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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生活到底可以省下多少钱？
小花详细算了一笔账：住的方面，
租房子一个月花费 2000 元，可以租
下北京三环内的一间卧室，而如果
买一套小房子，一个月需要还贷上
万元，还不算首付；穿的方面，买一
件连衣裙 500 元，一件小西装 500
元，一对名牌耳钉 2000 元，一条项
链 3000 元，一只大牌皮包 1 万元，
如果几天就买一身衣服、换一个包
包，那么一个月仅穿就要花费数万
元，而租一件衣服只要 6元一天，租
耳钉 8 元一天，租大牌包 10 元一
天 ，这 样 算 下 来 ，一 个 月 租 金 在
1000元左右；在用的方面，美容仪 8
元一天，艺术品 4 元一天，投影仪 8
元一天，租一个月也就不到 1000
元，而买下它们则需要近 1万元；另
外，偶尔租个车，花几百元近郊自
驾游，平时用共享单车加上地铁的
出行方式，而买辆车可能需要每个
月还贷几千元。

由此算下来，租的方式让小花
用四五千元，就过上了原本需要几
万元消费的生活，“虽然我的收入
不高，但我愿意在生活品质上投
资，对生活有一定要求，租这种方
式正好满足了我。”

然而，在共享经济与租借概念
变得日益普遍时，背后的隐忧也随
之产生。

消费主义社会中，消费习惯和
消费能力成了区分社会群体乃至
阶层的一个主要标准。随着“租一
族”时代的来临，这个标准或将被
弱化。因为只要花费更少的钱，就
能够缓解过去大部分人“想买而不
能买”的尴尬，意味着消费能力对
个人消费行为的限制将更小。因
此，以消费习惯判断一个人的社会
地位、阶层，将越来越“失真”。

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租一
族”的消费行为背后，与节约、环保、
循环经济等紧密相连，但“租”所带
来的消费门槛的降低，会否催生新
的非理性消费行为，也需要警惕。
要知道，通过“租”实现了以较少的
支出获得较高价值的服务，这种计
算背后，其实是预设了购买就等于
高消费这一前提。但对部分人而
言，若那些高消费本身就是非必要
的，那么，随意可租，是否反倒会刺
激一些不必要的消费，是否会加剧

“隐性贫困人口”群体的诞生，必须
有所审思。所以，买也好，租也罢，
个人的消费理性还是不能丢。

隐形担忧
“租来的”快乐持久吗

4

近日，媒体纷纷聚焦“租”生活的流行：5 块钱租一部手机，10 块钱租一部婴儿车，20 块钱租一架无人机，30 块钱租一套首饰
……在许多城市，一些年轻人正在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万物可租”。从数码产品到衣服首饰，甚至到玩具家具，能
租就租，有网友热议“花费两三千像月入三五万”。

在一些人眼中，“租”生活不仅能用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快乐，而且使过去的“买—用—扔”单线型消费变为现在的
“租—用—还”循环型消费，环保可持续。通过“租”，确实可以用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满足。可是也有人反驳，如果买得
起的话谁会选择租。那么，“租”生活租来的到底是实惠还是贫穷呢？

小王今年 19 岁，刚刚上大学的
他，是个摄影发烧友，每到周末，他
就会背着单反相机和各种镜头，到
处走走拍拍，“很多同学都以为我家
庭条件不错，可以买很多镜头，其实
不仅镜头，还有相机都是租的。”

对小王而言，通过网上租赁，就
成了一件既省钱又方便的事情。以
一台售价 5000 多元的佳能 60d 单反
相机举例，在支付宝芝麻信用的信
用生活里，租一天的价格仅为 50
元，一个红圈标配镜头也只有不到

80 元，如果你信用分数够高，就能
全额免押金，而租来的相机则会在
租期开始日前一天送达到你手中，
长租的话还能免一部分运费。

前段时间，社交媒体被自嘲“看
起来有吃有喝，实际非常穷”的“隐
形贫困人口”刷屏，而现在，又一个
新词汇频频登上热搜：“租一族”。
支付宝的数据显示，价格昂贵的高
价租赁产品，比如汽车、手机、家
电、数码，非常受欢迎。此外，图
书、充电宝、服饰、婴幼儿用品……

