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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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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剑锋

清晨，天空泛起迷雾，晨曦中的福建晋江西南
部小镇安海，静静等待太阳升起。

往年的六月，小镇 70 多家玩具企业十分忙
碌。从生产线上下来的一批批玩具，源源不断送往
各大洲的家庭。然而今年，迫于疫情，不少企业选
择蛰伏。

今年 52 岁的许清海，时刻关注行业的发展。
作为安海玩具同业公会的会长，他见证了家乡玩
具产业的浮沉——从声名大噪的中国玩具“三海
之一”，到拱手让出市场，再到如今寻找出路，玩具
小镇 30 年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但再困难，“玩具人”也没有放弃这门生意。积
极反思过去，努力打破壁垒“抱团取暖”，眼下为了
突围，更是闯入直播带货、共享订单的风口。他们
的努力成为玩具商海寒冬中的一束火光。

“是挑战，更是机遇。”在“玩二代”看来，每一
次困境都是反思的机会，而每一次反思，都蕴藏着
产业转型动力。

“蓝海”催生出侨乡玩具小镇

“90 年代前看上海，90 年代初看安海，90 年
代末看澄海”，这是业内对玩具产业不同发展阶段
的概括。在中国玩具产业史上，已经和玩具结缘
30 年的安海，曾经很重要。

安海与金门岛隔海相望。如今提起它，更为人
熟知的，是恒安、盼盼等知名企业。处在“夹缝”中
的玩具企业，多少显得有些落寞。

20世纪 90 年代初，全球玩具产业正经历一
次“大迁徙”，为了寻求成熟的廉价劳动力，玩具产
业一路从日韩南迁至台湾地区，又从东南亚辗转
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安海率先接过了橄榄枝。

“玩具产业之所以没在东南亚一带停留，是因
为当地缺少成熟的技术工人和配套设施。安海机
械工业起步比较早，弥补了这一缺陷。”许清海说，
当时闽南一带流传一句话——“安海出‘黑手’”。
所谓“黑手”，指的就是起早贪黑、手艺精湛的机械
模具工人，他们成为第一批投身产业的主力军。

1995 年，许清海成立自己的玩具品牌“嘉
利”，工厂生产的第一款产品是写字板，孩子们用
磁性笔在上面自由创作，塑料“橡皮擦”一拉又是
一块干净的“画布”。

“当时这个产品很多厂都在做，但都无法解决
热胀冷缩的问题，产品送到东北或东南亚就不能
使用。”许清海叫来一帮台湾朋友，一天就解决了
问题，产品别说卖到东南亚，卖到中东都不成问
题，就此一炮而红。

背靠台资港资是当时众多玩具企业的特点，
由于毗邻台湾海峡，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有点海
外关系，这些活跃在香港、台湾的同行亲戚，解决
了销售和技术难题。

呈现在安海人面前的，是一片玩具的蓝海。当
时，最早一批技术工人嗅到了商机，选择下海办
厂，他们中有人做“大象打鼓”、有人造玩具工程
车，无一例外都赚得盆满钵满。

时隔多年，许清海仍感慨于那个年代“赚钱太
容易”。“只要有声音、有灯光、有动作就好卖。”他
总结出的“三有”定律在很多产品上屡试不爽，比
如一打开就会发出警笛声的玩具枪，会自己翻跟
斗的小车等等，大多是从香港和台湾拿过来“抄一
抄，变一变”，再让人到香港洋行四处推销，而且价
格不高，销路被迅速拓展开。

彼时的安海，成为中国玩具版图的重要板块。
风头最盛时，家家户户都在围着玩具生意打转，有
的企业产值破亿，“一口气能买下整条街的店铺”。

在观望与“各自为战”中停滞

当所有人都徜徉在安逸中时，1994 年，一支
团队慕名而来，人员来自广东汕头和澄海的商务
部门及玩具厂家。

时任玩具同业公会副会长的吴小瑜带他们参
观了玩具展厅。当时，澄海成规模的企业玩具企业
只有个位数，而安海有 70 多家。

然而会面过后，两地其妙地进行了“命运更
迭”。考察回去后，澄海采取“蓄水养鱼”的宽松政
策，玩具产业迅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已有上万
家玩具企业的澄海，更被称为“世界玩具之都”。而

