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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aring of right of use has a long history. Those business models of sharing economy 

have become common in tourism industry. Based on numerous facts and cases, the essence of 

sharing economy is clear: it is a new economic form and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rnet. The core of 

sharing economy is subdivision and application of right of use. Through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sharing economy in tourism industry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orming a large-scale 

supply with fragmented transactions; achieving Pareto Optimum by flexible transactions; customers 

putting more emphasis on right of use; relying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e best match 

of supply and demand; changing from sharing among acquaintances to sharing among all people; 

security and trust are decisiv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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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使用权的共享历史悠久。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经济模式已经在旅游业中普遍出现。

从本质上看，共享经济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和新经济系统，核心是对使用权的分

解和运用。目前，旅游业中的共享经济具有以下特性：以分散交易形成规模化供给，以灵活

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顾客更看重使用权和灵活性，依托信息技术实现最佳的供需匹配，由

熟人之间分享转变为所有人分享，安全和信任是决定性的因素。 

1．共享经济出现的背景 

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

学教授琼•斯潘思（Joe L. Spaeth），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了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一词，共享经

济（Sharing Economy）这个术语由此衍生而来。共享经济是指拥有闲置资源的机构或个人有

偿让渡资源使用权给他人，让渡者获取回报，分享者利用分享他人的闲置资源创造价值。从

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共享经济”最初形式往往是为了省钱、赚钱，逐步与低碳、绿色、

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相结合，最后又通过互联网实现了中介化、商业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商业

模式和盈利模式，并形成了全球性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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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旅游业中已经存在一些典型的“共享”情况。例如，住宿业中的分

时度假、产权酒店，观光旅游中的团队旅游，出租车中的合乘等，但这些情况的出现与今天

所说的共享经济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与当前的共享经济的形式比较，例如，共享单车、滴滴

等打车软件等，当前的共享形式更为简单，共享的范围更广，共享的频率也更高。 

2．共享经济的本质 

2.1  共享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形态和新经济系统 

共享经济可以理解为基于互联网的人际交互和人机交互的新经济形态和新经济系统。这

种形式是实现点对点直接交换的系统，使人们可以实现互联网时代的协作和共享，即实时共

享、远程共享、多人共享、全面共享等超越时空限制的共享。互联网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使

人们清洗地认识到，它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实现全面的深层次的互联互通，即实时联系、移动

联系、联系任何人。这种互联互通使点对点的一切沟通和交易变得可行，共享经济的技术层

面就不具有障碍了，加上固有的共享思维、动机和行为，互联网共享经济应运而生。 

2.2  共享经济的核心是对使用权的分解和运用 

产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人们通过出租

等形式把所有权、收益权和使用权等进行了分离。共享经济的核心就是使用权的共享。这种

传统的分离还不够细致，互联网共享经济将使用权等进一步细分，细分到一次、一个人、一

分钟、一项服务等更小的单位。例如，商务用车、旅游用车、个人租车的业务，可以从以往

的半天、一天细分为一天中的多次用车、随用随叫，避免资源在顾客手中出现的闲置；在劳

动力方面更是典型，以往没有完整工作时间或较全面能力的人，是很难在企业这样的组织中

工作的，而现在哪怕只有1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也可能被充分利用。共享经济的模式也可以理

解为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即用使用权代替所有权，共享经济的企业明确规定了交易双方的权

利、责任和义务，对交易双方的身份、交易方式、交易过程等进行管理，这种安排对资源配

置起到了很好地调节作用。 

3．共享经济的特性 

3.1  供给端的变革：以分散交易形成规模化供给 

由商业化的企业和组织来供给，转变为个人的零散供给，是共享经济带来的巨大转变。

个人可以成为供给方，通过小规模交易，甚至是低频交易，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个性化需

求的满足，对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和消费进行修正。在工业时代，很多大企业主宰了生产和消

费环节，直接取代了很多个体生产者，在生产成本、信用保障等方面比个体生产者更有优势。

尽管大企业在不断地进行个性化的调整，但在很多领域，分散、小规模的供给才是更好的解

决办法。例如，与高档的大规模连锁酒店相比，民宿和精品酒店的规模更小，但居住体验、

好客程度等往往更胜一筹；在餐饮方面也很典型，大型餐厅只能按菜单进行生产，顾客只能

在口味方面做出一点要求，而私厨的菜肴就基本等同于私人订制了。对于旅游业的来说，整

个市场早已经不断细分了，这就意味着需求是多样化而零散化的，单一的、规模化的旅游供

给已经不适应了，最典型的就是团队观光旅游市场的不断萎缩。因此，从提升游客体验质量

的角度，供给端的调整十分必要，供给数量、质量、结构都需要优化。 

3.2  以分散、灵活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 

工业社会以来，固定岗位、僵化的工作安排、无趣的工作内容等负面特征，已经极大地

损伤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很多人是不得不去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因此，很多工作缺乏合适

