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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文被偷了”

毕业论文查重服务背后暗藏风险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明明自己
在小杨与于某某的交涉中，于某某
做好了保密措施，但辛辛苦苦写好的学
明确承认其署名的论文是其在 2016 年时
术论文却被他人抢先发表了。
为了评职称而在淘宝网上购买所得。在
随着高校毕业季的来临，不少毕业
小杨与于某某多次沟通后，于某某表示
生早已经开始为毕业做准备，而提交一
尊重小杨的原创成果，并已发函至《法制
份符合要求的学术论文是不少学生在毕
与社会》编辑部要求撤稿。
业前的头等大事。为了降低自己论文的
截至记者发稿，依然可以在互联网
“重复率”保证顺利毕业，通过各种渠道
上搜索到于某某署名的论文，因论文抄
进行“论文查重”就成了多数毕业生在论
袭、抢先发表对小杨造成的影响并未完
文提交前的必经环节。然而，你的论文
全消除。
却有可能因此被他人盗取。
“我的论文是怎么
‘丢’
的？”
“我
‘抄袭’了自己的论文”
自己经过辛苦调研而写出的毕业论
近日，
广西某大学研究生二年级学生
文怎么会被他人盗取了呢？小杨认为，
论
小杨欲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重新修改、 文被盗取应该发生在论文查重这个环节。
完善后作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位论文发
小杨表示，自己本科毕业前，通过淘
表。当小杨将修改、
完善后的论文通过论
宝网购买了两次论文查重服务，卖家表
文查重数据库查重后发现，
无论自己如何
示其用来对比论文重复率的数据库为
修改，论文核心部分均显示为抄袭，而抄 “SameReport”和“PaperPass”，每次查重服
袭的内容全部指向一篇已发表论文。
务收费不足 20 元。
满心狐疑的小杨上网搜索后发现，
记者发现，在一些高校论坛和新闻
该文已于 2016 年 9 月发表在《法制与社
报道中，论文被盗或者被他人抢先发表
会》上，文章作者显示为于某某。
导致自己毕业受到影响的案例时可见
小杨告诉记者，该文与自己在 2016
闻。而最终调查出来的结果大多将矛头
年 6 月份提交毕业答辩并通过的本科毕
指向市面上的论文查重机构。
业论文《论我国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
目前，在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如果毕
的完善》相似度达 90%以上。
业生的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引用率超过学
记者通过对比发现，小杨的本科毕
校的要求范围，
则有可能面临无法毕业的
业论文《论我国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
窘境。因此为了保证自己能够顺利毕业，
的完善》全文 12000 余字，而于某某发表
在毕业论文提交前，
不少学生都会通过市
在《法制与社会》上的论文仅 3000 多字， 面上的论文查重平台进行论文查重。
且所有核心内容与小杨的本科毕业论文
目前较为知名且使用量较大的查重
内容一致。
系统主要由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知识
因为于某某已抢先将论文发表，导
数据库平台提供，在淘宝网等电商平台
致小杨目前无法顺利发表其修改、完善
上也有不少卖家提供论文查重服务。
后的新论文。
以淘宝网为例，记者搜索“查重”等

关键词，有大量打着各类查重平台旗号
的商家在供论文查重服务。各个商家所
采用的查重数据库五花八门，收费则从
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
记者在不少淘宝卖家提供的论文查
重方法中发现，卖家往往要求买家现将
论文复制粘贴到卖家提供的第三方网址
链接中，买家等待一定时间后方可下载
电子版的查重报告。而买家上传的论文
数据是否被卖家及时删除或妥善保管却
未可知。
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现象是，不少提
供论文查重服务的商家，还同时提供论
文代写服务。卖家宣称可以提供毕业论
文代写，同时保证是原创、重复率符合学
校要求。
据一位曾经在网络上从事过论文代
写服务的卖家介绍，许多代写服务店家
往往比较青睐本科毕业论文代写，因为
本科毕业论文的难度低、数量大、来源广
泛。这位卖家表示，因为本科毕业论文
在提交后往往会被高校等单位作为资料
保存，并不会上传至互联网，一般也不会
被各种数据库收录，这就为一些商家盗
取本科生毕业论文再进行贩卖提供了可
乘之机。
专家：应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慎
用论文查重服务
不少法律专家表示，论文查重系统
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预防学术不端情形的
发生，并不是个人论文创作的必须程序，
高校学生若使用论文查重服务，需提高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我们只针对杂志、期刊编辑部或者
高校等科研机构或单位提供‘公对公’的

查重服务，在校大学生如需要此项服务，
只能通过学校来操作。”中国知网科研诚
信产品负责人孙雄勇说，
“电商平台上所
有打着中国知网旗号的论文查重服务都
是违规假冒行为。
”
孙雄勇表示，中国知网针对本科生
论文的查重数据单独设置了一个数据
库，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资源通过碎片化
处理后仅供高校使用，不对社会其他主
体公开，这就避免了论文数据在发表前
泄密的可能。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庭副庭长刘岭表示，提交查重的论文可
以视为论文作者创作完成的“半成品”，
如果查重的部分能够以某种形式完整表
达作者的思想，则可以认定该部分属于
创作完成的作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桂
林认为，在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完成之时
起，便具有著作权。当论文最终定稿提
交给答辩评委会之时，可以视为公开发
表。
刘岭认为，构成作品的查重论文的
发表权是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人身权，只
能由论文作者自己决定在何时何地以何
种方式公开发表。论文查重，是作者在
创作过程中对作品修改完善的阶段，不
能视为论文作者对发表权的行使，他人
在未经论文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
用未发表的查重论文内容，涉及侵害论
文作者的发表权，要承担停止侵权行为、
消除影响等法律责任。
高桂林建议，大学生应注意保护自
己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及时保存证据，
提高保密意识，
慎用各种论文查重服务。

