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关将至，今年的整体经济运行也将交出成绩单。根据12月22日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

版《中国经济简报：经济再平衡———从复苏到高质量增长》，继2021年上半年强劲反弹之后，

中国经济活动虽然在下半年有所降温，不过，今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将达到8%，2022年

将增长5.1%。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也表示，

面对各种外部挑战，我国经济保持较好发展态势，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2政经北京商报2021.12.23

责编杨月涵 美编李烝 责校唐斌 电话：64101946bbtzbs@163.com

世行预测8%中国全年经济如何“稳中求进”

12月22日，网友登录时发现，

中国知网已大幅下调硕博士学位

论文下载价格。硕士论文由15元/本

降至7.5元/本，博士论文由25元/本

降至9.5元/本，降幅超过50%。

知网上一次人尽皆知，是因为

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所以这次降

价，它试图让自己低调一点。

两年前演员翟天临因“不知道

知网是个什么东西”毁了学霸人

设，前几天九旬退休教授赵德馨和

知网的官司，则让知网被质疑借鸡

生蛋、收费过高、涉嫌垄断。

知网的生财之道，在道德与

版权的囚徒困境。知网成立标榜

自己“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

用”，现实中，由于市场影响远超

竞品，资源聚拢一家独大，共享似

乎让位于增值，舆论沸腾于天下

苦知网久矣。

知识是无价的，但知网是有价

的。被知网拿自己的文章去赚钱

的，不仅有赵德馨一样的教授们，

还有数以万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

存在于各行各业的学术力量。

期刊离不开知网，作者离不

开知网，学术圈也离不开知网。

赵德馨和知网的官司暴露了一

笔没人算得清的烂账，在知网、

期刊、作者、付费用户之间，知网

是否“低”买“高”卖，“少”买“多”

卖，降价意味着什么？以什么理

由，又以什么标准？关于这些问

题，知网并未说明。反正，话不多

说，降是降了。即便合理理解为

挤掉价格水分，那么是一时的还

是永久的？是风口浪尖的权宜之

计，还是定价体系的大调整？目

前都不得而知。

除了论文下载价格，近年来知

网广被诟病的查重生意，一样不可

忽视。翟天临跌倒，知网吃饱，一点

都不搞笑，这笔巨大的生意经与整

改学术不端之间，本不应有如此紧

密的联系。

学生的困境，与知网无关；学

校的困境，也与知网无关。那么，只

剩下钱与知网有关。

赵教授“没收到知网一分钱，

下载自己的书居然还要收费”。人

民日报对此发声，作为一家掌握独

家资源的平台，应当严格守法，尊

重知识产权，尊重作者，真正拿出

改正错误的诚意。

简单降价，不等于知错就改，

更不能解决问题。知网之内，高度

依赖数据库的学生在与占据着核

心期刊资源的数据库交锋中，暴

利生意是否名正言顺。在知网的

商业版图中，糊涂账如何算清，作

者能否被尊重，学生是否离不开，

期刊授权、论文查阅都应有新的

计算标准。

而知网之外，关于如何尊重

版权、如何平衡公益与利益，关于

知识付费与免费，将迎来前所未

有的“破口”。商业性服务平台还

是非营利性资源平台，集体管理

还是分类授权，都应有新的制度

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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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房”价格暴涨背后：市场定价只是挡箭牌

8%的增长是共识

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今年我国经

济发展在严峻挑战下保持了较高速的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同

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就业形势保

持稳定，1-11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

1207万人，超过全年预期目标。居民消费价格

涨势总体温和。1-11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0.9%，整体涨幅低于全年预期目标。扣除食

品和能源后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保持

基本稳定。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

的预计，我国全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8%左

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12月15日

表示，这明显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我国发展

韧性强、潜力大、动力足的特点比较明显。

“实现8%左右的增长，基本上是一个共

识，我个人也是这样的判断。”国务院参事室

金融中心特约研究员左小蕾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的经济增长比较低，

今年在原来的基础上可以做一个测算，测算

出来以后大家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因为前提

假设都是一样的。最近接近年底了，考虑去

年前低后高的增长到今年前高后低的增长，

再参考每个季度的抗疫情况、复工情况、全

球市场和中国情况的变化，最终测算出了这

个数字。”

中国银行研究院预计2021年全年GDP增

长8.1%左右，两年平均增长5.2%左右。中国银

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梅婷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受出口超预期增长、新动能不断增强和上

