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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出台政策穩定外貿

3月外貿降幅料收窄

中國商務部近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將

會推動放寬投資准入、深化外資管理體

制改革、優化外資區域佈局、提高自貿試驗區

建設水平、創新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體制機

制，以及按照國際高標準改善投資環境，「六

措並舉」，進一步開放一般製造業。

地區上，商務部將會針對北京市服務業，落實

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的各項措施；落實港澳在內

地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政策，拓展服務業的深度

和廣度；修訂《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

目錄》，引導更多外資投向中西部地區；創新內

陸沿邊開放模式，加快建設內陸、沿邊、沿海

「三互」大通關，支持開發和開放邊境經濟合作

區、跨境經濟合作區等沿邊重點地區。

今年全年外貿形勢較去年更複雜嚴峻，從國際

情況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權威

機構普遍下調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至六年來最

低；從國內情況看，加工貿易出口已經連續12

個月下降，超過國際金融危機時的水平。

儘管今年外貿形勢嚴峻複雜，但也面臨許多有

利條件，一系列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或正在實施，

或將要出台，如規範進出口環節收費，制定收

費的正面清單；進一步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等。

預計今年3月後，中國外貿降幅將呈逐步收窄

走勢，並回穩向好。■

� 資料來源：中國證券報

隨著美聯儲今年內第二次議息會議結束，

在非美貨幣「漲聲」一片的情況下，人民

幣對美元匯率也出現了大幅上揚，創一個月以

來最大漲幅。有分析人士表示，在國際金融環

境繼續維持平緩的情況下，市場各方對人民幣

匯率的預期將明顯傾向平穩。

近日，美聯儲宣佈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0.25%

至0.5%水平不變，同時繼續強調現時全球經

濟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進程，將繼續為美國經濟

帶來風險。受美聯儲較為鴿派的政策推動，歐

元、日元、澳元等全球主要非美貨幣普遍強勢

上漲，美元指數更在國際匯市亞洲交易時段一

度跌近95點整數大關。受此消息影響，近期整

體震蕩偏強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即期

匯價，以及香港離岸市場上人民幣對美元CNH

匯價，均進一步出現強勢上漲，並紛紛再次升

破6.50整數大關。

美聯儲放緩加息節奏，並釋放出鴿派政策信號，

對於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的表現，

市場預期會進一步趨向樂觀。■

� 資料來源：中國證券報

人民幣匯率再現大漲

預期趨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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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國主導制定的首個印刷領域國

際標準ISO�16763《印刷技術�—�印後加

工�—�裝訂產品要求》由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正式發佈。這是中國於2010年成為國際標準化

組織、印刷技術委員會（ISO/TC�130）印後工

作組（ISO/TC�130/WG12）召集人和秘書處承擔

國後，完成的首個國際標準。該標準的發佈標

誌著中國印刷業主導制定國際標準實現了零的

突破，並實際參與國際標準化工作的直接表現。

這次發佈的ISO�16763規定了裝訂產品印後生產

過程中的品質要求和允差值，適用於需要進行

首個中國主導制定
印刷領域

國際標準
正式發佈

商務部網站消息透露，中日雙方投資促進

機構第20次聯席會議上，中國商務部高

虎城部長表示，利用外資是中國對外開放基本

國策的重要內容，中國政府會繼續大幅放寬准

入限制，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和製造業開放水平，

完善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優

化對外開放區域佈局。

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中國不會改變利用外資

的政策，亦不會變更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

的保障，並貫徹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提供

更好服務。李克強總理也指出，中國要成為有

吸引力的外商投資熱土。■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國總理李克強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

出「工匠精神」，「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訂

製、柔性化生產，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對於實現《中國製

造2025》具有指導意義。

當前，全球製造業發展格局和中國經濟發展環

境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必須緊抓這難得的機遇，

創新驅動，優化政策環境，發揮制度優勢。「中

國製造」要轉向「中國創造」迫切需要這種精益

求精和創新的工匠精神。

製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科技創新的主戰場，

亦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深入實

施《中國製造2025》，中國製造業需要重建一

支訓練有素的工人隊伍。因為產品的更新換代

要採用新技術，而工藝都由技術工人掌握，所

以行業要更尊重他們，為其建設良好的工作環

境和氛圍，否則將會影響青年人的職業選擇。

同時，業界亦可考慮恢複八級工制，提升這些

工人的就業前景。■�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

工業裝訂的產品，如書籍、雜誌、目錄和手冊

等，該標準不僅有利全球印刷企業提高產品的

印後加工品質和技術水平，也有助中國印刷企

業在國際貿易中爭取主動，同時也培養了一批

具有國際標準化工作能力的人才隊伍，對於進

一步提升中國印刷業在國際上的地位、早日實

現中國向印刷強國的轉變意義重大。■

� 資料來源：必勝網

中國將繼續大幅放寬

外資准入限制
李克強總理「工匠精神」

為中國製造
強本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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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箱包裝機械技術發展遇瓶頸