风险大、无保障、维权难——海外就医乱象透视
新华社长沙 6 月 12 日电（记者 帅才
广州唯托国际总经理胡某为首，在全国
阳建）湖南省株洲市近期破获一起利用
利用海外就医虚构病情实施诈骗的犯罪
海外就医虚构病情实施诈骗的案件。经
集团。2018 年 5 月 4 日，主犯胡某向警方
初步核实，该案涉及全国 26 个省份，受害
投案自首。
人 1700 多人。这起案件折射了海外就医
记者了解到，
目前，
本案犯罪嫌疑人胡
乱象。
某、
柳某某、
王某、
刘某某、
陈某已到案。本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人不惜
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1人，
逮捕32人，
扣
重金到海外接受医疗服务，
但由于行业不
押涉案公司赃款 1600 万元、冻结 782 万
规范、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患者海外就医
元。通过专案组初步核实，2016 年 1 月至
面临风险大、
无保障、
维权难等诸多问题。 2017年10月期间的受害人达1731人。
旅游查出
“癌症”
花费 60 多万元
海外就医乱象多
据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介绍，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海外医疗旅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受害人马某某在株洲
游中介公司、海外就医咨询机构如雨后
美之源健康美容店老板陈某和广州唯托
春笋般不断涌现。一些中介公司经过精
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王某等人引诱
心组织、策划，以海外就医为幌子，手段
下，以免费旅游的名义赴马来西亚某医
高度隐秘。
院进行免费体检。并接受该医院“专家”
——首先，
“黑中介”诈骗多，手段翻
赛琳教授会诊，赛琳教授称其可能患有
新。
“海外就医选 AAA 级海外合作医院某
肺癌、乳腺癌，而且患癌概率达 90%，并向
某某国际服务机构”
“ 去美国看病，某某
马某某推荐可以预防癌症的治疗方案， 机构，唯一官方认证”……记者在网上查
最终马某某共花费医药费 62.5 万元。
询发现，海外就医信息繁多，
真假难辨。
回国后，
马某某对自己的病情产生怀
业内人士指出，一些海外就医中介
疑，
便将体验报告带至株洲市中心医院和
机构提供虚假信息、夸大宣传、欺骗消费
湘雅医院找专家进行会诊，
专家称其各项
者、价格畸高、甚至伪造患者病历。这些
指标正常，无癌症病征，马某某怀疑自己
黑中介将患者带到国外没有任何资质的
被骗，
向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报案。公 “治疗中心”
“ 知名医院”接受“检查”和
安机关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开展侦办工作。 “治疗”
，骗取患者钱财。
据办案民警介绍，专案组以犯罪嫌
民警透露，目前海外就医诈骗呈现
疑人王某为切入点展开追踪，发现了以
公司化运营的趋势。一些中介公司组织

结构严密，设有外联部、医疗部、财务部、
企宣部等部门。诈骗分子往往将有经济
实力、注重身体保养、文化水平低、不懂
英语的人群作为重点诈骗对象。
——其次，推出“医疗＋旅游”套餐，
服务费畸高。国内一家医疗服务咨询公
司负责人李先生告诉记者，一些公司为
了收取高价，往往打包一堆客户不需要
的服务，要求客户选择“医疗＋旅游套
餐”，并报给消费者一个畸高的整体服务
费。例如赴美国治疗肿瘤，专家会诊、接
受检查、药品费用等加起来要 60 多万元，
再加上中介服务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共
计需要近百万元。
——第三，利用病人“病急乱投医”
的心理，瞄准肿瘤患者。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门诊部负责人李异说，在海外就
医的群体中，癌症患者人数较多。一些
肿瘤病人将希望寄托在海外就医上，认
为国外的医疗技术和新药也许能带来生
机。而一些黑中介利用患者及家属病急
乱投医的心理，夸大国外治疗肿瘤的疗
效，
给患者不切实际的治疗预期。
知情人士透露，一些中介公司运营
微信公众号推荐“国外的先进疗法和新
药”，忽悠患者到海外就医，而当患者交
了中介费后，有的中介把患者骗到国外，
随便约个医生，到最后患者病没看好，钱
包却空了。

风险大、维权难，
亟待加强监管
“国内医疗旅游中介公司收取的海
外就医中介费包括病历翻译、海外挂号、
医疗行程制定、治疗方案翻译费用等，报
价高昂，有的甚至高达上百万元。价格
高昂的海外就医不一定能换来更好的治
疗效果，患者不要盲目跟风，要结合自身
情况理性对待。
”李异说。
业内人士指出，按照正规程序，患者
到海外就医需要由医疗中介机构代表游
客与国外医疗机构签订协议才能实现，
在现实中，一些中介公司没有与国外医
疗机构签订任何协议，一旦出现问题或
事故，消费者将面临正当权益无法保障
的问题。
湖南省卫计委医政处副处长李世忠
认为，
由于医疗行为的发生地和患者居住
地分属不同国家，各国法律体系存在差
异，
一旦国外医疗机构在医疗过程中出现
意外，
患者将面临取证难、
维权难的问题。
专家建议，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旅游
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海外就医、海外就医
旅游方面的监管。针对境外医疗旅游市
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厘清旅行社、
中间代理、患者三方在医疗旅游过程中
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规范签证代理、医疗
诊治、术后随访以及纠纷处理等相关环
节，加强境内代理机构的监管，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