过头来发现这种幸福感不可持续了， 更多

人在朋友圈里晒的是练出了马甲线、 减掉了啤酒肚、 跑了马拉松， 而不是名牌汽车、

名牌包包、 豪宅， 所以， 反而是简单的回归本质的东西对我们最重要， 这是从个人

层面来讲为什么会有摩拜单车这个项目。”③ 这些富有情怀和激情的话语， 很容易让

遭受雾霾与环境污染之害的人们回忆起自行车、 缝纫机和手表成为年轻人结婚三大

件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飞鸽” “永久” “凤凰” 牌自行车是国人最普及、 很向往、

很珍惜的代步工具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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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拜发起 “世界骑行日” 携手联合国机构倡导绿色出行》，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ｂｉｋｅ ｃｏｍ ／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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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扩张与衰落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不再满足于校园市场的 ｏｆｏ 宣布进军城市。 连接数十万辆共享单

车的两大企业在市场上的正面相遇致使共享单车行业步入快速发展的扩张期。 其官

网最凸显的两句话是 “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 “我们已服务于全球 ２１ 个国家， 超

过 ２５０ 座城市， ２ 亿用户”。 由于 ｏｆｏ 和 Ｍｏｂｉｋｅ 的攻城略地， 共享单车似乎成为最具

发展潜力的创业领域， 各大资本纷纷下注加入战局。 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１７ 年共出现

ｏｆｏ、 Ｍｏｂｉｋｅ、 Ｈｅｌｌｏｂｉｋｅ、 永安行等超过十五家颇具规模的共享单车品牌。 随后， 各

中小型共享单车企业相继因资金问题被迫退出市场， ｏｆｏ 和 Ｍｏｂｉｋｅ 的竞争在背后资

本的支持下反而愈演愈烈， 整个行业呈现双巨头的局面。

因产业竞争而大规模投放给城市交通、 资源和环境带来了新的困扰， 超过了城

市的承载力， 给城市管理带来挑战。 共享单车的投放主要集中在大型城市及部分中

型城市的人群密集地， 如各大高校、 地铁站、 购物中心等， 使得这些地方的单车数

量过度饱和， 而偏远地区的单车投放量却极少。 自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起， 超过 １６ 个城

市相继发布共享单车限令， 暂时叫停共享单车的新增投放。 不合理投放导致单车资

源未得到有效整合， 单位单车的使用率低、 损坏率过高； 单车的乱停乱放侵占公共

空间与公共资源， 影响了社会秩序尤其是公共交通秩序， 污秽了城市的 “脸面”。

由于共享单车企业长时间未实现盈利， 当诸多中小投资方撤资后， 共享单车行

业的两大巨头也面临被收购或者倒闭的风险， 快速走向衰落。 如果无法处理好 ２５００

万辆共享单车的维护及回收， 那么闲置废弃的共享单车会成为新的城市垃圾， 产生

严重的环境污染及资源浪费。 如前文所述， ２０１８ 年初， 小山一样胡乱堆积起来的被

抛弃、 被损毁的新旧单车， 成为中国很多城市熟悉的景观。 笔者在上海闵行区银都

路地铁站与北桥地铁站 ５ 公里的距离内， 就观察到了两个大面积的堆放共享单车的

场地。 在北京， 低回收利用率是废弃单车的重要来源。 北京交通委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发

布了共享单车三年强制报废或更新的法规， 但共享单车的实际寿命可能不足三年。

Ｍｏｂｉｋｅ 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提出升级共享单车全生命周期行动， 保证实现废旧单车的

１００％的回收利用。 而 Ｍｏｂｉｋｅ 联合创始人王晓峰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透露， 车辆利用率

实际上低于 １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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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享单车行业的社会环境剖析： 政府、 企业与用户

