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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最大學術文獻數據庫平台 千萬元續訂費逼退中科院

涉嫌壟斷
被立案調查

◆中國知網相關宣
傳圖。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
內地平台反壟斷
再落重錘，此次指向內地最
大、且為國有控股的學術文獻
數據庫平台——知網。此前知網
已深陷輿論漩渦，業界質疑其一
邊廉價收割著作權涉嫌侵權，一邊
訂閱費用高企涉嫌壟斷，中國科學院
前不久表示無力承擔近千萬元續訂費
用而停用知網。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13 日
宣布，根據前期核查，依法對知網涉嫌實施
壟斷行為立案調查。市場監管總局隨後引述反
壟斷專家觀點表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知網在經
營過程中涉嫌實施壟斷行為，損害消費者利益。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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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釋放出對平台經濟依法實施常態化監管的重要信號。

對於官方對其進行反壟斷立案調查，知網表示，
將以此次調查為契機，深刻自省，全面自查，
徹底整改，依法合規經營，創新發展模式，承擔起
中國知識基礎設施的社會責任。知網母公司同方股
份亦發布公告稱，其全資子公司知網北京、全資子
公司知網數字出版收到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壟斷
案件調查通知書，公司將堅決支持，全力配合上述
調查工作。

全球擁有 2.7 萬家機構用戶
知網前身是《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1999
年在此基礎上誕生了「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
知 網 官 網 稱 ， 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工程是以實現全社會知識信息資源
共享為目標的國家信息化重點工程，被國家科技部
等五部委確定為「國家級重點新產品重中之重」項
目。1999 年 6 月，《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實
現網絡化，「中國期刊網」開通，標誌着 CNKI 工
程初步建立。2003 年，「中國期刊網」更名為「中
國知網」。
據知網官網，知網目前收錄了 95%以上正式出版
的中文學術資源，累計整合國內外期刊文獻 2 億多
篇。至2020年，知網在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



2.7萬家機構用戶，全文下載量達每年20億篇次。

低價收錄高價出售牟超高利潤
市場監管總局官網發布的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
家諮詢組成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時建中的分析文
章指出，知網收錄的中文學術文獻種類與數量、期
刊數量以及獨家期刊的數量和質量、用戶規模及覆
蓋率、用戶依賴程度、市場銷售額等均長時間明顯
處於領先地位，在學術文獻收錄和服務協議中設置
不公平的格式條款，無論是採購學術文獻還是銷售
知識數字化產品的價格幾乎不受競爭約束。
「根據分析，基本可以認定知網具有市場支配地
位。」時建中提出知網兩方面涉嫌壟斷。一是，知
網與大量期刊、高校簽訂獨家協議，限制它們與其
他第三方學術文獻數據庫服務平台合作，鎖定上游
優質學術資源，人為製造知識流動壁壘，使其他競
爭者難以與其開展公平競爭，影響知識的分享和傳
播。二是，知網通過低價收錄、高價出售的方式獲
取超高利潤，在缺乏正當理由的情況下，連續多年
大幅提高數據庫價格，增加用戶負擔，損害消費者
利益。
「知網的上述行為破壞了相關市場的公平競爭秩
序，妨礙了學術文獻傳播和知識分享，損害了知識

「公共性義務」
不可偏廢

在成立之初定位為「知識基礎
設施」的知網，獲得政府支持和
市場便利得以迅速做大，但現在面臨侵犯著作權、
涉嫌高收費壟斷等諸多質疑。
在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諮詢組成員、上海交通
大學特聘教授王先林看來，知識資源具有公益性，知
網作為國家知識的基礎設施，既關乎公民文化權的實
現，也是科研人員工作的基礎與工具，因此有必要從
政策法律上考慮讓知網履行普遍、平等服務等公共性
義務。「比如將其作為公益服務項目，並提供相應的

資源和配套政策，而且實行必要的行業監管措施。如
果知網不能完全免費，那就應將相關收費納入國家定
價或者國家指導價的目錄，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途徑，但牽涉面很廣，難度也很大。」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教授焦海濤則強調，
政府價格管制雖然見效快，但成本高。政府應該鼓
勵競爭，讓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扶持萬
方、維普這些基礎較好的數據庫發展起來，形成市
場良性競爭機制。當前知網一家獨大，缺乏真正的
競爭對手，導致知識數據庫定價困難。

創新的生態環境，背離了建設『中國知識基礎設施
工程』的初心，引發了全國學術界、教育界、出版
界、圖書界的極大憂慮。」 時建中同時強調，對知
網立案調查，釋放出對平台經濟依法實施常態化監
管的重要信號，增強平台企業的自我合規意識，引
導和激勵平台企業通過技術革新和模式創新開展高
水平競爭。

涉嫌壟斷經營質疑聲此起彼伏
近年來關於知網涉嫌壟斷經營的質疑聲此起彼
伏，質疑其低價收購論文作者著作權，同時高價向
高校等學術機構銷售數據庫。2012 年以來，包括北
京大學等多家高校指知網數據庫大幅漲價，而不得
不停用，但隨後又重啟。今年 4 月，中科院多個研
究所停用知網，再次使知網陷入爭議。中科院稱，
多年來，CNKI 數據庫（同方知網技術有限公司）
憑借其在中文期刊數據庫市場上極具影響力的市場
地 位 ， 對 續 訂 價 格 始 終 維 持 着 較 高 漲 幅 。 2021
年，中科院集團 CNKI 數據庫訂購總費用達到千萬
元級別。
2021 年 12 月 23 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反壟斷局
在官網回覆網友留言時稱對知網是否構成壟斷，
「將予以核實研究」。

