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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产品后，共享睡眠舱又来了，和“共享单车”一模一样的流程，扫描、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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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不过究竟共享睡眠舱属不属于共享经济，这点还存疑。有关专家指出：
“ 实际上这种酒店不能算‘共享’，睡觉
是很私密的事情，与共享单车有非常大的区别，这类似分时酒店、钟点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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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等多地出现共享睡眠舱 最低 6 元能睡半小时

共享睡眠舱能火吗？
午饭过后，对于经常要熬夜的上班族来说，往
往会很困，打个盹儿，可以快速恢复精气神儿，可是
在办公室睡觉不管怎样都是特别不舒服的，首先私
密性是一点都没有，偶尔要是太累打个小呼噜还怕
会吵到身边的同事，然而经常趴在办公桌上睡觉，
对于脊椎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如果这时候能有一
张实实在在的床，能让人踏踏实实地躺在上面睡个
觉，那可真是太合适不过了。对于那些有上班上到
一半，出去睡一觉想法的人，他们的小梦想实现了，
共享睡眠舱来了！
7 月 9 日，
共享睡眠舱在北京出现了。这款名为
“享睡空间”
的共享睡眠舱的大家伙被投放在北京中
关村大厦地下二层，
占地约 10 平方米，
里面陈列了 6
个自助休息舱，和“共享单车”一模一样的流程，扫
描、
计时、
付费。

改进的空间。
在成都出现的共享睡眠舱也几乎和北京的规
格一样，高峰期半小时内 10 元，超出后每分钟加
0.33 元，平时半小时内 6 元，超出后每分钟加 0.2
元，58 元封顶。6 个睡眠舱分布在不同楼层，每天
做两次保洁。与北京共享睡眠舱几乎满舱不同，成
都睡眠舱几乎很少人使用。根据楼内保洁阿姨的
估计，运行一个多星期以来，大约只有不到十人使
用。而楼下的保安也说自己没听说过享睡空间，并
不知道位置在哪层。
对此，享睡空间的市场负责人称，成都店目前
尚处于试运营阶段，目前这个网点主要针对优客工
场的内部人员开放。

聚焦

中关村一共享睡眠舱被查封

现场

中午高峰时睡眠舱全满
那么共享睡眠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北京青
年报记者就亲自去体验了一下。由于北青报记者
去的时间正好是中午的高峰期，六个共享睡眠舱已
经全部满了。而且当天正好赶上共享睡眠舱的微
信程序进行系统维护，因此北青报记者并没有用上
微信扫码，而是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排到一个
空舱后进去体验。
在进舱前，北青报记者首先免费领取了一套一
次性的床上用品，包括太空毯、一次性床单、一次性
枕巾、湿纸巾，除此之外还有耳机和小电扇放在一
旁的架子上供用户自由领取。
共享睡眠舱的外观很像太空舱和胶囊旅店的
床位，北青报记者脱鞋进入，铺好床单和枕巾后，首
先看到的就是一面很大的镜子，这是为了方便用户
在睡醒之后整理自己的仪表。镜子的下面有电源
接口、USB 接口，还有个清风扇按钮，这是为了保证
舱内一定的透气性。舱内还有阅读灯、
“太空蓝”装
饰灯和镜前灯，
休息时可以把所有灯关闭。
在安全性方面，
关闭舱门后，
舱门便自动锁紧，
只
有通过
“享睡空间”
的小程序用手机开锁，
舱门才会再
次开启。外面的人是无法随意开启舱门的，
私密性和
安全性有所保障。同时舱内也有开门的按钮，
按下后
舱门也能开启。一旦用户点击
“解锁舱门”
，
门会自动
打开，
可以暂时离开，
也可以结束入住。出舱后要把
一次性用品收起，
扔到指定的垃圾桶里。
舱内虽然狭小但却不会让人感觉憋屈，床和枕
头软硬也适中，北青报记者在里面体验了一下，睡
眠感觉还可以。一位刚出舱的使用者也对北青报
记者表示：
“睡得挺好。
”
目前，
睡眠舱的价格基本分为两档，
一是高峰期
（11 点—14 点）10 元/半小时（半小时后 0.33 元/分
钟）；二是非高峰期的 6 元/半小时（半小时后 0.2 元/
分钟）。每日58元封顶。此外，
享睡还推出了月卡套
餐，788 元/月。享睡负责人说道：
“一般我们中午午
休时总是满舱的，
晚上也会有加夜班的用户使用。
”