国际上， 一个共享单车系统如果要想获得成功， 它的运营必须如同一个非营利

的慈善机构， 地方政府或其他基金组织给予补贴， 其最终目标是多层面的： 降低环

境污染、 减少道路拥堵、 促进流动与互联， 尤其要提升公共卫生质量 （ＤｅＭａｉｏ，

２００９）。 在巴塞罗那的三家共享单车系统 （ｂｉｃｙｃｌ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ＳＳ）， 无论是公

营的 Ｂｉｃｉｎｇ、 还是私营的 Ｄｏｎｋｅ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和 Ｓｃｏｏ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它们的环境价值和社会

价值均超过运营过程中造成的负面影响，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 三个案例均经历了法

律诉讼、 游说活动、 划定组织领域、 界定和形成活动规则、 重视文化传统等制度化

过程 （Ｗｉｎｓｌｏｗ ＆ Ｍｏｎｔ， ２０１９）。 但在中国， 共享单车是中国经济转型期供给侧改革

和发展理念的体现； 国家话语诠释的意义系统为共享单车 “市场” 发展加置了确定

性 （王英、 王小波， ２０１８）。 人们看到主要由政府与运营平台、 投资方在出谋划策

和拍板决定， 缺乏独立性的媒体一边倒似的造势宣传， 却极少看到其他行动者， 如

消费者、 城市居民、 非政府组织、 独立研究机构参与到决策前的讨论和交流中。 同

时， 企业除了利润之外， 对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唯恐避之不及， 用户则更多地考虑

支付成本和使用方便。

（一） 地方政府： 摇摆于经济增长、 社会秩序治理与环境保护之间

在转型经济中， 地方政府像基于市场取向的企业一样致力于经济增长 （Ｗａｌｄｅｒ，

１９９５）。 随后， 经营城市的理念和做法一直流行于主要城市的地方政府官员中。 在

近十多年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风行时， 社会秩序的治理摆上了政府的重要日程。 最近

几年， 习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科学论断又迫使地方政府高调倡

导生态文明建设与自然环境保护。 目前， 多数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经济增长， 其次是

社会秩序维持， 环境保护被放在最末。 当一种风行的经济现象突飞猛进而来时， 地

方政府有时摇摆于经济增长、 社会秩序治理与环境保护之间。 一方面， 共享单车是

一个崭新的创业领域， 契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带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 自

行车符合绿色出行的理念， 能够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基于此， 在共享单车

的兴起阶段，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表现了积极拥抱的态度。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 日， 交

通运输部等十个部门共同发布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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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该 《意见》 不仅肯定了共享单车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构建绿色出行体系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 也明确提出共享单车的责任主体为各级城市人民政府。 北京、 上

海、 杭州、 武汉、 株洲五个城市的共享单车系统都是由政府 （市政府或其规划部

门） 发起的， 其共享单车商业模式的共同特征是从政府那里获取公共补贴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但共享单车 “其兴也勃， 其衰也忽”， 各大城市试图实现经济增长与

环境保护一箭双雕， 却顾此失彼甚至鸡飞蛋打， 不得不紧急应对该行业带来的社会

秩序、 公共秩序混乱问题。

在共享单车的扩张期， 包括北、 上、 广在内的十数个城市均因共享单车的过度

投放及乱停乱放等问题而暂时禁止共享单车的新增投放， 但选择的是政企座谈会等

比较温和的方式公布该项决定， 并未设置严厉的惩罚措施。 比较各个城市已出台的

管理条令， 可以发现： 大部分地方政府承认共享单车本身是绿色环保的交通工具，

之所以对共享单车进行监管是基于城市治理方面的考量， 避免共享单车过分侵占城

市公共空间及资源； 地方政府及其环卫、 城管、 街道等行政管理部门集中限制共享

单车数量及规范共享单车停放； 各个城市对中心城区的共享单车管理相对严格， 禁

停区基本设置在中心城区， 非中心城区则较少限制。 由于各地公共交通、 道路状况、

共享单车数量、 相关配套设施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所以各地政府对共享单车的态度