未來趨向再製造

國際瓦楞紙箱協會預測，作為包裝領域一

大分支的全球瓦楞紙箱業在2013至2016

年將保持4%的增長態勢，預計到2017年，需

求量將達到2,340億平方米，中國增速預期約

7%，繼續保持其在全球市場中的主導地位。

然而，中國紙箱包裝機械的技術水平整體而言

較國外先進國家落後約20年，在產品的開發、

性能、品質、可靠性、服務等方面的競爭中，

處於明顯的劣勢。這對紙箱包裝生產機械的整

合性、高效性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中國紙

箱機械設備相對比較分散，具有集成功能的設

備不多；而運動控制技術是區別包裝機械技術

水平高低的關鍵之一，甚至成為國產高端包裝

機械的發展瓶頸。

此外，大力發展再製造產業也是勢在必行。當

前，紙箱包裝廠的設備很多都老化、落後，特

別是能耗問題嚴重。再製造產業有效節約成本，

能產生巨大經濟效益，近年來，這類型設備的

快速發展，促使紙箱包裝廠偏向購買節能環保

的再製造設備。■

� 資料來源：中國包裝印刷產業網

穆迪最近下調香港展望評級至負面，並稱

是受內地經濟拖累及政治影響，中國商

務部錢克明副部長回應稱，中國經濟趨穩向好

的趨勢明顯，香港自身的經濟基礎較好，將從

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趨穩中受益，商務部

亦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錢克明副部長表示，目前全球經濟不明朗，各

國均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但是，中國經濟趨

穩向好的趨勢愈加明顯，香港也將從中國經濟

調整的過程中受益。中國將在提高需求側管理

水平的同時，進一步加大供給側改革，加大去

庫存、產能、槓桿的改革力度，同時實施宏觀

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

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五大制度政策，

以及「中國製造2025」等系列改革措施。

另一方面，香港本身經濟基礎較好，政府財政

盈餘豐厚，投資、法制環境都十分健全。綜合

來看，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強大，商務部認為香

港未來的發展可期。■� 資料來源：大公網

國家商務部稱

香港經濟基礎較好，前景可期

▓ 商務部錢克明
副部長稱香港自
身的經濟基礎較
好 ，將從中國經
濟結構調整和經
濟趨穩中受益 ，
未來的發展前景
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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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速噴墨印刷技術而言，2015年是一