这块儿是女性用户的聚集地。
这个被称为“花费几千过得像

月入几万”的群体，其中大部分人并
不拮据，甚至经济完全独立。然而
他们却选择用“租”的方式来满足自
己的日常需求：从交通工具到衣服
首饰，从数码产品到儿童玩具，全都
可以“租之即来，挥之即去”。

“万物可租”反映出年轻消费群
体对购买力和生活方式的新理念。
调研数据表明，那些热衷于“租租
租”的人群画像大多为 95 后、高学
历、未婚无房，他们虽然收入并不太
高，但普遍愿意在生活品质上进行
投资，愿意尝试新鲜事物，也重视个
人信用。

小婷今年 27 岁，是一家报社编
辑，“我在某平台上租过一个月的衣

服，感觉还挺不错。起因是一位同
事有天穿了件特别有设计感的裙
子，通过她我才知道，原来衣服还可
以租。这个 App 使用的是月租模
式，即一个月内可以多次租借，但手
上最多只能有 3 件。后来出于好奇
尝鲜，同事们干脆建了个群，大家都
用同一个 App，每周三大家穿相同
风格的衣服。”小婷对此感到很满
意，“我使用的第一体验就是‘快’，
头天晚上 11 点多下单，第二天早上
不到 8点快递就来了。衣服很干净，
上面还有淡淡的洗衣粉味道；风格
主打的是职场和大牌设计款，所以
上身还是挺有感觉的。另外，这里
的衣服还可以直接买下来，我买过
一身职场套装，价格在 200 左右，仅
仅为原价的十分之一，感觉很值。”

在闺蜜眼中，小花是一个精致
的女孩，她在朋友圈晒出的化妆
台，上面摆放着 LUNA 洁面仪、雅萌
射频美容仪等各种上千元的美容化
妆用品；在上司眼中，小花是一个
优雅的女性，她的穿着时尚而多
样，灰色格纹收腰小西装、迪奥耳
钉、LV 单肩包是她最爱的一身搭
配；在同学眼中，小花是一个热爱
生活的女生，宅的时候用无屏电视
看看电影，小长假开车出游。不熟
悉的人以为小花一定收入不菲，其
实她只是一个毕业没几年的北漂女
孩，通过“租”，仍然可以过出自己
想要的生活。

小花就是典型的“租一族”。“房
子是租的，但生活不是租来的。”她
说，有次在支付宝发现了一个“租生
活”的平台，从包包到家居到服饰，
全都可租。她觉得自己每月只要花
两三千元，也能过出月入三五万的
生活水平。

大伟夫妇算是白领，大伟是一
名律师，妻子是大学教授，两个人
收 入 不 算 低 ，但 他 们 依 然 享 受

“租”生活。妻子经常给宝宝租各
种各样的玩具，宝宝不喜欢了就
换一批；大伟带着妻儿出去旅行，
带 着 租 来 的 高 端 单 反 相 机、gopro
运动相机等装备 ；妻子自己也常
常租一些大牌包包，来搭配一些
需要出席的高端场合。“一些东西
实用频率不高，不仅增加大笔开
销，而且在家放着很占空间，”大
伟夫妇认为，租来使用则很合适，
在节约开支的情况下，符合自己

环保和断舍离的理念。
来自蚂蚁金服的调研数据显

示，有 73%的用户对租赁持开放态
度，其中一、二线城市人们更乐于
接受租赁。有“租一族”表示，“这
种感觉更像是我跟其他人合买了一
件商品，我们每个人花的钱都不
多，但都可以随时使用它。”还有的
表示，“以前提到租，就会被高于商
品本身价格的高额押金吓跑了，现
在大部分商品都可以不用押金，依
靠信用来租，对于我们来说更划
算、更方便。”

还有的“租一族”表示，租不仅
仅是因为囊中羞涩，更是一种环保、
时尚、前卫的生活态度。调研数据
显示，“租一族”偏爱高价值产品，例
如：汽车、手机、家电、数码。这类价
值比较高，入手成本高，贬值快，租
赁既可以追赶潮流，又可以为购买
做准备，避免冲动消费。有消费者
表示“租来用了觉得不错，有可能就
去买了；或者用着不好，又省得买来
浪费钱”。