安海始终保持几十家的规模。以至于后人谈起这
段往事，戏称“真经被澄海人取走了”。

在许清海看来，落后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
浅层的答案写在地图上：澄海更靠近香港，无论
是市场开拓力度，还是信息获取渠道，都超过安
海，加之当时澄海宽松的政策环境，产业崛起顺
理成章。

“从更深层次来讲，技术型老板往往过于保
守。”许清海坦言，尽管闽南人以“爱拼敢赢”著
称，但在面对如此“好做”的玩具产业，却选择了
观望。

“打个比方，其他地方赚了 100 万元可能继续
追加投资 300 万元，而我们可能将 90 万元用来

‘逍遥’，只用 10 万元维持生产。”对此，许清海颇
为遗憾，玩具行业最大的资金成本是产品研发，投
入降低意味着产能和创新的双重落后，这让安海
错过了产业发展的黄金期。

同样有争议的是产业发展初期制定的一条
“君子之约”。1992 年，安海玩具公会成立，20 多
家成员单位制定了一条行规：严禁内部仿冒。

规定的本意是鼓励创新，倒逼企业多品类发
展。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君子之约”却成了自我
设限。吴小瑜指着手边的茶杯，“比如我做茶杯，别
人为了不触犯规矩，就不敢做，而澄海可能一二十
家蜂拥而上一起做。”

“有时候一个产品非常火，但其他企业只能眼
巴巴看着不能做，其实市场蛋糕很大，一家企业不
可能完全独吞，一旦做不起来，就给了其他地方可
乘之机。”力利玩具总经理许宾宾说。

她的父亲许永定参与了当年的行规制定，老爷
子没有料到，本为了减少内耗的行规被钻了空子，
客观上反而加剧了内耗。当年，公司本想做一个全
系列的玩具，有同行知道后提前抢走几个单品去
做，最终完整的版图里无奈少了几块“拼图”。

君子协定导致各自为战，投入减少又让企业
后劲不足，安海玩具产业渐渐走向没落。

在“抱团取暖”中走出困局

1990 年出生的陈昱升有着多数人羡慕的童

年。从小在父亲玩具厂里长大的他，每年都能拿
到最新款的童车“座驾”。2013 年，陈昱升从墨
尔本大学毕业，选择回家继续“造车”。

眼下，第一批下海创业的“玩具老炮”，大多
数已把生意交给了子女。对他们而言，过去 30
年，小镇的玩具产业像是一辆电量耗尽的玩具
车，走着走着就慢了下来。让车子跑起来的使
命，落在“玩二代”身上。

“我们在公会里多次提到，要抱团发展，共
享订单，自己忙不过来的，尽量让兄弟工厂帮
忙。”陈昱升说。

小镇玩具企业长期经营欧美市场，受疫情
影响，外贸订单大量取消，而他所在的嘉利玩
具承压较小。得知兄弟企业处境艰难后，公司
匀出一百多万订单给其中三四家工厂。

如果说现在的澄海成了安海的老师，
“玩二代”们学到的第一课，就是“抱团合
作”。去年，嘉利玩具在美国建立了分公司和
海外仓库，他们希望以此为据点，带动家乡的
兄弟工厂一起卖货、一起办展乃至一起开发产
品，共同进军美国市场，“现在单打独斗很难
了，澄海可以几个厂家拼一个货柜，我们也可
以。”

许宾宾说，现在安海“玩二代”们经常聚在
一起探讨市场，彼此之间互相借用产能，借用技
术工人甚至介绍客户，都很稀松平常。

曾经习惯“单枪匹马走江湖”的“玩一代”
也在尝试改变。

距离嘉利不远的晋江产业直播基地，董
事长陈艺娟就是一名 60 后的“玩一代”。她的
直播基地每天都有 30 多个主播在直播间里
吆喝，“这款礼包比线下商超还要便宜 10 块
钱，而且是包邮的……”上个月，一款玩具工
程车在短时间内就收获了数百单的亮眼
成绩。

在陈艺娟看来，处于风口中的直播带货，是
晋江玩具企业“抱团突围”的又一突破口，“晋江
玩具企业众多，每家的拳头产品都不同，单独请
主播费用太高，效果也不好，我们就鼓励玩具公
会一起入驻，将几家产品拼成大礼包。”

保持专注，做精做细单一品类

玩具折射着时代的缩影，这几年，小孩子的
玩具变了又变，曾经的“小象打鼓”被一代人扔
进了杂物间，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加新潮的玩
具，他们中有的已经称得上是科技产品。

