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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蒋明君 徐宁

号称“枪手”是清

华等高校硕博士

“无论什么专业都行，写手
都是高学历老师，或在职的研究
所、社科院的硕士。”9日，记者以
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和一家代写
论文的网站取得联系，该网站客
服表示，论文主要由名校硕士、
博士生代写，质量有保证。

记者从客服发来的写手信
息截图发现，清华大学、西安交
大等高校的硕士、博士生的名
字赫然在列，但却无法一一进

行核实。
双方同意合作后，买家先

支付30%订金，正文完成50%
后支付全款，然后发整稿，可
免费修改，但买家需要自行检
测查重。

记者发现，相比网店，专业
网站的收费更高，论文价钱也
随着级别水涨船高。本科毕业
论文一般在每千字70元左右，
有的甚至能达到150元。硕士论
文每千字则高达200-300元，
一篇4万到5万字的硕士论文基
本要上万元。

“按在职硕士论文情况来
说，4万字大论文加开题报告，
低于20%的查重率，20天完成，
价格12000元，包通过。”客服表
示，字数、时间、查重率、写手的

学位等都成为收费的衡量标
准，条件合适还可以赠送答辩
时需要制作的PPT。

代写论文质量不

高，大学生常吃哑巴亏

“在一家网站上看到商家
评价还不错，自称包改包过，收
费850元。”曾在淘宝上购买过
论文的毕业生小陆告诉记者，
这些商家大都在吹嘘，论文质
量并不高。

“2月份下的单，4月份才给
了初稿。”小陆表示，本来说是3
月初就可以给初稿，谁知卖家
百般搪塞。小陆三天一催，几番
下来，4月初才把初稿发过来。

检测后重复率高达79%，“几乎
全是摘录网上的。”

在小陆的要求下，商家进
行了修改，最终只是将重复率
降到了39%。眼看论文答辩时
间将近，小陆只得自己动手，
最后勉强通过答辩。因为找人
代写论文不光彩，小陆没敢进
行举报。

省城某高校今年毕业的
中文专业学生马谦（化名）表
示，他的论文早已完成，如今
正四处张罗着帮人写论文。他
说，要求代写论文的毕业生求
稿都比较急，又因为心虚不愿
声张，多数比较好摆平。“你既
没途径举报他，同时担心他揭
发你，耽误你毕业，最后只能
自认倒霉。”

从山东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关系来看，张蕴岭提到，中韩
自贸区也可以纳入“一带一路”
建设的大框架。

目前，中韩已经谈成了自贸
区的基础协议，不久就会签署，
今年年底生效。

“这个协议里第27条提出让
威海和仁川搞先行实验区。”张
蕴岭解读说，在基础协议上，很
多困难双方都没谈下来，于是让
威海和仁川两个地方先试。

不过，张蕴岭提醒：“先试，
不是让威海自己发展，而是让山
东发展，让全国发展，以前中韩
双方没谈下去的困难，威海、仁
川两个地方先达成协议，如果可
行然后再复制，以最快的速度扩
散到其他地区。”

张蕴岭说，如今建设中韩自
贸区，不同于改革开放时把“宝”
押在韩国，过去是一心吸引韩国
来投资，将来，韩国更多的是把

“宝”押在山东、押在全国，整个
认识的观念转变了。

“假如威海再搞什么韩国产
业园，大家会发现没那么多韩国
企业到这儿来投资了，因为阶段
不一样了。”张蕴岭说，原来我国
是低成本加工，如今对方都转到
越南等一些低成本国家了。

“将来，韩国的经济应该是
利用我们的优势，来拓展它的发
展空间。”张蕴岭说，将来的合作
要找到山东的优势在哪儿。

张蕴岭认为，山东应该成为
韩国和中国的“大中介”，利用这
个中介，把全国的资源组织起
来，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下，
开拓对外开放的市场。

本报记者 寇润涛

中韩自贸区

应让韩国押宝山东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
对论文抄袭和代写的现象非常反
感，“我们要求学生引用著作必须
注明出处，查重率一般在15%以
下。”

山东省法策律师事务所高级
律师张法水认为，目前国家对于论
文代写行业的监管还存在法律空
白。目前只有教育部2013年出台的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对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作出了具体的
处罚规定。按照规定，购买、代写论
文者都要受到处罚。

据介绍，根据规定，高校仅有
权通过开除学籍、注销学位对违规
学生进行处罚，而对于网络上成规
模的论文写手，则缺乏有效的监
管。“从法理上讲，替他人代写论文
与替考本质上并无二致，都会加剧
学术不端行为。”张法水建议，国家
应当填补相关法律空白，打击网络
代写论文产业。