如今，在很多城市，“万物可租”
正在成为一些年轻人尝试的全新生
活方式，从数码产品到衣服首饰，
甚至到玩具家具“能租就租”。一
些新晋爸妈表示，自己从来不给孩
子买玩具，租来的玩具不仅花样繁
多、价格便宜，最重要的是比较放
心，且不占地方。据了解，通过租
赁，他们一年花费四五千元即可替
代大几万元的购买支出，广阔的市
场也直接引爆了互联网租赁生意的
红火。

理念变化
租用更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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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 2015 年的智能终端租
赁平台“机蜜”，主要从事手机、无
人机，特斯拉等智能硬件租赁服
务。在实际运营中曾遭遇让公司
陷入困境的难题：如何确保承租人
履约？由于用于出租的物品过于
贵重，需要大额押金作保，而这又
把用户都挡在门外。当该公司引
入芝麻信用为用户提供信用免押
租赁服务后，近一年时间，其交易
量翻了 50倍，坏账率却只有千分之
三，机蜜在近期成功获得了 6600 万
人民币融资。

在创业圈，围绕“租”展开的创
业企业正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在发
展，成为一个热门的创业方向。这
当中，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是信用。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
心、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蚂
蚁金服研究院日前联合发布《信用

助力分享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
从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4 月，以免
押金为代表的一系列信用服务促进
分享经济迎来“指数级”增长，分享
经济用户数月均增长 12.7%，日均用
户活跃度增长了 8.7倍。

新生活方式的背后，是新租赁
经济的崛起。未来几年，我国分享
经济发展与国家信用体系建设都
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不断完善的
社会信用是分享经济崛起的必要
基础，也是我国数字经济实现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IDG 资本
董事楼军看来，在分享经济和信用
免押金的风口中，还能看到更多的
创业想象空间。

“信用体系的搭建和完善是分
享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未来还会
诞生许多新的商业和经济模式。”楼
军说。

只要有信用
“万物皆可租”

1 市场风向
或成商家下一个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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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综合新华网、北京青年报、中新经纬、燕赵晚报、
重庆商报整理，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
奉稿酬。

生活真的要来了生活真的要来了？？租租
花费两三千像月入三五万花费两三千像月入三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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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水上安保（上接第 1 版）
全国海事一家人 ,水上监管一盘

棋。全国海事系统自 4 月 20 日全面
启动入青船舶专项监管工作，累计
投入约 4500 人次扎实做好船舶远端
管控和近端核查安保工作，把好了
入青船舶源头安检关和信息报告
关。

据统计，自全面启动峰会海事保
障工作以来，山东海事局共出动执
法人员 21368 人次，组织海上巡航
1577 次，实施水上交通组织 13836
次 ，纠 正 船 舶 违 反 航 行 规 定 行 为
1823 次，成功保障了 18.3 万艘次船
舶、4.17 亿吨货物和 591.9 万人次旅
客安全进出沿海港口；组织人员对
1327 艘次国内航行船舶实施安全检
查、对 544 艘外国籍船舶实施了港口
国 监 督 检 查 ，查 处 纠 正 安 全 缺 陷
6794 项，确保了山东辖区不发生群
死群伤的重特大水上交通事故和重
大船舶污染事故，确保了青岛管控
水域安全无事故。

亮实招——
打赢五大“战役”
最大限度保生产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自青岛峰
会安保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山东海
事局谋真招、出狠招、亮实招，打赢
了海域管控、海上交通管制、船舶专
项监管、应急处置及海上交通安全

整治五大“战役”，确保了海上安保
和港口生产“两不误”。

——严格实施海域管控。按照
“外圈保内圈，内圈保核心”的原则，
山东海事局调集全辖区所有 60 米以
上的海巡执法船艇驰援青岛海域，
在六类管控海域的七大责任区实施
巡逻警戒、动态监控等十项管控措
施，防止船舶非法“闯关”。

——严格实施海上交通管制。
山东海事局对各类到港船舶基本情
况展开调查摸排，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在三个不同等级勤务阶段，通
过船舶动态计划审核、船舶交通管
理中心管控、执法船艇海上巡逻管
控三大手段实施“一增两调六限”九
项海上交通管制措施，防止船舶违
规进出。