個好年頭。根據2014年底的數據，全球

新高速噴墨印刷機的銷量同比增長22%，印量

上升逾35%；而2015年全球高速噴墨印刷機的

印量，還不足所有印量總量的1%，顯示高速噴

墨技術仍處於發展初期，還可以保持較高的利

潤空間。

中國紙箱包裝技術與設備都已基本成熟，

但是，為了不被市場淘汰，中國紙箱包

裝產業須時刻保持創新。例如，早前可口可樂

的紙箱設計引起了眾多關注，消費者可通過簡

單的折疊和組裝，將紙箱包裝盒變成有趣的VR

設備。

這種創意證明了包裝也可以非常有趣，改變消

費者認為紙箱包裝沒有價值的想法。現時，中

國的紙箱包裝業已由惡性競爭開始走向良性發

展：由中低級水平在向高級水平發展、由國內

水平向國際水平發展，並透過結合其他元素，

使紙箱包裝更加豐富多彩，包括紙箱與造紙、

紙盒（彩盒）、蜂窩的結合。

因此，現時市面上紙箱包裝的種類極為豐富，

既達到了保護食品的目的，又實現了吸引顧客

青睞的目標，未來，國內紙箱包裝業將繼續創

新發展。■� 資料來源：中國食品機械設備網

最新的柔性版印刷技術產業化應用成果，

在2016中國（上海）國際印刷周的柔印

企業專區展現，水墨印刷採用了新型水性油墨，

無毒、無污染，與《環境標誌產品技術要求�印

刷�第一部分：平版印刷》仍容許有毒有害的情

況相比，更符合環保要求，不含膠印油墨中的

鉛、汞等重金屬物質和VOC氣體。

2015年底，中國印刷標準委員會、中國出版院

印刷研究所啟動了《綠色印刷�書刊柔性版印刷

過程控制要求及檢驗方法》的起草和論證工作，

說明了國家對書刊柔印的重視。當前柔版印刷的

技術要求較高，成本也高於膠印，因此推廣會

面臨一定困難。但隨著國家越來越嚴格的環保要

求，將促進柔印發展。而柔印書刊若能實現差

異化定價，也將對柔印發展起推動作用。■

� 資料來源：必勝網

高速噴墨數字印刷正為出版業提供了新的解決

方案，以應對圖書庫存帶來的成本壓力和資源

壓力。雖然高速噴墨可應用於眾多行業，但書

刊印刷是相關產業的主要發展領域。不過，書

刊出版、印刷產業要應用這項技術，需要完善

出版生態系統，結合上遊出版商、下遊印刷服

務提供商，以及設備供應商，一起重塑數字化

出版產業鏈，構建按需出版體系，一同摸索盈

利的按需出版商業模式。■

� 資料來源：中華印刷包裝網

創新紙箱包裝

提升食品附加值
柔版書刊
印刷新時代

▓ 柔版印刷書刊更
符合環保要求。

書刊印刷成

高速噴墨技術
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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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披露VOCs排污收費

試點具體工作細則

國際消費者權益日當天，國家新聞出版廣

電總局印刷發行司聯合總局出版產品質

量監督檢測中心，在北京召開2016年全國印刷

複製管理暨出版“3．15”質檢活動座談會。“3．

15”質檢活動是由總局指導、總局質檢中心組織

開展的重點工作。在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

告精神的引導下，今年啟動的“3．15”質檢活

動不僅是向「工匠精神」致敬，更彰顯了中國新

聞出版業認真履行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使命。

總局質檢中心王冰主任在會上公佈了今年“3．

15”質檢活動的實施方案，首次提出了兩項活

動方式和目標：

「雙隨機」—即隨機抽取檢查對象、隨機選派

抽查人員；

「一提高」—針對圖書印製品質缺陷之一的開

膠散頁問題，專題分析原因，加強技術指導，

督促專項整改，降低開膠散頁品質問題的發生

幾率，提高今年度圖書印製品質。■

� 資料來源：必勝網

中國環境保護部辦公廳出台的《關於揮發

性有機物排污收費試點有關具體工作的

通知》，公佈了石油化工、包裝印刷業開展揮發

性有機物（VOCs）排污收費試點申報、審核等

相關的具體工作細節：

一、�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環境保護廳（局）

將會積極推動當地發展改革委、財政等有

關部門盡快制定並出台試點工作具體實施

辦法，明確試點範圍、收費標準、差別化

政策、核算周期、起徵時間、核算方法、

徵收權限等內容。

二、� 各省級環境監察機構要組織指導行政區內

市、縣環境監察機構做好試點的實施工作。

三、� 包裝印刷企業要按《關於印發〈揮發性有

機物排污收費試點辦法〉的通知》附件3

規定的計算辦法和核算周期（由各省份自

定），向地方環境監察機構報送VOCs排放

信息申報表，申報其排放量和相關信息，

並對申報材料的真實性、有效性、完整性

負責；地方環境監察機構亦要審核試點企

業申報材料的完整性。

四、� 環境保護部現已組織開發VOCs排污收費試

點徵收管理系統。■

�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部

印刷“3．15”質檢活動升級

首次提出「雙隨機」和「一提高」

▓ 全國印刷複製管理暨出版“3．15”質檢
活動座談會上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首
次提出「雙隨機」模式和「一提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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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回族自治區2016年印刷複製及發行企