的员工，员工在工作中满意度不高，员工和工作之间匹配度不高，员工与顾客之间也难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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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和谐状态。在共享经济的一些应用中，服务或产品提供者能够更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内

容和工作时间，不必受到企业等组织固定工作时间等要求，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的灵活性，

“全职”与“兼职”的概念与区别都变得相对模糊。例如，对于滴滴平台中顺风车车主来说，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单和接单的时间，同时解决了上下班高峰时段的乘车困难。这种灵活安

排与生活中有些情况有所区别，例如，住宅小区附近的便利店老板，虽然能够自己决定营业

时间，可以出于生计、竞争等压力，还是无法“任性”，每天还是起早贪黑的看店，因为本

质上说他们还是全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厨师、导游、司机等职业中，会有一批灵活就业

人员，根据自己的时间和便利程度参与到工作中，劳动者的供给量会有所增加。 

此外，从交易内容和频率看，共享经济的很多应用可以低频率、小规模交易，感觉更像

是随性而为的“自产自销”。例如，烹饪爱好者自制的食品、厨师业余时间提供的烹饪服务、

私家车的顺道载客等，也很好地弥补了商业组织在提供产品和服务过程中的不足，使很多顾

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分析，交易对象、交易内容之间实现了

帕累托最优，因而促成这个帕累托最优过程的共享经济平台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3.3  用户更看重使用权和灵活性 

对于用户来说，只需要使用权可能就足够了，比起占有和支配可能更有意义。对于共享

经济的网络平台来说，它们甚至连这些资源的使用权都没有，它们有的只是连接供需的“管

道”和信任。给用户提供租车服务的平台（Uber）可以没有车，网络购物平台（Alibaba）可

以没有库存，住宿平台（Airbnb）可以没有房屋，轻模式比重资产更受欢迎！对于使用权的

共享，用户可能比资产的所有者有更强烈的需求。当社会变化很快时，用户对于产品和服务

的需求变化较快，持有一项不容易变现或交易的资产反而会有些麻烦。尤其是汽车一类的资

产，在使用过程和交易过程中，都存在较大的时间、精力、金钱的花费，很多人就愿意放弃

持有这样的资产。另外，如果资产的处置不是轻而易举的，甚至要有额外的费用，共享的情

况就更容易出现。 

3.4  安全和信任是决定性的因素 

随着交易的范围扩大，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变得频繁，人们对交易的安全性变得更加关注。

尤其是当交易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需要交易双方有密切接触时，安全和信任就是决定性的因

素了。例如，Airbnb的模式在中国就存在一定的困难，房东与房客之间难以一同居住和生活，

尤其是每晚的房客都不同，甚至语言不同、习惯迥异。共享经济的一些应用，比传统的电子

商务有了更多的手段去建立和传递信任关系。共享经济平台通过对交易双方身份、交易过程

的管理以及与社交媒体等连接，从而建立起信用和信任机制。例如，在滴滴这样的平台中，

通过会员等级和评分等方式，乘客和私家车主可以建立信任关系，合乘的乘客之间可以建立

信任关系。 

3.5  依托信息技术实现最佳的供需匹配 

共享经济的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应用，将相应的需求与供给充分对接，节约了交易双方的

时间和费用，改进了消费和服务体验，这些都得益于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LBS、大数据

等技术的具体应用。以出租车为例，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存在着乘坐出租车的种种困难。2009

年，Uber出现后，通过将各种车辆接入自己的网络平台，迅速增加了市场中的有效供给，充

分掌控了用户需求，提升了服务品质，实现了闲置车辆和等车用户之间的实时匹配，并彻底

颠覆了由出租车公司、汽车租赁企业、中间商掌控的租车业务，实现了点对点的对接，进而

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租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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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系的变化：熟人之间转变为所有人之间分享 

共享经济要求更好地进行供需匹配，这种匹配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完成，对交易内容、

交易对象、交易方式等进行有效匹配。因此，必然打破传统共享方式中的熟人之间共享的规

则，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寻找供需双方。这种变化既是互联网中人际关系和交易关系对线下

的影响，也是共享经济得以盈利的重要原因，毕竟熟人之间的共享难以建立一种可以盈利的

交易关系。互联网中人际关系可能比较松散，参与者具有匿名的一些特征，但参与者的范围

不是固定的，而交易关系可以是在熟人和陌生人之间完成。 

4．结束语 

共享经济还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但它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旅游业。共享经济改变了旅游业

的传统经营模式，使住宿、餐饮、出租车、导游等领域不得不做出创新和变革。共享经济使

旅游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更充足、类型更丰富，有助于游客的多元化选择。共享经

济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旅游业中，更好地解决了就业问题。共享经济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使旅游市场中不再是单一的交易关系，有助于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共享经济使游

客的体验质量有所提升，尤其是通过共享单车和共享住宿等形式，从而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某

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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