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2P租车
提供的是P2P(个人对个人)的私家车分

享租赁服务，把私家车闲置的时间变为可供
出售的资产，出售给有需求的人，让车主把
固定资产盘活成理财收益，而用户不需花很
多钱也可以享受到驾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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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监管的缺失， 引领互联网租车市场风尚的P2P租车不时曝欺诈事
件：租客驾车潜逃了，这无疑加剧了想要加入P2P模式收租车主的担忧。租
客的信用问题能否通过一个网络平台了解呢？随着“车立信”正式上线，这
一问题有望迎刃而解。

核心提示

P2P租车尴尬：车主权益难保障
预测：P2P租车将遭遇洗牌潮 业内：大把烧钱不如拼征信

日前，湘潭锰矿独
立工矿区、竹埠港老工
业区搬迁改造项目分
别成功申报，获得国家
资金支持。这是湘潭引
入“活水”重点支持的
两大项目。 今年上半
年，通过财政等部门努
力，湘潭争取上级转移
支付资金超过68亿元，
为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注入强劲活力。

今年上半年， 湘潭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
22.22％，增幅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6.18个百分
点， 支出进度位居全省
前列， 也远高于湘潭上
半年8.95％的全市财政
收入增幅。

面对财政吃紧的压
力和新常态的要求，湘
潭千方百计巩固财政
总量， 盘活财政存量，
做大财政增量， 稳增
长，促发展，惠民生。全
市各级财政部门积极
行动，一方面主动对接
相关部门，协助项目申
报、资金测算；一方面

吃透政策， 与财政部、
财政厅保持密切联系，
全力争资调资。

借助湘潭综合保
税区、国家节能减排财
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
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
区等“国”字号平台获
批的契机， 今年上半
年，湘潭争取上级转移
支付资金超过68亿元。
其中，继去年争取到国
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
综合示范城市奖励资
金后，湘潭竹埠港又被
确定为 2015年重金属
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
持对象。上半年，仅这
项工作争取的国省资金
就达3.87亿元。

此外，今年上半年，
湘潭还争取到了一批高
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国
省实事资金与中央和省
级文化产业、 事业专项
资金等， 为湘潭建设发
展和民生实事提供了资
金保障。

■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吴滔滔 张莹

（2015年7月）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牛说话》
邓湘子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年6月出版

本书是“红辣椒”书系第
一辑中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主人公是一头名叫“虎叉牯”
的牛，机缘巧合下它懂得了人
的语言，会像人一样思考。

《我读：陪你读到世界尽头》
凤凰书品 编，梁文道 主讲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本书基于凤凰卫视中文
台读书栏目《开卷八分钟》，是
梁文道主讲的书评集。

《最后一战： 中日雪峰山会战
纪实》
曾凡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4月出版

本书全景纪实式地描述
了雪峰山会战的详细历程。雪
峰山会战，又称“湘西会战”或
“芷江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

《“从小好身体” 健康教育绘
本》（全9册）
[韩]曹恩受、申淳载等著，[韩]
李真娥、苏允庆、李佳景、金祐
善等绘，沈丹丹 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年6月出版

本系列共9册， 是立足于
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意识、打
造孩子健康体魄的教育绘本。

《我的故事》
[美]玛丽莲·梦露 著 宋慧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5年7月出版

本书是中国大陆出版的
首部由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
亲笔完成的中文简体版自传。

《来得及》
何炅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5年7月出版

本书分毕业、爱、梦想、成
长、朋友、迷茫和青春等7个主
题，通过著名主持人何炅讲述
其成长故事和人生感悟，他与
黄磊、张嘉佳、蔡康永、韩松落
等名人的“青春对谈”，以及王
硕、里则林、韩松落等作家的
青春书写等，抒发了“人生没
有最晚的开始， 一切都来得
及”的青春宣言。7个主题的末
尾都附有青春留言板，收录了
网友们关于这些内容的理解
和感悟。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谢璘蔚 朱时雨

出于“共享经济”的诸多优势，P2P租车
已经成为一种风尚，然而，此前由于监管的缺
失，P2P租车领域一度“鱼龙混杂”。三湘都市
报记者近日获悉， 由宝驾租车牵头筹建的首
个全国性汽车租赁诚信信息咨询服务平台
“车立信”正式上线，这意味着，此前曾困扰
汽车租赁业的涉车诈骗案件， 今后将有望
得以缓解，而曾经处于“野蛮生长”的P2P租
车行业，将结束“无标准、无监督”的状态。

【共享】P2P租车让车主和乘客双赢

姚新波是长沙拓维信息的职员，喜欢“尝
鲜”的他通过P2P出租车，当起了“车东”。“刚
买了一辆新车，老婆有事才开一下。”不需要
用车的时候，姚新波把自己的本田雅阁挂在
P2P租车的平台上出租，“第一笔业务租期为
4天，收入1600元，体验还不错”。