也具有较大差异。 如杭州设置了详尽的考核标准并且根据排名情况确定企业的减量

比重； 深圳以管理不达标为由阻止了滴滴出行旗下 “小蓝单车” 在该市的扩张； 北

京陆续在部分非中心城区投入大量的公租自行车； 上海一直在进行共享单车电子车

牌登记的工作等。 郑州、 武汉等城市则只清理不规范车辆、 规范单车停放秩序， 对

现有单车进行规范化治理。 合肥等城市对共享单车的态度是观望， 只出台了规范单

车停放秩序的文件。 不管怎样， 治理的结果是街面上干净整洁、 秩序井然了， 但平

素看不到的某个角落和场地， 却被堆积起了成千上万辆的各色共享单车。 一个颇有

见地的说法——— “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 是把问题赶到其他地方去”， 在这里再次

得到应验和见证。

（二） 企业： 经济效益唯此为大、 社会责任唯恐避之不及

共享经济无疑是资本逐利的演练场。 没有红杉资本、 熊猫资本、 祥峰投资等知

名投资机构， 特别是互联网巨头腾讯、 滴滴、 小米的投资， 共享单车这一 “烧钱”

的行业是根本不可能短期内遍布各大城市的。 在数亿消费者市场规模的诱惑下，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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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投资方和运营平台看重的是智能手机系统、 网络新技术支持、 大数据支撑带来的

盈利前景。 比如， 北京、 上海、 杭州、 武汉、 株洲五个城市共享单车商业模式除了

均从政府获取补贴之外， 还不同程度地把盈利、 广告收入、 收费作为营收的重点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共享单车运营商的运营策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核心经

营管理者及投资人。 对于战略投资人而言， 收购的共享单车只是一个具有发展前景

和经济价值的项目， 共享创始团队创业初期提及的共享理念和绿色承诺对他们没有

实际的约束力， 反而对政府和公众具有蛊惑性。 共享单车运营商并没有切实承担社

会责任———维护和回收单车、 提高单车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ｏｆｏ 和 Ｍｏｂｉｋｅ 的上述经历表明， 在人人皆言 “互联网 ＋ ” 的时代， “线上” 高

调理念及 “线下” 盲目冒进是如何脱离社会真实情状、 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除了摩

拜等共享单车运营商外， 在共享单车生产运营维护回收的过程中， 存在着大量第三

方企业。 共享单车的生产者是第三方供应商， 只负责按照共享单车平台要求完成相

应产量和订单； 共享单车的维护 （含维修） 人员里兼职者众多， 且大多与第三方人

力资源公司签订协约； 共享单车的回收工作则是委托给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等机构， 单车的回收方式依赖于企业支付的回收成本。 全车最具有价值的由钢铁或

铝合金制成的车架回收价格也仅为十几元， 因此回收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盈利， 企业

的回收项目更多的是基于社会责任和对环境外部性的担当； 正是在这些方面， 绝大

多数企业缺乏长远的规划和行动。 这些第三方企业 （个人） 只是执行者， 他们并不

关心作为合作伙伴的共享单车运营商的成本及收益， 只追求本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

化。 为此， 他们千方百计规避社会责任、 企业伦理和环境义务。

（三） 用户： “不拥有、 不拒绝、 不负责”？

褪去共享经济的光环， 共享单车的本质是由企业自行提供、 消费者获取短暂使

用权的商品。 共享单车的定位是解决城市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用户骑行的普遍里程

为一公里到三公里。 在这样的里程范围内， 城市公交系统略显无力， 步行需要消耗

较多时间， 出租车或共享汽车的成本相对较高， 价格亲民的共享单车无疑是较好的

选择。 由于用户只是获取单车的临时使用权， 且各品牌单车的使用价格无明显差异。

各个共享单车企业竞相向市场投放单车的行为更多的是增强了公众对共享单车的依

赖程度而非对品牌的忠诚度， 一个现实的状况是用户需要的是方便易得的共享单车

而非特定品牌的共享单车。 由于共享单车行业长期处于巨头争霸的局面， 用户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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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空间不大， 从之前的 ｏｆｏ、 Ｍｏｂｉｋｅ 二选一， 到之后的 ｏｆｏ、 Ｍｏｂｉｋｅ、 Ｈｅｌｌｏｂｉｋｅ 三选