问题

有用户称碰到过
“脚臭味”
睡眠舱
虽然共享睡眠舱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

隔音不好是共享睡眠舱的通病

什么隔音效果比较差，外部正常对话声都可以听
到，而且由于太空舱是按照上下铺式摆放，睡在下
铺太空舱的北青报记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位于上铺
太空舱的使用者翻身，手机震动的情况。对此，商
家倒是给用户准备了一次性耳塞，不过北青报记者
并未领到，
据说是发完了。
对于这些问题，享睡负责人告诉北青报记者：
“太空舱马上将进行一轮更新，更新后的太空舱将
加强隔音，还会在舱外增加提示灯，对于有人的太
空舱，
用户在舱外可以通过提示灯得知。”

追访

上海、
成都也有共享睡眠舱

有些问题还是无法回避。说到共享，人们最关心
的还是卫生问题。据享睡负责人介绍，除了一次
性 床 具 用 品 外 ，一 天 会 有 两 次 在 无 人 的 时 候 除
螨，一周还会清洗床垫。当然，这也不代表每个
睡眠舱都是百分之百干净的，由于密闭性太强，
空气流通也是个大问题。虽然有换气扇，但北青
报记者体验时还是闻到舱内的空气不太清新，也
有经常使用的用户表示，之前就碰到过充满“脚
臭味”的舱。
另外，虽然睡眠舱内密闭性很好，但不知道为

财经观察
继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产品后，
共享睡眠舱又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共享经济大
行其道，好像什么都可以被共享，就连资本市场也
纷纷加入参战。不过，这些共享产品都处于起步阶
段，
它们的发展前景尚待考验。
实际上，目前市面上的绝大多数共享经济都只
是“分时租赁”模式，并不符合共享经济最初的“陌
生人之间闲置物品使用权的暂时转移”这一概念。
不论是共享单车、充电宝、雨伞、篮球、玩具还是睡
眠舱，都是公司购置一批物品，分时段租赁给用户，
而非将闲置资源进行共享。这样一来，很容易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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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剩的问题。如今一些城市过度投放的单车、被
损坏的雨伞、租用频率不高的充电宝，都反映出了
这一问题，
“共享”不仅没有使得闲置物品的利用率
提升，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闲置物品。而共享睡眠舱
这一刚刚兴起的事物，是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恐
怕市场的发展会说明一切。
虽然一些共享经济的盈利方式还不明确，产品
损坏、丢失率居高不下，不过，共享经济已然成为投
资人所青睐的关键词。共享单车公司一轮融资就
数亿美元，共享充电宝项目纷纷迎来亿元人民币投
资，共享篮球、共享雨伞也相继宣布千万级左右投

据了解，目前共享睡眠舱只在北京、上海、成都
有设点，其中在北京享睡有 16 个体验点，包括银河
SOHO、望京的洪泰创新空间等创业空间，以及一
些知名的网咖，为上班族、加班族和网吧刷夜族提
供小憩的地方。选址非常接地气，完全覆盖了目标
用户群，上海有三个场地，成都有一个场地。下一
步，
享睡计划在南京、青岛、深圳设点。
在上海写字楼内出现的“共享睡眠舱”服务，用
户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入舱”休息，与北京睡眠舱
有相同的外貌和内部结构，舱内有风扇、阅读灯、充
电插座等设施，费用也一样，第一次扫码使用睡眠
舱可以免费体验半小时，在 11 点至 14 点的高峰时
段每 3 分钟 1 元，其余时间 5 分钟一元。每次 30 分
钟起，
每天最高 58 元封顶，
也有包月的措施。
“睡眠舱挺实用的，这两天我同事都来体验
过。”在办公楼内一创业公司工作的李小姐表示，这
对经常要加班缺觉的白领来说是很不错的选择。
不过不少体验过的用户也反映，舱内有时会存在异
味，隔音效果不好，无法明确舱内是否有人也都有