年低基数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回升，

全年呈前高后低走势。2021年经济保持较高

增速的原因在于，上半年我国持续巩固拓展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以及精准实施

宏观政策，韧性不断转化为增长张力，持续稳

定恢复态势明显。

不过，王梅婷表示，进入三季度后，由于

疫情多地反复、洪涝灾害频发、生产成本上

升、楼市迅速降温等多因素叠加，经济景气度

明显下降，下行压力显著增大。11月以来，在

政府保供稳价、房地产信贷政策有所放松和

继续推进小微企业减税降费等政策下，工业

生产、房地产投资小幅回升，但消费受疫情影

响仍然低迷，经济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

明年如何“稳增长”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2022年“稳增长”信

号明显增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

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在王

梅婷看来，预计2022年经济工作将把“稳增

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宏观政策稳增长力

度将有所加大。

“一定要清楚，‘稳增长’不是要稳定很高

速的增长，而是要稳定在合理的增长区间的

增长，也就是‘潜在增长速度’，这是适应经济

发展阶段和经济规模的增长水平，所以不是

盲目的高速增长。”左小蕾如此说道。

左小蕾进一步解释称：“我们测算过，到

2035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是要达到2万亿

美元的人均GDP，这意味着GDP是现在14万

亿的翻倍。只要每年达到4.7%-4.8%的经济

增长目标，就能实现2035年的目标。如果2035

年的目标是合理的，那么每年合理的增长水

平就是4.5%以下。因为疫情突然发生，我们去

年的经济增长只有2.3%，今年的8%就是一个

平衡，这都是非正常的状况下产生的增长。如

果我们努力恢复到一个正常经济增长水平的

话，明年经济增长5.5%-6%是比较合理的增

长速度。”

对于明年具体的工作，宁吉■指出，要坚

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通过把握好调整政策

和推动改革的时度效，实现稳和进的良性互

动、动态平衡。要积极出台有利于经济稳定的

政策。在宏观政策方面，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用好投资政策和

消费政策工具。要加大政策实施力度。保证财

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加大惠企纾困力度，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制造业企业，精准实施更大力度的

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

王梅婷表示，2022年外需增长放缓、内需

短期或难以补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形势要

比2021年严峻，预计全年GDP增长5%左右。

在此基础上，她预计2022年财政预算支出和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将加快。在支出方向

上，一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适度超前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在减碳、新能源、新技术、新产