如何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是当下安海
玩具业必须回答的问题。

走进力利玩具的展厅，两面展柜相对而立，
一面摆满着琳琅满目的 DIY手工串珠，而在它
对面，大脚农夫车、洒水车等 100 多款大大小小
的惯性玩具工程车组成了“车的王国”——自创
办之初，企业就坚持只做这两样产品，争取在垂
直领域做到极致。

经过多年的产业积淀，新一代安海“玩具
人”大多选择了相似的道路：做精做细单一品
类。“不管时代怎么变，只要产品过硬，就不会被
市场淘汰。”许宾宾说。

当初的“君子协定”如今也显示出积极的
作用。由于选择不同品类发展，各家企业建立
了稳固的技术壁垒和客户群体，一些企业的拳
头产品在业界已经不可替代——他们中有人
将电子琴做到全国第一，有人把跳舞毯做到全
球前列，有人则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于做写
字板。

如今再谈起和澄海的关系，多数人已经不
以“竞争”看待。“体量差太大了。”陈艺娟说。根
据一份两年前的数据，澄海玩具产业年产值已
经 500 多亿，而安海不及其十分之一。

在许多人眼里，澄海像是分工明确、快速响
应的狼群，而安海更像是慢步前行的大象，只是
专注低头赶路，与其一味学习澄海，不如保持专
注，将生意做成“手艺”。

“未来我们会深耕国内市场，紧跟市场风
向，以中国的人口基数，再小众的品类也能有大
作为。”在许宾宾看来，尽管在中国玩具版图上，
安海并非最亮眼，但只要专注，依然会在小市场
里走出一片大天地。

编辑刘婧宇

晋江玩具小镇安海：“玩二代”引领行业新“玩法”

治理学术不端

不能仅靠查重

■记者手记

临近毕业季，疯狂涨价的硕士学位论文
查重服务，引发不少毕业生不满。有人吐槽，
“论文查重简直就是坐地起价，毕业前还要被
宰一次”“为什么口罩、头盔涨价有人管，论文
查重涨价就没人管”。

硕士论文查重服务价格，每逢毕业季都
会有所上涨。但相关人士表示，今年这种涨
法有些少见。记者 6 月 18 日在某电商平台
检索发现，当天硕士学位论文的查重价格，普
遍在每篇 750 元以上，最高甚至达到了每篇
1200 元。

受访业内人士坦言，供需失衡是硕士学
位论文查重涨价乱象存在的主要原因。知
网法务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主要还
是存在市场需求，手握资源的想要挣钱，开
店的想要找到资源。”

治病要治本，打蛇打七寸。整治硕士学
位论文查重涨价乱象，需要从根源入手，即解
决长期存在的供需失衡，而这需要平台、高校
和学生三方协作。

论文查重只是杜绝学术不端的办法之
一，但近年来部分高校在治理学术不端时，
把论文查重当作救命稻草，出现了治标不治
本、本末倒置的怪圈。我们应当看到，治理
学术不端的前提是加强学术诚信教育，培养
学生遵守学术规范的意识。

学术诚信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
从平时抓起，从细节处抓实。高校要开设学
术诚信教育课程，并增加课程在培养方案中
的比重。

在实际操作中，可将论文查重引进日常
教学，对学生的课程论文等进行查重，并制定
相应的惩罚措施。

部分受访者也认为，知网如果向个人
开放查重服务，学生可能会采取各种办法
提前规避学术不端行为，这种观点其实不
无道理。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直接相
关者，学生应当严格要求自己，从日常的课
程小论文做起，遵守学术规范，严格要求自
己，坚持原创，锻炼和提高调查研究和论文
写作能力，为顺利完成学位论文打下坚实
基础。

知网近期查封大量学术不端检测账号，
是导致查重服务涨价的原因之一。作为硕
士学位论文查重服务提供者，知网官方打击
侵权行为的同时，是否可以增加查重资源供
给，以缓解长期存在的供需矛盾，值得进一
步探讨。

本报记者郑明鸿、闵尊涛

▲左图：某电商平台上论文查重报价。 右图：受访者与某商家的对话记录。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郑明鸿、闵尊涛

“2 月初 120 元，现在 550 元，翻倍地涨”“买的
时候 480 元，刚买完就涨到 580 元”……临近毕业，
硕士学位论文查重服务价格涨势“凶猛”。不少研
究生直言，查重负担越来越重，毕业前还要被宰
一次。