業年度核驗工作會暨印刷協會、發行協

會年會上，提出印刷複製企業作為傳統文化產

業在未來經濟佈局中，要實現由傳統模式向現

代形態的跨越。

按照「十三五」實施的綠色印刷戰略，印刷業要

逐步淘汰陳舊設備，向綠色印刷、數字印刷轉

型升級。各市、縣（區）新聞出版廣電部門將

同步開展全縣（區）印刷複製及發行企業年檢，

並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年度核驗。

此外，在會上，多家區內印刷企業和出版發行

企業獲頒2015年印刷企業「講誠信、求品質」先

進單位、首批全區出版物發行行業「文明店堂」

獎牌，以及全國出版物發行業「文明店堂」獎牌。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寧夏印刷業

漸次告別「傳統」

上海印刷業2014年工業總產值達831.9億

元（人民幣，下同），更於2015年突破

900億元，這在全中國雖然不是最高，但影響

力卻不容小覷。上海印刷業通過運用互聯網技

術，推動按需印刷發展；實現教材綠色印刷，

引領整個產業向綠色環保轉型；提高審批效率

和政府服務水平，推動總部經濟發展，鼓勵印

刷企業在上海建立總部等，各種舉措讓上海印

刷業煥發出蓬勃生機。

今年3月初，江蘇南京市委常委會召開會

議，審議通過了《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

行動計劃2016年度實施方案》，今年南京市大

氣污染防治工作將通過六大方面、32項任務要

求，確保順利完成目標。

南京市建立了通報、約談、限批制度，監察超

過重點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或未完

成大氣環境品質改善目標的區政府（園區管委

會），環保部門約談其主要負責人，並向社會公

開相關信息。今年南京市將持續治理石化、化

工業及印刷業的揮發性有機物（VOCs）污染，

並具體劃分行業進行治理，其中包括全市61家

包裝印刷企業。■� 資料來源：華凝文化

開放是上海印刷業的第一把「鑰匙」。20世紀初

期，上海引進一批外資或合資企業，依托其成

熟的市場、技術和管理經驗，全力開拓海外出

版物印刷市場，為上海印刷走向高端及增強競

爭力奠定了重要基礎。同時，上海印刷業對內

開放，通過頒發出版物印刷許可證、享受培訓

服務等，鼓勵和扶持民營企業發展。此外，當

地更透過舉辦中國（上海）國際印刷周，以開

放的姿態和不懈的努力，服務全中國印企和相

關產業鏈，引領行業轉型發展。

「十三五」期間，上海將在中小學教科書綠色印

刷全覆蓋的基礎上，進一步減少企業在印刷過

程中的VOCs排放；並啟動綠色環保項目，引領

整個印刷產業實施綠色環保戰略轉型，提高當

地印刷業的國際競爭力。■

� 資料來源：颶風網

2015年上海印刷產值

突破900億元

南京推進大氣治理

重點整治
61家印包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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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沙溪擬投資八億元

建設「互聯網＋包裝」創新科技園

北京日報新聞印刷產業聯盟正式成立，聯

盟由北京日報印務有限責任公司發起，

目前有30多家印刷、耗材企業加入。

北京日報社張雅賓副社長表示，在國家經濟下

行壓力下，印刷業經營遇到困難，聯盟的成立

是為了便利新聞印刷業的溝通交流，以及共同

研討行業問題、推進行業發展。北京日報印務

有限責任公司崔騰連總經理介紹，聯盟將通過

建設生產、品牌、商業、營銷四大落地服務體

系，為會員提供有形的平台服務。

在聯盟成立儀式上，北京日報印務有限責任公

司、深圳市印貓科技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深圳

市同人益有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更簽訂了三方戰

略合作協議。印貓網將為聯盟成員提供自營銷

售產品的網絡平台，同人益有專家團隊則提供

了企業管理、人力資源建設等的指導服務。■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雲南省沙溪鎮將2016年定為「重點項目推

進年」和「園區發展提升年」。該鎮“3．

23”招商引資呈現「高、早、實、快」，成功引

進六個項目，其中有五個內資項目，總投資額

16.98億元人民幣；一個外資項目，投資額900

萬美元，完成市下達任務的228.6%。

相關項目包括「互聯網＋包裝」創新科技園，該

園將建設智能製造和管理平台，形成環保包裝

紙生產、設計、物流一體化運作的綠色生產基

地，大幅提高企業運營效率，降低生產成本，

為客戶提供便捷和個性化訂製服務。同時，創

新科學園亦會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改造傳統

包裝印刷業，打造互聯網包裝印刷生態系統，

實現各方主體的迅速對接，提高產業運營效率。

中國包裝印刷業具有超過萬億人民幣的市場規

模，但行業分散。總數30多萬家企業，其中

約90%為中小企業。目前，大多數包裝印刷上

市公司的營業收入僅20億元人民幣左右，龍頭

企業佔市場份額不足1%。包裝印刷龍頭企業市

場集中度提升空間很大，而「互聯網＋」有望重

塑產業的競爭格局，行業整合也將迎來新的驅

動力。■

� 資料來源：中山日報

北京企業共組新聞印刷產業聯盟

信息互通、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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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納米技術將