记者了解到，在P2P租车平台上，车辆
闲置的私家车主将信息发布在平台上，租
车人和车主协商租车时间、费用，交易支付
依靠手机移动端在线完成。 这与时下颇为
流行的打车软件有几分相似。

记者采访了长沙的几名“车东”，他们
认为，P2P租车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就是车
闲置时也能赚钱。

姚新波给记者算了笔账， 以一辆20万
元的私家车为例， 一年维护保养加上保险
等费用约8000元。如果一年租出30天左右
就能摊平这笔费用。

“利用私家车的闲置时间创收，这是很
多车主愿意对外租车的动力。” 据前述P2P
租车平台长沙地区负责人测算，P2P租车每
月可为车主带来3000元至5000元的收益。

对于车主而言，P2P租车成为新的赚
钱神器，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又有哪些好处
呢？

邹小兵考取驾照已经两年多了， 但一直
没有买车。7月初休年假， 想带老婆孩子开车
出去玩。通过P2P租车平台，在自家小区租得
一辆三菱劲炫SUV，每天才200多元，比普通
租车公司便宜近一半。“我一般都是租三四
天，用来短期出游，真的很方便。”

记者就同款汽车在宝驾租车平台与传
统租车行做了比较， 发现单就租赁价格而
言，P2P租车线上车辆的平均价格是传统
租车行的7折到9折之间。以一辆同档次的
SUV为例，P2P租车平台为280元/天，而传
统租车店至少要450元/天。

【症结】 车主权益保护成最大问题

对于车主和消费者而言，P2P租车会
是一个双赢局面，但实际上，此前由于相关
监管的缺失， 不少车主对P2P租车依然持
观望态度。

记者随机采访了长沙的20名私家车
主，结果显示，只有不到30%的采访对象表
示可以考虑把自己的车在空闲阶段租给别
人。而不愿租车的主要原因依次是“惹上不
必要的纠纷”、“出租后违章驾驶”、“车辆损
坏及交接不方便”，除此以外还有“怕出事
故”、“不想挣小钱担丢车风险”等。

就在近日，P2P租车平台PP租车再度
曝出车辆被丢失，据了解，车主陈先生于6
月9日将自己的私家车在PP租车平台出租
期间被租客诈骗丢失。

而事实上，PP租车此前开发了各种预
防手段，比如GPS定位仪、手机客户端动态
追踪等，但相关专家表示，汽车租赁说到底
是一种信用消费，只有完善相关法规，建立
更全面的全国租车征信体系， 才能从源头
上抵制风险。

因此，业内人士认为，租车
征信体系的建立就显得尤为紧
迫和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 宝驾租
车日前牵头筹建了全国首个全
国性汽车租赁诚信信息咨询服
务平台“车立信”平台，平台建
立了与公安局和交管局的数据
对接的渠道， 全行业内租赁公
司的黑名单共建共享， 对租客
身份进行多方验证， 并与国家
认证的互联网征信系统、 金融
征信系统合作， 接入大数据进
行筛选。

业内专家预测， 未来整个
行业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
应该会是有序的竞争。“目前，
P2P租车平台需要找到并赶紧
‘抱大腿’， 否则监管和洗牌浪
潮之后，裸泳者必死无疑。”

野蛮生长时代将终结？

有人在跑步，有人在跑路。7
月份国内P2P租车领域出现首个
死亡案例，成立不到一年的Co-
Car于7月1日停止服务， 团队全
部解散。 这无疑为发展中的P2P
租车行业泼上了一盆冷水。

业内专家认为，P2P租车今
年年底会迎来市场的大爆发，
对于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最有
利。市场的爆发，只有行业领跑
者才能接住。P2P租车不是一个
纯互联网平台， 对于产品、服
务、征信平台、资金的高要求缺
一不可。目前P2P租车平台完全
依靠风投资金烧钱扩张，“盈利
肯定是很快要实现的”，前述业
内人士坦言， 在格局基本形成
之后， 下一轮比拼的就是风险
控制能力。政策保障、全行业征
信平台是P2P租车市场良性发
展的关键， 也是在盈利性比拼
中的制胜关键。

征信成比拼制胜关键

引活水稳增长
湘潭半年争资超68亿

破题

湘版好书榜

除了宝驾租车， 其它P2P租车平台均开
始发力， 加紧搭建严格的风控和信用体系。
PP租车将投入1亿元人民币建立专项资金
池，作为入驻PP平台车主的“安心保障金”。
一旦发生车辆丢失或被不法分子非法抵押
等极端状况时，PP租车在配合公安机关追车
期间，为车主每天提供代步补偿金；如果在
约定时间内车辆无法找回，将直接从“一亿
安心保障金”中赔付车主损失。

发力

名词

搭建严格的风控和信用体系

■漫画/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