论文查重又称“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目的是
杜绝抄袭、剽窃、侵占、篡改他人学术成果等行为。
目前国内知名度较高的查重服务，由同方知网数
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俗称知网查重。

尽管查重渠道还有万方查重、维普查重等，但
知网拥有丰富的全文比对资源库支撑，查重结果
权威性更高，高校往往将其作为硕士学位论文查
重的首选。

近期知网查重服务为何大幅涨价？网上售卖的
知网查重是否正规？高校对于硕士学位论文查重有
哪些具体规定？记者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调查。

频繁涨价，买早了还得补差价

4 月末，重庆某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周锋接
到学校通知，要求近期上传学位论文进行初检。为
了保证顺利通过，他决定在网上购买查重服务先
行自检。

当他准备下单时却发现，前几天只卖 300 元
每篇的查重服务，当天已经涨至 450 元。

为了省钱，他和另外三位同学，将各自论文合
成一篇，花 450 元购买了查重服务。为了不被系统
发现，他们调整了论文结构，“能去掉的标题都去
掉了。”

“我听商家说，只要单篇论文字数不超过 28
万，就可以进行查重。我们四篇论文合在一起，不
到 20 万字。”周锋补充说。

记者了解到，虽然周锋所在的高校，没有明确
要求提交论文前进行自查，但得保证论文重复率
低于 20%。出于保险起见，大部分学生会先自查。
如果重复率偏高，会在降重后再提交。

江西某高校 2019 届硕士毕业生郭伟力告诉
记者，学校在答辩前不提供查重服务，班上近 50
位同学全都在网上买了查重服务，“我的论文改了
4 次，也查了 4 次，当时一共花了 1000 多元。”

该校研究生教学秘书卢老师表示，学校要求
学生先自查并提交查重报告，重复率要在 10% 以
下，否则延期半年参加答辩。“学生要本着对自己
负责的态度，用心准备论文，并做好查重和降重。”
卢老师说。

除了频繁涨价，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购买后
若没有及时使用，涨价后还得补差价。要想快点拿
到查重报告，则需要额外购买加急服务。

记者咨询某电商平台一家名为“学术不端查
重检测中心”的商家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条款：现
在价格变动大，涨价后就不能使用了，需要补拍差
价，订单金额不足肯定无法提交的。

该电商平台另一家名为“唯知网教育专营店”
的商家表示，“拍下后建议 10 天内使用，超出可能
无法使用”。

5 月 2 日晚，重庆某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吴
雨婷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查重服务，当天的价格
是每篇 450 元。学校要求 5 月 5 日前提交论文，
为了尽快拿到查重报告，她多花了 50 元购买加
急服务。

记者 6 月 18 日在上述电商平台搜索“知网硕
士学位论文查重”时发现，硕士学位论文查重价格
基本在每篇 750 元以上，最高可达 950 元每篇，某
电商平台上一家名为“盛世利通教育专营店”的网
店给出的加急查重价格则为每篇 1200 元。

到底谁在涨价？为什么涨价？

记者采访发现，各方对今年论文查重服务价
格疯涨的原因有不同说法。究竟是谁在涨价？为什
么涨价？

某电商平台一家名叫“超星教育专营店”的客
服表示，每个阶段查重服务的成本不一样，价格也
不一样。官网统一调价，我们再根据官网成本定
价，价格确实不稳定。

“学术不端查重中心”的客服则告诉记者，查
重服务涨价是因为知网整顿，检测名额紧张，成本
大幅上涨。

在重庆某高校经营打印店的武文分析，知网法
务部 4月 7日在官网发布“系统公告”后，查封了一
大批检测账号，是导致论文查重涨价的原因之一。

记者查询发现，知网法务部发布的公告，针对
用户单位知网账号泄露、倒卖账号等情况，制定了
处罚措施。最严重者，将被知网暂停服务，并书面
通报用户单位上级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直至用
户单位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是严肃的管理工具，只可
用于机构的业务管理流程，因此这一系统也一直
仅向机构提供服务，且只允许检测本单位论文。”
知网法务部日前接受记者邮件采访时说，知网会
根据高校的具体需求，无偿为高校研究生院提供

