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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

连续走访川大6家复印店，老板都是湖南新化人

3所高校20家复印店，15家老板是湖南新化人

川内湖南新化人开的快印店约1200家，成都市约800家

为何复印店老板多是湖南新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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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商业银行

试点引入盲文服务

昨日， 四川省银行业协会在交通

银行成都锦江支行举行四川银行业金

融青年阳光助残“五个一”行动，该活

动旨在强化普惠金融， 为残障人士提

供更为贴切的特殊服务。据了解，在川

96家银行业会员机构将根据实际情

况， 在各自的营业网点试行手语、盲

文、盲人密码键盘等服务。

四川省银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本次活动将倡导在川商业银行按

照“一套温馨服务标准”、“一本无障

碍交流手册”、“一个爱心服务窗

口”、“一支青年志愿服务队”、“一小

时阳光服务”的“五个一”标准为残

障人士提供特殊服务。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在交通银行

成都锦江支行见到， 营业网点开辟了

“残障人士优先办理”的爱心窗口，相

应密码键盘也是特制的， 每个数字键

都配有相应盲文按钮。 在门口大堂经

理处， 还摆放了手语服务手册和盲文

版的业务服务指南。

据四川省银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这种类似的特殊服务将在全川

会员银行中推广。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快贷———帮您快速贷款

贷款利息低至3厘

企业、个人融资常遭遇融资难、融

资贵。 成都快贷投资有限公司能实现

30分钟内从45家合作银行中为客户匹

配最合适的融资方式， 银行贷款利息

低至3厘，最快一天放款。读者可前往

位于金牛区西安中路47号的快贷中

心，也可拨打热线66623666咨询。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3

厘，放款快

在快贷中心， 多名客户正听公司

业务主管讲解最新银行政策。据了解，

合作银行专为快贷中心配备了放款额

度，能保证顺利放款。同时，中心还推

出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最低至3厘

的贷款利息， 品种有随借随还、5年先

息后本，住宅可放大150%、商铺可放

大100%。 中心会根据客户实际情况，

在45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贷款方

案，最高可贷到150%。

贷款品种多样，最快当天到账

需要资金的人如有按揭房、车，在

该中心当天能拿到钱， 最高额度可达

200万元，且不需做任何抵押。该中心

也可帮助客户获得短期应急贷款，有

速度快、额度高等特点，最快半小时放

款，额度最高可达评估价的100%。

按揭房、按揭车也能贷，手续简单

快贷中心业务部门负责人介绍

说，按揭房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购房

合同证明和稳定工作凭证， 可享受由

快贷中心提供的专业团队担保服务，3

天就能拿到贷款。 做杂货生意的周先

生希望扩大门店，打通快贷VIP热线：

028-66623666，他当天下午就凭借按

揭车手续贷了30万元。

快贷专栏

复印“军团”为什么是新化人？ 冯军

旗文中提到， 这一军团的形成纯属偶然：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化县有一部分村民

因为从事打印机、复印机的维修攒到了第

一笔原始积累，后来发现，机器不仅是可

以拿来修， 修完了还可以让它鸡生蛋、蛋

生鸡。 于是一些新化人开始对

准日益崛起的打印复印市场一

阵猛攻，很快就以家族、邻里、

同乡的倾巢出动之势磕下了一

条不易发觉的生财之道。

新化的复印产业为什么

扩张得这么快？ 冯军旗认为，

师徒制是一个主要因素。师傅

不断带新徒弟，而徒弟掌握技

术成了师傅后， 也开始带徒

弟，如此不断循环。很多新化

人都是从学徒做起，最后独立

经营。

另一个就是血缘、地缘的

纽带作用。新化人总结过他们

是“亲带亲、邻带邻、友带友”。一个人出

来干复印挣了钱， 就会把更多的新化人

带出来。这也是可复制的、绵延不断的过

程。师徒制和地缘纽带效应，导致了新化

复印产业的原子式扩张。

据邹联书介绍，新化人在四川开的

复印店中中，很多是投资三、五十万元

的夫妻店， 有部分是投资在200万元左

右的中小型图文店，投资上千万的则凤

毛麟角。 而高校内十来平方米的复印

店，投资约在三、四十万元，这也是目前

这个行业的基本投资门槛。

新化现象

数说

日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8年前的论文《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在网

络走红。据文中统计，近20万湖南新化人在全国各地从事复印相关工作。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成都市内三所高校，学校和周边共20家复印店，其中15家