「染綠」未來印刷業

在「互聯網＋」、「供給側改革」的大趨勢下，

「印刷＋智能」成為上海印刷周上熱議話

題之一，業界普遍認為其是印刷業轉型升級的

必由之路。當前，國內印刷業增長趨勢逐年放

緩，利潤降低。與此同時，工人工資連年上漲，

用工成本居高不下，還出現「用工難」、「用工

荒」。企業要實現轉型升級，持續發展，必須

走智能印刷工廠之路。

北人集團公司張培武董事長分析，構成智能印

刷工廠的關鍵要素有信息系統、智能物流設備、

雲平台服務等，具體實施需要政府引導，搭建

技術創新平台。同時，要以市場為主導，依靠

創新驅動，滿足印刷企業的需求，將行業工藝

和管理、生產水平的提高作為主要的發展和研

發方向。

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研究員、綠色印刷重點

實驗室宋延林主任表示，可通過新的納米材料

為代表的新技術，從根本上解決行業的環保問

題—通過合成不同的納米顆粒，控制納米顆

粒的尺寸，便可以呈現不同的顏色，還不會褪

色，光澤也非常好。這樣便可避免染料、顏料

生產過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

� 資料來源：科技日報

標籤主要應用於日化、化妝品、電子家電、

醫藥、日用品、食品及飲料、超市零售

和物流等。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標籤印刷行業

研究小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標籤印刷產值

為190億元（人民幣，下同），產量為25億平

方米，同比增長20%；2011年標籤印刷產值

為230億元，產量達到30億平方米，同比增長

20%。中國標籤印刷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獲

得了高速增長，經過幾年的發展，已形成產業

鏈。

目前不乾膠標籤佔全球標籤市場份額的40%，

濕膠標籤佔42%，收縮標籤和包覆膜分別佔9%

和7%，濕膠標籤和不乾膠標籤在全球市場中佔

據絕對優勢地位。但隨著標籤行業趨向成熟、

消費者對包裝要求的提高，今後濕膠標籤應用

量將會減少，不乾膠標籤和收縮套標的加工量

將快速增長，標籤印刷行業對高附加值不乾膠

材料的需求將逐步擴大。■

� 資料來源：慧聰印刷網

電子標籤印刷日趨成熟

不乾膠標籤市場未來前景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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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造紙業穩步增長

利潤激增45.31%

福建省泉州市經過認真研判當前造紙及紙

製品產業轉型升級面臨的突出問題、產

業未來核心技術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市場需求

變化後，出台了市造紙及紙製品產業轉型升級

的路線圖。

根據該路線圖，泉州市紙業的發展目標為緊抓

「十三五」國民經濟平穩發展和人民消費升級的

發展機遇，促進產業發展，進一步提升產業整

體競爭力。泉州市將支持相關企業發展總部經

濟，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轉型升級和

產業生態環保，全面提升行業規模、經濟效益

和市場競爭力；並將當地初步建設為全國紙業

印刷基地，實施重大項目，完善園區載體，壯

大產業龍頭，促進產業集聚，盡快形成發展增

量。同時，支持大眾創業，並引進國內外的企

業帶動壯大紙製品業。

此外，至2020年，泉洲市務求實現造紙及紙

製品產業工業總產值達到700億元人民幣，年

均增長11%；並確保在產業總量增長的前提下，

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降低10%，增產減排。■

� 資料來源：泉州晚報

經過「十二五」淘汰落後產能，湖北省造紙

業穩步增長。全國造紙協會第四屆理事

會三次會議透露，2015年湖北省造紙總產量同

比增長12.63%，達到266.24萬噸，居全國第

12位，排名雖較上年下跌一位，但行業利潤同

比激增45.31%，達24.09億元（人民幣，下同）。

湖北省經信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全國紙業行

情低迷的背景下，取得這樣的成績相當不易。

「十二五」期間，湖北全省共淘汰造紙落後產能

85.8萬噸，提前一年完成國家下達的任務，佔

全省總產能的16%。

通過淘汰落後產能和技術改造，不少相關企業

的技術和裝備水平明顯提高，發展勢頭好轉。

以製漿為例，當地實現營業利潤0.9億元，同

比增長104.99%。湖北省造紙協會頓志強秘書

長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原紙市場

需求量越來越大。當前，紙類產品的品質、纖

維原料結構的不合理，以及廢紙等再生原材料

供應不足，已嚴重制約該省造紙業的發展，所

以未來將以品質提升產量，充分發掘潛在的市

場發展空間。■� 資料來源：湖北日報

福建泉州將建設為

全國紙業印刷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