业集群等领域加大投资，推进重大工程、基

本民生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二是实施

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在延续制度性减税、落

实已定缓税政策的同时，减税降费规模将有

所提升，能够为中小企业纾困减负，提振市

场主体信心。

此外，货币政策保持稳健，或稳中略宽。

总量上仍将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实

体经济提供满意的融资环境。通过发挥再贷

款、再贴现以及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作用，不断完善金融有效支持实

体经济的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引导资金向

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流动。

“建议根据不同中小企业的特点分类制

定相应的纾困政策，保持中小企业就业吸纳

能力。针对高技术、新业态等符合经济高质量

发展方向，对产业链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中

小企业，鼓励金融机构持续加大资金支持力

度，帮助其稳健经营和加快恢复。针对关系国

计民生的中小企业或行业，加强托底政策的

支持，可定向减税或延迟缴税，通过保市场主

体来保就业和保民生。”王梅婷说。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吕银玲

国际组织预计：

我国全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8%左右

近年中国GDP年度增长率走势

对于百万考研人来说，磨难从来不只那一

纸试卷：比如随着考研的临近，如何能顺利地

在考点周围订上一间酒店房间，也成了九九八

十一难之中的关键一难。100元的普通单间转

眼就涨到了1000元，熬夜抢上的房间也可能因

为装修、系统问题等各种奇葩的理由而被强制

退单。第三方机构又瞅准了信息差的存在，妄

图从中“强抽一笔”。供需关系或许能成考研房

暴涨的一个说辞，但产业链上的信息壁垒、第

三方的浑水摸鱼以及被酒店抛之脑后的契约

精神，或许都是考研房价格出现离奇暴涨的

“罪魁祸首”。

坐地起价 179秒变769

“全国报考人数457万。”12月22日，教育部

公布了2022年考研报名人数，两天后，400多万

考生就将奔赴考场。只是考试开始之前，考生

们就率先被订房“难为”了一轮。例如山东济南

的网友反映，考研考点附近酒店一房难求，不

少房价翻10倍，原本114元的普通单间一夜之

间涨至千元。

以北京地区为例，据悉，2022年北京共设59

处考研考点，多分布在北京市内各高校。不久

前，北京商报记者来到海淀区北京师范大学考

点周边的一家酒店，地图显示，该酒店距离北京

师范大学步行约1.1公里。由于位置适中、定价合

理，成为不少考生的住宿选择。

酒店大厅内的电子屏显示，该酒店从普通

无窗房到标准双床房，价格为每晚338-446元

不等，但在北京商报记者询问时店家却表示，屏

幕显示的是实时价格，24日-26日的考研房已经

售罄。“考研房的预订每年都是很早就开始了，

部分考生明确报考地点后就开始订房，我们6月

份就接到了考研房的订单。目前房间已经全部

订满。”店家告诉记者。

“我大概一个多月前就开始在网络平台上

看房了。当时想按距离找报考院校附近的酒店，

但近一点儿的当时就已经订完了，所以选择了

这家。”前来看房的考生高先生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自己在这家店订了一间无窗大床房，不提供

早餐，下单时的价格是499元一晚。“但把入住日

期前后挪一两天，可以看到同样的房型只需要

179元一晚。”高先生补充道。

北京商报记者在某网络订房平台查询，发

现该店24日-26日各类房型均已不可预订，而价

格显示从普通无窗房到精品大床房，都在

600-900元每晚的区间内。线上显示，高先生提

到的无窗大床房在售罄时的价格为769元每晚。

“不知订单”与“倒买倒卖”

砸钱买稳妥，还算好的，最怕劳心劳力折腾

了一大阵子，最后被人“摆了一道”。

“熬着夜等准考证出来，刚一出来就订了一

家离考点很近的酒店，结果酒店就是不给确认。

打电话问了才知道，只订一天的都不确认，房间

留给订两天的人。”一名管理类联考考生对此感

到颇为苦恼。有考生表示，自己订了两晚同样没

有得到确认，刚开始比较便宜，订单被取消几

次，后面涨了好几百才预订成功。

更有考生直接遭到了商家的“强制退单”，

而理由通常五花八门。“没房了”最为简单直接。

有考生向北京商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曲折经

历：“凌晨12点我订完两晚房间，一共500元，预

订成功的消息都收到了，1点多商家连夜打来电

话说不好意思，麻烦您把房间退一下，我们的房

间都满了，我们的价格已经上调了，不知道您的

订单是怎么进来的。我再一看价格，全部房型

1740元一晚。”

内耗之下，还有部分考生希望转投第三方

机构。在一个考研订房交流QQ群内，北京商报

记者发现，昵称为某考研订房的账号空间中发

布了大量业务介绍内容。其中提到，考研期间考

点周边宾馆大多数已经在订房机构手中，而自

己常年与考点周边宾馆合作，提前预订好，考生

从考点出来后可直接安排入住最近宾馆。

然而，省心的需求也可能换来糟心的结果。

一名吉林大学网友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当地几

家订房机构往往不靠谱，到店发现距离远、房间

小、没有暖气不说，还有要求补交房款的，后来

在平台上搜索，居然比自己订还要贵一倍”。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也注意到，网络平台

上，个人账号的外壳下，包裹着的却是订房机构

的里子，潜伏在闲鱼、贴吧、QQ等各种渠道搜寻

着“商机”。不少考生称，“许多订房机构先把酒

店都订了，然后在考研群里高价转”。

市场定价不等于伺机宰客

针对考研期间酒店市场引起的争议，多数

店家回应称，价格是根据客流量来调整的，今年

考研刚好碰上圣诞节，房间数量有限。这确实也

戳中众多考生的痛点，虽然房间贵得离谱，但确

实是刚需，因为不想影响发挥，再贵也得去住。

供需关系的影响之下，“考研房”价格上涨

有情可原。浙江工商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乔光

辉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今年圣诞节+考研的特殊

情况增加了酒店房间的需求量，酒店调高价格

也属合理，可以“劝退”一些没有紧急需求的顾

客，保障重点用房顾客。

但考生毕竟不是普通的游客，一来没有经

济收入，二来也不具备自由选择权。对于近年来

各地频繁出现的针对“考研房”房价上涨过高的

投诉，央视财经报道称，法律人士表示，我国法

律明确规定，如果生产成本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以谋取暴利为目的，大幅度提高价格的话，可被

视为哄抬价格。

对此，已经有地方监管部门出手回应。针对

天价“考研房”现象，12月15日，山东省发改委回

应称，涉事酒店已被查处。山东省发改委要求当

地对价格上浮超过正常平均价格100%的，按哄

抬价格行为予以查处。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韦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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