检测服务。
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的商家，普遍宣称

查重结果“保证与学校结果一致”。“超星教育专营
店”客服告诉记者，他家出售的查重服务是正品官
网系统检测，报告单支持官网验证真伪，并且默认
“官网就是知网”。

知网法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网上销售的
查重服务是知网的产品，但并未获得知网授权，知
网不对个人提供业务。知网会给学校一个总账号，
由研究生院学位办负责管理。向知网申请和备案
后，总账号管理员可以向下授权子账号，并规定子
账号查重额度。子账号必须精确到人，绑定管理人
员手机号后，经过验证后，才能正常使用，知网会
对每个子账号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一种情况是，高校内部存在部分人倒卖知网
账号，学校有一些多余的检测篇数，可能就会被一
些人拿去使用。”知网法务部相关负责人补充说，
另一种情况是部分网店老板削尖了脑袋到处找查
重资源。高校和期刊编辑部也反馈称，有人直接给
他们发邮件，打算花钱买查重账号。

“学校给每个学院一个账号，学院每年都会向
学校要 100 个至 250 个查重额度。”江苏某高校研
究生教学秘书王老师说，“不够用的时候直接和研
究生院学位办打电话说，不用走什么具体程序，好
像学校也不会看自己怎么用这些账号。”

武文经营的打印店，也提供查重服务。他以所
在高校为例，介绍了自己的“商业模式”：知网会给
学校提供一个账号，由研究生院统一管理。为了方
便开展工作，研究生院会给各二级学院分发子账
号。关系户可以拿到子账号，然后提供给他这样的
商家使用。每检测一篇论文，关系户还要收大头。

多位经营相关业务的网店客服告诉记者，
他们是通过高校教师的账号提交论文进行查
重。“知网学诚教育专营店”的客服说，他们和高
校有合作，并表示查重报告单支持验证。“学术
不端查重检测中心”的客服则坦言，“是在学校
查的”。

不同高校对查重有不同规定

受访者表示，往年也存在研究生学位论文
查重服务涨价现象。毕业季正值查重高峰期，查
重涨价属于市场行为，等到高峰期过去又会下
调。武文认同这一观点，但同时指出，“涨价年年
有，但今年这种情况很少见。”

2016 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预防与处
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要求高校加强预防和查
处学术不端行为。为预防高校毕业生学位论文
学术不端行为和提高毕业生培养质量，高校往
往要求对毕业生学位论文进行查重。

记者调查发现，不同高校对硕士学位论文
查重有不同规定。

江苏某高校研究生教务员王老师介绍，她所
在的高校会在研究生正式答辩前，提供 2次免费
查重机会，由教务员统一收集论文进行集中查
重。如果两次都没通过，学生就需要自己购买查
重服务，“每年都会有部分学生上网购买查重服
务”。

江西某高校研究生院学位科负责人钟老师
则告诉记者，学校只在学生答辩结束后会对论
文统一进行一次查重，这次查重更像是核查，重
复率超过 15% 的学生，需要延期半年才能再次
参加答辩。该校每年都会有几十名硕博毕业生，
因论文查重不过而延期毕业。

钟老师坦言，论文查重属于学校和知网合
作协议的附带业务，知网会根据学校前一年的
毕业人数提供查重篇数，“论文查重有篇数限
制，不是想查就能查”。

“这里存在的矛盾是，很多学校对硕士学
位论文重复率有要求，但又不给研究生自主查
重机会。而知网又不向研究生个人开放查重服
务。在这种情况下，有论文查重需求的学生，只
能涌向网上购买论文查重服务。”一位受访人
士表示。

知网法务部介绍，如果高校和学生统一
将学位论文收录进知网论文数据库，知网就
免费给研究生院提供查重服务。知网给每个
高校的查重篇数都不一样，要和毕业生数量
挂钩。

“如果研究生院查重篇数不够，高校可以申
请追加，我们会对此进行审核。没有检测本单位
以外的文献，没有从事商业化运作，通过任何渠
道向第三方转让等情况，而且要检测的硕士学
位论文重复比例较高，我们就会看情况追加。”
知网法务部相关负责人回应。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针对网上销售的知网查
重服务，知网官方一直在用户的配合下进行打击。
在多年查处中，取得了一定效果。小到产品下架、
店铺关张、网站关闭，大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
事赔偿，“主要还是存在这样的市场需求，手握资
源的想要挣钱，开店的想要找到这种资源。”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编辑黄海波

硕士学位论文查重频繁涨价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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