资。共享经济如何盈利似乎已不是创业者们所关
心的话题，如何拿到更多融资才是。现阶段，各家
都期待先“跑马圈地”，待拥有一定市场份额时再考
虑盈利的问题。
不过，共享经济不同于以往的互联网经济模
式，其需要大规模的线下投入，比如一间共享睡眠
舱，不仅需要高昂的租金，还要建设睡眠舱的硬件
成本、人力管理成本、维护运营成本等等。跑马圈
地的成本不只是简单的线上获客，更需要大规模的
线下投入，毕竟，真正有需求的人不会舍近求远，而
是寻求最为方便的睡眠舱、单车、雨伞等。这就对

乐视汽车发布声明称 所谓贾跃亭
“在美私人别墅”
只是公司办公场所 现已全部质押
资金已经投入到乐视汽车。
前天网上有报道称，贾跃亭在美国洛杉矶南部
一个海边小镇拥有一栋价值 800 多万美元的别
墅。该别墅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被加州一个名为
“Ocean View Drive INC”的公司用 700 万美元
购买，而公司的唯一控股人正是贾跃亭。而且可以
查到，这家公司在 2014 年 8 月 26 日成立，也就是
说仅成立三天后就购买了这栋别墅。因而推测这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智能储蓄存款成新宠
智能储蓄
“悠悦宝”

“存本取息”
储蓄存款

1 万元起存，存期最长五年，提前支取时按
我行推出五年期存本取息储蓄存款，年利率 4.8%，
照存入日我行储蓄存款利率进行靠档计息。比 10 万元起存，一次存入，按月支取利息。例如您一次性存
如：您存了五年期智能储蓄，提前支取时存期满 入 50 万元，每月可收到利息约 2000 元。该储蓄存款优点
一年，则支取部分按我行一年定期储蓄存款年 有三：一是可以提前锁定未来收益，4.8%为固定利率，不
利率 2.25%计息，满二年则按我行二年定期储蓄 用担心利率下调；二是存期弹性，如果您急需用钱，可以
存款年利率 3.15%计息，满三年则按我行三年定 提前支取，且支取时利息按照存入日我行储蓄存款利率
期储蓄存款年利率 4.125%计息，以此类推。未 进行靠档计息，并减去此前已付利息；三是如果您将每
支取部分仍按我行五年定期储蓄存款年利率 月收到的利息转入我行五年期零存宝储蓄存款，则综合
4.8%计息。当您无法确定具体存款期限时，智 收益率可达 5.4%！欢迎您到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
能储蓄存款无疑是您的理想选择。
网点咨询办理。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7月11日至7月18日热销稳健型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365天50万起
5.3%、5万起5.25%，182天5.0%，91天4.9%，63天（新客户专享）5.0%，35天4.8%。额度有限，欲购
从速。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服务电话：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建国门北大街 5 号）85072237
中关村支行：
62418618 国贸支行：
58692708
亚运村支行：
84100156
华威桥支行：
87320018 阜成门支行：
68039098 京广桥支行：
5775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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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睡眠舱是不是共享经济？
究竟共享睡眠舱属不属于共享经济，这点还存
疑。独立 TMT 分析师付亮认为：
“实际上这种酒店
不能算‘共享’，睡觉是很私密的事情，与共享单车
有非常大的区别，
这类似分时酒店、钟点房。”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科技创业中心主任郑刚的认同，郑刚表示：
“严格说
不是共享经济，是分时租赁，披上共享经济外衣更
时髦点。共享经济的核心应当在于激活闲置资源
的价值，不然，只会造成更多的资源浪费。”郑刚建
议睡眠舱的投放先别想着挑战，认真为细分市场目
标用户提供好服务，不断提升用户体验，不断迭代
升级，
也许能一步步进入主流市场。
文/本报记者 张帆 实习记者 杨思萌

共享经济的未来在哪里？

乐视否认贾跃亭
“在美有豪宅”