知網嚴重侵害作者利益
有法學專家還認為，反壟斷執法部門對知網是否
違反《反壟斷法》進行調查，如果違法應予以糾
正，但知網在著作權上違法比較明顯，而且這種侵
權行為明顯損害了公共利益，著作權行政執法機構
應當可以考慮對其進行處罰。「目前知網的做法嚴
重侵害作者的利益，而知網在與作者和用戶的談判
中處於強勢，定價無法達到平衡。此時，監管應當
介入，旨在告訴企業，如果不改變經營模式，就會
遭受巨大的懲罰。基於這種壓力，企業才有動力去
與作者和用戶進行價格談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知網連續兩年財報 毛利率高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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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脫胎於《中國學
術期刊（光盤版）》的知網，
依託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
（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的
概念，建立之初獲得國家多部
委支持，由清華大學直接領
導，取得包括期刊社在內的內
地出版單位廣泛授權，收錄大
量學術資源，在互聯網時代憑
借全文檢索技術快速崛起，目
前已成為內地最大的數字出版
平台、數據庫商。
資料顯示，知網母公司——
同方股份原為清華大學校辦企
業，2019 年同方股份控股股
東由清華控股變更為中核資
本，實際控制人由教育部變更
為國務院國資委。
目前知網擁有學術期刊、博
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年鑒、
統計數據、圖書、標準、專利
等各種電子資源，業務範圍涉
及學術傳播、數據庫銷售及其
衍生服務，在電子文獻數據庫
市場大幅領先於萬方、維普等
同類競爭對手。
然而，知網被質疑一邊廉價
收割著作權，另一邊向用戶高
價賣出，「兩頭通吃」獲得超
額壟斷利潤。實際上，知網連
續多年毛利率超過50%，成為
其母公司的「現金奶牛」。
同方股份 2020 年度報告顯
示，同方知網技術公司 2020
年主營業務收入達 11.6 億元
（人民幣，下同），毛利率
53.93%，歸屬母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為 1.9 億元；2021 年主
營業務收入為 11.68 億元，毛
利率為53.5%。
知網官網有學位論文稿酬
通告顯示，學位年度 2008 年
以後的稿酬支付標準為，博
士論文著作權人獲得 400 元的 CNKI 閱讀
卡和 100 元稿酬；碩士論文著作權人獲得
300 元的 CNKI 閱讀卡和 60 元稿酬。但論
文被知網收錄的學者及博士、碩士普遍表
示，並未收到任何稿酬。與此同時，不少
學者表示，其論文被知網收錄後，其自己
以及學生下載還要支付費用。向高校銷售
數據庫是知網最重要的利潤來源，中國政
府採購網數據顯示，不少高校 2021 年採購
知網數據庫費用超過 100 萬元，支付費用
較高的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分別達到
198.4 萬元和 18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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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立法鼓勵數字經濟創新 針對輕微違法設容錯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香港文匯
報記者 13 日從廣州市政府新聞辦發布會上獲悉，經廣
東省人大常委會審議批准，《廣州市數字經濟促進條
例》（下稱《條例》）將於6月1日起實施，這是全國
城市數字經濟首個地方性法規。為發揮帶動作用，條
例對工業、建築業、服務業、農業四大傳統產業的數
字化作了具體規定。同時，條例對數字經濟領域的新
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實行包容審慎監管，預留試錯
空間，對輕微違法違規經營行為免予行政處罰。

建設
「琶洲算谷」
組建首席算法師隊伍
關鍵數字技術、科技創新平台、行業標準等是數字
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基礎。條例提出，推動關鍵數字技
術攻關與突破，推動實驗室、新型研發機構等科技創
新平台建設。對於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數

字經濟領域重大攻關項目，市政府可以通過下達指令
性任務等方式，組織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算法是數字經濟的核心技術，強大的算法往往決定
着數字經濟發展深度。條例明確，鼓勵和支持高校、
科研機構、企業和其他組織開展算法基礎研究和算法
技術創新，建立算法應用轉化體系，構建算法庫，建
設算法開源平台和開源社區，探索首席算法師制度。
據介紹，目前，廣州正在海珠區琶洲建設「琶洲算
谷」，組建首席算法師隊伍組。近期，將制定出台支
持算法產業的政策，從研發投入、企業規模化發展、
應用場景建設、智能計算基礎設施建設、重點人才等
方面給予支持。

給數字經濟提供良好發展環境
為給數字經濟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條例》對領

域內創新活動實行包容審慎監管。為此，廣州司法部
門統籌制定數字經濟領域市場輕微違法違規經營行為
免予行政處罰、免予行政強制清單，市有關部門將制
定本部門數字經濟領域市場輕微違法違規經營行為免
予行政處罰、免於行政強制清單。
另外，《條例》指出，對於處於研發階段、缺乏成
熟標準或暫不完全適應既有監管體系的新興數字技術
和產業，應當預留一定包容試錯空間，不得簡單予以
禁止或者不予監管。
華南理工大學博導、廣州數字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張
振剛表示，廣州以立法的形式鼓勵全社會開展數字經
濟創新，對創新活動審慎監管，對相關探索活動予以
免責，這是《條例》的重大亮點，這對於發揮廣大技
術人員、管理幹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具有
重要的促進意義。

◆元宇宙、智慧教育等成為廣州重點支持的數字化行
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