一， 随着 ｏｆｏ 的式微， 渐渐演变成 Ｍｏｂｉｋｅ、 Ｈｅｌｌｏｂｉｋｅ 二选一。 共享单车大规模涌入

之后， 本来环保而可持续的公共交通被骑行者放弃。 在共享单车没有出现之前， 大

城市公共自行车提供公益的短程服务。 “由于共享单车的市场拓展效率非常高， 远

远高于公共自行车……市民在体验到快捷便利的益处后， 往往倾向于共享单车， 公

共自行车则被大量弃用、 闲置率不断上升” （林宸等， ２０１７： ９６）。 这段文字被用来

彰显共享单车的市场效率， 却坐实了共享单车摧毁同类更具有公共资源属性的交通

工具的事实。 在成都共享单车的骑行者多于搭乘地铁者。① 在上海， 除了由公共交

通 （尤其公共汽车、 地铁） 转向共享单车之外， 笔者访谈到的一些骑行者 （无论是

小区还是高等学校） 把自己拥有的自行车丢弃在一边， 转而使用 ｏｆｏ、 Ｍｏｂｉｋｅ 或

Ｈｅｌｌｏｂｉｋｅ， 其理由大多是 “方便、 省心”。 笔者调研的多家小区物业管理人员表示，

这两年清理车库时， 弃之不用、 完好无损的私有单车远比往年多。 不过， 连一位 ４０

多岁的女性都说， “为什么用我们自己的 （自行车） 呢， 还得从车库里取， 小区门

口扫一辆 （共享单车） 不就得了。” 上海永久自行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颜奕鸣慨叹，

“现在没人需要自己的自行车了。”② 为了避免共享单车的 “公地悲剧”， 像摩族猎

人那样的消费者卷入其中 （许金凤等， ２０１８）， 自发参与秩序维护的毕竟势单力薄。

大多数用户基于经济、 便利的原则挑选共享单车， 如押金的数额及退还保障、 单车

的骑行体验、 用户的用车习惯、 企业的优惠活动、 连接单车的流程简易度等， 而单

车情怀、 共享理念、 绿色环保并不被大多数用户所重视， 也很少有人认真思考个体

的骑行及整个行业会如何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等问题。 所谓 “共享单车无桩还车机

制完美接轨了 ‘８０ 后’ ‘９０ 后’ ‘不拥有、 不拒绝、 不负责’ 的生活方式” （林宸

等， ２０１７： ２８）， 部分道出了事实。

五、 结语： “共享单车” 及相关产业治理的战略转向

中国曾经是一个自行车大国， 如今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汽车急剧增长的汽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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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汽车社会———正在中国形成 （林晓珊， ２０１２： ７８—８４）。

在世界各地， 单车作为清洁、 环保、 健康的代步工具， 一直被推崇。 共享经济作为

一种社会经济风潮席卷中国后， 共享单车成为中国共享经济中举世瞩目的现象。 但

在一些热昏了头脑的 “精英” 人物鼓吹下， 其伪共享、 真租赁的性质却被中国政府

和主流媒体忽视。 所谓共享单车固有可持续性的宣称是缺乏事实依据和可靠经验数

据支撑的， 这种宣称本来应该是不攻自破的， 却因为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受到压制而

大行其道。 就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而言， 共享单车的供应商、 运营商、 地方政府以

及个体化的用户， 均主要以经济利益或金钱收益为主要动机在网络分享平台从事交

易， 其严肃认真的环境考量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 由于价格低廉、 便捷轻易导致

的彼此竞争和体量剧增， 以及各种各样反弹效应 （ｒｅｂｏｕ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随着时间的

推移， 越便宜， 总的消费量越大———使得其环境效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中国主要