本报讯（记者 张钦）继对贾跃亭是否将按期回
国的揣测之后，近日又有媒体爆出贾跃亭在美国有
多处豪宅，表明目前贾跃亭“在美国生活得很幸
福”。不过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些“贾跃亭的美国
房产”其实落于乐视汽车的名下。对此，乐视汽车
昨天也作出回应称，媒体所报道的房产并非贾跃亭
拥有，而是乐视汽车在美国的办公场所。同时乐视
汽车表示，这些房产其实也已经被全部质押，所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共享睡眠舱的出现无疑满
足了一部分人群的需求，分布在上班地点寻找方
便；比钟点房的资源使用效率要高；程序更为简便，
只用扫码就可以入住。
但共享睡眠舱与共享单车不同的是，睡眠舱需
要找到合适的用户群，并且得达到一定的规模，如
果一个场地的数量特别少，而大家的需求时间又很
集中怎么办？每个场地都需要至少一名维护人员，
成本怎么控制？是否合算？
“就午觉而言，这个价格有点贵，如果费用再减
一半的话还是可以的。”有不少用户表示共享睡眠
舱的费用太高。对此，享睡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其
看来，睡眠舱比沙发要舒服很多，他推荐对睡眠质
量要求较高的人尝试。
“ 听说华为公司内部就有卧
铺可以睡，
说明还是有需求的。”
此外，共享睡眠舱在消防等经营措施方面是否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目前依旧存疑。上海享睡有关
负责人就在回应“是否已经通过了消防部门许可”
的问题时表示，
“这个问题正在与消防部门沟通，听
取他们的意见。
”
而最新消息显示，上周末有媒体前往中关村创
业公社的一处享睡空间去体验，发现大门紧闭未营
业。据知情人透露享睡空间已被警方查封，原因未
知。北青报记者联系此处的负责人，但截至发稿时
也没有得到回应。

是贾跃亭故意隐藏私人身份而以公司名义购买的
别墅。随后又有人爆料称，贾跃亭在美国的别墅还
不仅这一处，总共多达五栋，每栋的价值都在数百
万美元。
对此，乐视汽车昨天发布官方声明，强调媒体
关于贾跃亭私人别墅的报道曲解，
“ 所谓的贾跃亭
私人房产实为三年前乐视汽车在美国创业初期陆
续购买，并不属于贾跃亭个人，而是乐视汽车生态
美国洛杉矶驻美办和接待办，同时也是乐视汽车生
态全球高管阶段性住所之一，此处邻近乐视汽车研
发总部。
”
乐视汽车昨天表示，贾跃亭自 2013 年到美国
进行汽车创业以来，从未有过任何家人到过此处居
住，而倒是乐视汽车中国高管来美出差和常驻美国
的乐视汽车员工曾住在这里。
“ 因工作需要经常会
有一二十名中国乐视高管轮流在 LA 工作，在节约
出差成本的同时也便于在美员工与国内的协同工
作，尤其是存在中美时差问题，中国白天是美国的
晚上，通常都需要中美视频会议，此处也成为乐视
汽车生态美国第二工作点和会议室。
”
同时乐视汽车表示，由于汽车研发制造需要大
量资金，之前乐视汽车已经把上述房产全部质押，
所获资金全部投入到汽车研发当中。
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乐视汽车从本月开始，
在未来四个月将不会发放工资，乐视汽车方面也回
应称，
按照公司规定，
每月 15 日为工资发放日，
由于
本月 15 日是周六，本月工资会顺延至 7 月 17 日也
就是今天发放。

资本有了更高的要求，也促使投资人前期不计成本
地持续投入。
在共享经济刚刚兴起的现在，我们认可一些产
品带来的便利，也为它们带来的问题所困扰。我们
期待，未来有更多真正符合共享经济初衷的经济模
式出现，让闲置物品提高其利用率，在“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前提下，为分享者带来一定收入。我
们也希望，致力于共享经济的公司进一步提高效
率，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解决诸如安全、卫
生、过度投放等问题，投资人用自己的行动为更好
的共享经济模式投上一票。
文/本报记者 温婧

北京首家民营银行
中关村银行正式开业

新华社电（记者 王晓洁）北京中关村银行于 7
月 16 日正式开业，
这是北京地区第一家民营银行。
中关村银行全称为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40 亿元人民币，由用友网络、碧水
源、光线传媒、东方园林、东华软件、华胜天成等 11
家中关村上市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中关村银行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获中国银监
会批复筹建。在开业典礼上，中关村银行董事长郭
洪表示，中关村银行的根本宗旨是服务“三创”，即
创客、创投、创新型企业，最大特色是科技金融，这
是中关村银行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和天然基因
决定的。
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工在开业典礼上
指出，中关村银行的筹建是首都金融领域深化供给
侧改革的实质性举措。中关村银行要充分发挥民
营银行体制机制优势，解决传统体制下难以破解的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努力打造成为民营银行的标
杆、科技金融的旗帜。
供图/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