查实可注销学位

监管还存空白

四四万万字字硕硕士士论论文文开开价价上上万万元元
毕业季催生“论文生意”，有的还赠送答辩服务

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各地亟需转变传统发展思维模式

一一带带一一路路没没““政政策策””，，就就看看本本事事

4月12日上午，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
究学部主任张蕴岭教授在
济南做客齐鲁大讲坛，他表
示，各地还存在传统发展思
维，以为列入“一带一路”就
可以“要政策”。不过，“一带
一路”建设没有特殊政策，
也没有特殊优惠，“是靠参
与技能，就看有没有本事。”
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尚胜主持讲座。

“古代丝绸之路就是东起
长安。”张蕴岭认为，而现在“一
带一路”战略是全国通盘设计。

按照3月底公布的《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陆
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围实际
上很广泛。对于“海上丝绸之
路”，张蕴岭说，过去主要从泉
州出海，如今看新公布的愿景
与行动，也涉及山东的青岛、烟
台两个城市。

文件里只点了部分沿海地
区，没被点名的地方就觉得失
望。“东北、华北也在争，同样是
沿海城市，大连为什么不是？天
津为什么不是？应该说也是。”
张蕴岭说，他认为只要是沿海
地区，应该都囊括进来。

“开始，大家都争着进入‘一
带一路’涵盖的城市，我却认为，
这个是起点，争来争去，没有意
义。”张蕴岭说，因为这是一个国
家全面对外开放的战略。

“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
期深化和扩大开放的一个战
略，构建全方位的开放新格
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为什么叫“深度融入”？
在张蕴岭看来，过去我

国改革开放，主要靠吸引国
外资本进来，把国外技术引
进来，加工，再出口，赚点小
钱。如今，我国发展起来了，
光停留在这个水平是不行
的，“我们要深度融入。”

“过去是我们吸引别人
的资本，如今我们的资本要

走出去。过去我们靠加工别
人的产品赚钱，我们将来要
叫别人加工我们的产品。”张
蕴岭说，“‘一带一路’就是改
变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平
台。”

当然，在“一带一路”的
发展战略中，张蕴岭认为，中
国要和沿经济带的各国当地
的发展战略一致，要和对方
的政策对接。

上世纪60年代，东盟内
部合作，开放市场，结果，他
们却发现内部的贸易增长不

起来，自己的投资仍然没法
起主导作用。最后，他们研究
发现了原因：道路不通，政策
不通，接不上。

如今，响应“一带一路”
的国家有60多个，这就说明
至少和我国需要互联互通的
国家就有60多个。“公路、铁
路连起来后，如果每个国家
都得收费、设卡也不行。”张
蕴岭说，“一带一路”需要通
关便利，“就是单一窗口，我
在一个国家过了，其他国家
也得过。”

“走出去”，让别人加工我们的产品

从国内“一带一路”自身
建设来看，张蕴岭认为，各地
还存在传统发展思维，以为
列入“一带一路”就可以“要
政策、要优惠”。不过，“一带
一路”建设没有特殊政策，也
没有特殊优惠，它是全国性
的战略。“是靠参与技能，就
看有没有本事。”

“一带一路”是一种新的
对外开放战略，同时是推动
改革的战略，可以助推国内
的体制创新。

在“一带一路”新思维方
式影响下，2014年10月，在中
国（连云港）丝绸之路国际物

流博览会暨第十一届国际物
流节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
线的八个省（区）构建了物流
联动发展合作机制，涵盖乌
鲁木齐、伊犁、兰州、酒泉、西
宁、银川、西安、郑州、徐州、
连云港等2 7个重要节点城
市。八个省（区）倡议，逐步建
立统一、开放、公平的企业市
场经营环境。

“这是多少年来都解决
不了的，一跨界，甚至跨县
都不行。”张蕴岭说，“比如
农产品的绿色通道，挂上一
个，一路畅通。将来前面挂
上一个‘一带一路’产品，这

不挺好？就是把国内的一些
障碍能够打通，提升开放水
平。”

当然，在张蕴岭看来，
“一带一路”是个百年工程，
可能要50年、100年，可能还
要长，它要把中国跟世界联
通起来，这是个长期构建的
过程。

齐鲁大讲坛由省委宣传
部、省社科联、山东大学、齐
鲁晚报、山东博物馆联合主
办,以“搭建思想平台、共享精
神财富”为宗旨。大讲坛坚持
公益性原则 ,向社会免费开
放。

“一带一路”是百年工程

争着被“点名”

没有意义

临近毕业，不少学生还在为毕业论文发愁，这也带火了代写论文的生意。记
者发现，一篇四万多字号称“包过”的硕士论文开价超过万元，专家表示，虽然目
前还存在法律的监管空白，但高校查实学生造假可开除学籍。

齐鲁大讲坛官方微信

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教授做客齐鲁大讲坛。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本报记者 寇润涛
实习生 于民兴 冯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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