的老板是湖南新化人。记者从四川省湖南商会快印分会会长邹联书处获悉，四川省内湖南

新化人开的快印店约有1200家，成都市约有800家，占到省、市快印行业约七成。

然而，他们中的先知先觉者已意识到，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纸质产品需求空

间受挤压，快印产业正面临转型。

冯军旗于2006年到2007年， 抽取了

北京地区8所高校校内和周边的复印店

进行调查，并对数十位新化从业者、产业

代表人物进行访谈， 还原了新化复印产

业的发展历程。据文中统计，近20万新化

人在全国各地从事复印相关工作， 来自

新化县的打印复印“军团”占据了全中

国打印复印市场份额的85%。

在冯军旗看来， 每个访谈对象都有

一个关于习得维修技术、 带徒经营的精

妙故事。 新化复印产业从40年前开始发

展，一共经历“流动维修机械打字机”、

“流动维修复印机”、“复印店”、“二手

复印机专业市场”、“办公设备制造”五

个阶段。具体地说，它展现了这样一个历

史过程：五十年前，两个新化人在外偶然

获得了机械打字机维修技术。 以此为开

端，在历史潮流和各种偶然间，新化人把

日本和美国的二手复印设备通过国际贸

易扩散到国内， 通过专业市场销售到专

业复印店，从而形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

构建了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

这样一篇以社会学田野调查面貌展

现的文章，8年之后突然走红网络。 不少

网友对冯博士扎实详尽的调查、 深入研

究的专研精神感到敬佩，也有网友对“复

印店老板多是湖南新化人” 的现象表示

惊讶， 更有网友对湖南新化复印产业显

示出浓厚兴趣。

论文意外走红后， 有媒体日前对冯

军旗进行了专访，在他的眼里，“新化现

象”类似于“成都小吃”、“沙县小吃”

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扩散型经

济”。 这种经济现象色彩斑斓， 在社会

学、经济学领域都极具研究意义。“它是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新化复印“军团”占全国85%

近日， 成都商报记者对四川大学望

江校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西南交

通大学九里堤校区三所高校及周边20家

复印店进行了走访， 发现其中15家店的

老板是湖南新化人。

在四川大学东三食堂附近，一家十

多平方米的复印店内挤满了来复印、

打印论文的学生， 店内7台打印复印

机，9台电脑，基本都处于工作状态，三

四位店内工作人员在忙活， 排版、打

印、复印、装订……说着夹杂着地方口

音的普通话。

据记者询问， 这家店老板便是来自

湖南新化的。说到湖南新化复印产业，老

板边忙活，边笑笑说，“北大博士一篇论

文都写到了嘛，就是那么回事哦。”据他

称，这篇论文圈内已传播开，都在谈论。

在四川大学东区东一食堂附近一家

复印店，老板邹女士同样来自新化。她来

成都从事复印行业有七年了， 他们一家

人先到成都，后来又将姨父、舅舅等亲戚

带到成都， 都在做这行。“我们那里，几

乎每家都有人在做这一行， 都是师傅带

徒弟或者跟着亲戚、朋友出来的。”邹女

士说。

记者在四川大学走访的6家复印店

中，老板都来自湖南新化。

从事快印行业20年的四川省湖南商

会快印分会会长邹联书， 见证了这个行

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去年8月， 四川省湖南商会快印分

会成立，邹联书出任分会会长，目前分

会有300家左右会员。据邹联书介绍，四

川省内新化人开的快印店约有1200家，

成都市约有800家，占到省、市快印行业

约七成。

论文走红

川大6家复印店老板都是新化人

本地走访

一个人干复印挣了钱，就会带出来更多新化人

原因探秘

冯军旗论文中谈到，“以二

手复印机为中心的产业链的形成

对产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 市面上的打印复印机生产

厂商绝大多数来自日本、美国。早

期，由于打印复印机价格高昂，新

化从业者掌握了维修技术后，几

乎都使用从日本、 美国淘汰的二

手机器。

邹女士介绍， 店内这些打印

复印机都是买的二手的， 新机器

价格高昂， 这些二手旧机器都是

日本、美国淘汰的。据称，这些旧

机器大概一、两万元一台，但也仅

能用一、 两年。 坏了后能修的就

修，不能修的就再另外购买，“维

修技术自己琢磨琢磨就会了。”

新打印复印机价值不菲，与

二手的价格相差约6-10倍。据了

解，假若一款二手彩色打印机3、

4万元，同款的新设备则要三、四

十万元，邹联书买的最贵的彩色

打印机150万元，同款二手的约40

万元。

邹联书说，2007年以后，他

的店里开始采购使用新设备，前

年在乐山开出的店，所有设备都

是新的。他认为，这是新的发展

时期的需要，一方面客户要求越

来越高，另一方面店内现代化程

度越来越高，用工成本也会越来

越少，此外，客户的满意度因为

新设备也明显提升， 回头率提

高，也会积累更多客户。

随着新化人在这个产业链条

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接近上游产业链，邹联书也

自去年开始了图文行业的设备与

耗材代理，做富士施乐、佳能、三菱

等厂家的代理商。也有新化同乡人

开始了图文行业机械制造。

邹女士感叹，这些年生意越来

越难做，做这行的人越来越多，“川

大周边都有十多家， 竞争激烈，价

格压得越来越低。”而邹联书觉得，

现在快印行业发展已面临转型，已

过了拼设备、拼低价的时候。

在邹联书看来 ，2008年至

2013年是行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那段时间营业额年递增率约在

15%~20%，以此增长率，若一家店

2008年一年营收120万，到2013年

便能达到 300万元一年。2013、

2014年行业增速减速， 年递增率

约在10%，而今年相比去年同期，

营收下降了约10%。 他认为下滑

的原因， 一方面是宏观经济增速

放缓，其次，运营成本越来越高，

房租上涨、人工成本上升、原材料

成本越来越高，此外，随着移动互

联时代的到来， 手机改变人们的

生活习惯，纸质品越来越少、快印

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邹联书觉得， 这个行业虽然

新化从业者群体庞大， 但是还很

分散，还未能形成联合体，抱团发

展的意识还不浓。他认为，“未来

需要整合、做强做大，这需要整个

行业的努力，还需要政策的参与、

支持。”

价格优势与维修技术

亟待整合做强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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