城市堆积如山的共享单车坟场， 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灾难的景观。 至少就共享单车的

产业链条而言， 能源消耗、 物流运转、 生产经营成本等造成的环境负担和社会负担

等外部性问题， 被严重忽略了。

共享单车行业三年时间的大起大落， 给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留下的教训远远多于

经验。 如同共享单车曾被推崇为共享经济的 “弄潮儿” 一样， 共享单车行业的衰败

将为人们预判整个共享经济行业诸多领域未来前景提供前车之鉴。 本文结合贝克的

分析框架， 结合中国共享单车的经验数据和资料， 着重指出共享单车的本质及其环

境后果和社会后果。 这一发现的政策意涵和战略转向意义在于： 警惕任何 “共享即

环保、 共享即可持续” 口号的误导， 慎重使用纳税人的钱补贴新的共享经济项目，

严格控制共享经济类似产业的急剧扩张以免伤害社会机理， 监控资本疯狂扎堆投放，

远比表面上民众公德缺失、 消费者无序存放更能击中要害。

如果共享单车早吸取国外同行的发展经验， 就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共享单

车与高铁、 扫码支付、 网购并列， 被鼓吹为 “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然而， 共享单

车绝非中国发明， 更不那么新。 最早的共享单车系统出现于 １９６５ 年的阿姆斯特丹，

目前欧洲、 北美、 南美和亚洲都提供这类共享单车系统 （Ｓｈａｈｅ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至

少在 ２０１０ 年， 已经有 ２８ 个国家发起并实施了 ４６１ 个共享单车项目 （Ｂｅｒｏｕ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到了 ２０１３ 年， ４９ 个国家中共有 ５００ 个左右共享单车计划在进行 （Ｌａｒｓｅｎ，

２０１３）。 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共享单车发展是稳健的， 而非突飞猛进、 大起大

落的。 在都柏林， ２００９ 年投放的 ｄｕｂｌｉｎｂｉｋｅｓ 仅 ５５０ 辆， 仅从成本—收益角度测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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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 ｂｉｋｅ⁃ｓｈａｒｅ （ＰＢＳ） 节省旅途时间、 有益身体健康， 对城市经济而言收益明显

（Ｂｕｌｌｏｃ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但于环境可持续性则三缄其口。 在美国田纳西， 共享单车的

营销策略重在强调健康、 娱乐和交通便利， 其环境后果等是后期研究可关注的事项

（Ｗｅｂｓｔｅｒ ＆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２０１３）。 ２００９ 年起， 蒙特利尔发起的共享单车项目 ＢＩＸＩ，

起步是 ３０００ 辆有桩单车， 这是设计与规划团队最初估算的临界量， 桩站之间的距离

不超过 １０００ 英尺， 桩站总数 ３００ 个 （伦敦是 ５０００ 辆单车， ３５０ 个桩站）。 在 ７ ７ 万

居民使用后， 才在 １００ 多个桩站增投了 ２０００ 辆单车 （Ｂｏｔｓｍａｎ ＆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１０： ７７—

７８）。 在巴西帕苏丰杜 （Ｐａｓｓｏ Ｆｕｎｄｏ）， 鼓励人们使用共享单车的主要考虑是减少交

通拥挤、 有益环境保护和促进公共健康， 但尚无足够的客观指标可以测量城市可持

续性的实际结果 （Ｃｅｒｕｔｔ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在这些案例中， 共享单车的发展由小试点、

试验开始， 经过与政府、 民众、 企业充分争论和沟通， 实在、 实际、 稳妥、 循序渐

进且尊重既有的社会文化秩序， 令人信服和接受。 在中国， 单车共享是好事， 但共

享单车作为一个产业在三年左右的时间急剧扩张， 无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和制度

环境， 政府决策和企业行为缺乏法治的约束是其中的关键症结所在。 这是中国共享

单车行业和其他共享经济的设计者、 规划者、 引领者、 投资者、 管理者及城市政府

部门需要认真反思、 学习和大力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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