——严格实施船舶专项监管。
山东海事局在海上设置 3 个点（信息
核 实 比 对 点 ，第 1、第 2 海 上 检 查
点）、沿岸分 5 大片（大港 、前湾 、黄
岛、前海、崂山）、采取信息比对、海
上检查、离港核查 3 项措施，100%、

“零差错”对进入管控水域的船舶实
施了信息比对核查、外国籍船舶安
保检查等。

——严格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
备”的原则，山东海事局研究制定六
大预案，明确了可能出现的 16 种异
常或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等
级勤务启动以来，该局共组织海上

搜救行动 25 次，成功救助船舶 8 艘，
救助人员 88人，成功处置青岛水域 5
起油污染事件，得到了副省长王书
坚的高度肯定。

——严格海上交通安全整治。
山东海事局按照“一切服从峰会、一
切服务峰会、一切保卫峰会”原则，
理清任务和问题两张清单，统筹开
展客运船舶、危险品船舶等专项整
治，严厉打击海上交通运输违法行
为；并分别联合海警、海洋渔业等部
门在 3-5 月开展了“净海”1、2、3 号
专项行动。

山东海事局还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安保组“确保安全、尽量减少对港
口营运影响”的要求以及何建中副部
长“畅通有序、安全平稳”“管控不封
控、限航不禁航”的指示精神，在广泛
征求港航企业和相关部门意见基础
上制定了重大活动期间青岛港船舶
载运危险货物运输临时性管控措
施。实施过程中，山东海事局密切关
注气象海况变化，积极与港口调度、
引航站等单位协调磋商，科学制定和
调整船舶进出港计划，并通过安检人
员随船进港方式提高安检效率，自 5
月 5 日三级勤务启动以来，青岛港区
进出港船舶 2967艘，日均 80余艘，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障了

航行畅通和港口生产。

讲奉献——
勇担当肯吃苦

诠释山东海事精神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确保
水上安保工作万无一失，山东海事
局调集了最精锐的 10 艘海巡船艇、
40 余名安全检查员、500 余名海事执
法人员及船员、2 艘专业清污船和
100 余名专业清污人员参与峰会海
事保障。

“参与任务的所有海巡艇、全体
执法人员和船员在关键时刻勇于担
当、肯于吃苦、甘于奉献，有力保证
了各项保障措施的落地，很好地诠
释了‘忠诚、仁爱、奉献、超越’的山
东海事精神。”袁宗祥表示。

青岛前湾海事处南港海巡执法
大队副队长白晶 4 月份连续奋战一
个月，牵头开发完成“危险品大数
据分析系统”，实现瞒报查处智能
化。进入 5月，他又联合海关、港航、
公安、港口等执法，一个月开箱多达
138 个，连续 4 天顶着 39 度的高烧在
现场开箱检查。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查处危险品瞒报 12 起，涉案集装
箱 22个，涉案货值高达 230万。

综合保障组杨学斌的孩子在学
校读书，爱人在外地工作，由于要值
班 ，他 将 孩 子 接 到 了 办 公 室“ 陪
班”。为了解决孩子的晚饭，他利用
同事代班的间隙订一份简单的外
卖，晚上就让孩子睡在临时搭的小
床上。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一夜无
眠的杨学斌向领导汇报：“现场指挥
部及各参战单元按要求开展工作，
一夜平安。”

为了同一个目标，山东海事人共
进退！青岛海事局危管防污组杨胜
华的孩子出生 3 天就接到要随船出
海巡航监测的任务，当即表态克服
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出色完成了胶
州湾附近水域溢油监测任务。彭景
波随“海巡 0512”轮出海值守期间，

恰逢“海巡 0512”轮担负海上指挥
舰，他连续工作 30 多小时为进出港
船舶提供安保等级咨询服务，使所
有船舶能够顺利进出港。

“有的船员母亲生病也不离岗、
有的同志肩膀骨折还带伤坚持工
作。”袁宗祥动情地说，海上检查站的
安检员每天在临检锚地检查十几艘
船舶，海事处的安检员一天工作时间
达 16 小时，但没有漏检一艘船、丢下
一项管控措施，“他们都是好样的！”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袁宗
祥表示，山东海事局将以青岛峰会
安保为新的起点，紧紧围绕水上安
全监管中心工作，全面履职、强化服
务，全力维护辖区海上交通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