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 於當前經濟不景氣，不少企業希望通過打

印管理服務（MPS）來管理員工的打印活動，

優化打印流程，減少運營成本。早前，印度調研

公司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發佈的一項調

查預測顯示，從2015年至2024年間，MPS 將穩

步發展，市場總值將從261.8億元（美元，下同）

增長到949.7億元，復合年增長率將達14.8%。

MPS 的環保特性是促使企業選擇這類型服務的因

素之一，使用 MPS 既可大大減少紙張浪費，又

能讓企業更高效地使用電力資源。當中小型企業

發現 MPS 在眾多方面的高效優點後，很可能會

成為推動 MPS 垂直增長的主要力量。而隨著雲

端應用不斷創造新的商機，渠道合作商和系統整

合商也將會加入 MPS 產業發展中。

該報告表示，中小企業和領先的 MPS 供應商已

經轉向渠道合作夥伴，尋求新機遇，以求擴大客

戶群。另外，雲端應用是2015年 MPS 市場中最

大的板塊，在2016到2024年期間，很有可能將

繼續佔據主導地位。■ 資料來源：再生時代

未來十年全球MPS市場總值

有望增加6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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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數據公司（IDC）的調研數據顯示，今

年第一季度，全球大幅面打印機（LFP）

的出貨量同比增長1.2%，出貨金額增加近7%。

第一季度大幅面 CAD／技術型打印機的出貨量

同比增加1.6%，金額上升13.2%；大幅面圖像

打印機的出貨量同比微升0.6%，出貨總值同比

增長2.8%；持久耐用圖像打印機細分市場增幅

超過9.5%，主要來自UV固化大幅面噴墨打印機、

弱溶劑型和熱轉印噴墨打印機出貨量的增加。

惠普在大幅面 CAD／技術型打印機細分市場佔

據主導地位，因此其在大幅面打印機市場的份額

幾乎是其他品牌的兩倍。佳能的大幅面打印機出

貨量也從去年的18.8% 同比增加至20%。愛普

生於去年第四季度推出弱溶劑型打印機，使大幅

面打印機的出貨量和金額都得以上升，但在低端

水溶性噴墨打印機細分市場的業務卻出現下滑。

Mimaki 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推出新款 UV 、弱溶

劑型和熱轉印打印機，實現了出貨量和出貨總值

的增長。■ 資料來源：再生時代

全球大幅面打印機出貨量

今年首季略有增加

英 國新近發佈了《 全球噴墨打印未來（2016-

2021）》報告，文中提到2016年噴墨打印

和印刷包裝市場的規模將達到6,190萬元（美元，

下同），預計2016年至2021年的年均複合增長

率達12.7%，世界各地都呈現積極增長態勢。

噴墨技術的應用改進了整個圖書和報紙業的供應

鏈，對於標籤業同樣具吸引力，而高性能窄幅印

刷機、混合噴墨、柔版印刷機市場也將擴大。隨

著這項技術的進步，油墨製造商及印刷設備供應

商也獲得了千億的市場投資。同時，溶劑型油墨

正不斷失去市場份額，但水性和 UV 固化油墨正

以高速實現增長。

噴墨技術為打印和包裝添加了新功能，個性化和

可視化非常普遍，更可以增加印刷產品的價值和

利潤。這項技術也逐漸成為工業領域日趨重要的

一項技術。如紡織印刷、裝飾、陶瓷、3D 、電

子和紡織品印花等，在這些領域的應用也有助噴

墨技術的改進。■ 資料來源：慧聰印刷網

全球噴墨打印產業

未來呈積極增長態勢



德 國印刷和媒體協會在2016年印刷媒體日，

公佈了當地行業的最新數據，2015年德

國印刷業的銷售額達203億元（歐元，下同），

與上年度水平相比，減少了2%。

德國印刷業生產結構中最主要部分的廣告印刷和

目錄的產值，均較上年度下降2.5%。傳統的出

版物，如報紙、雜誌和書籍的產值也有所下降。

在技術細分市場的層面上，數字印刷繼續呈增長

趨勢。同時，2015年當地印刷業4.84億元的總

產值都是由無版印刷完成的，較2009年增長超

過80%。膠印則以79% 的市場份額保持其領先

地位。多年來，凹印逐步疲軟，市場份額最終只

佔11.8%，產值約10億元。

尼爾森市場調研公司指，德國印刷媒體的廣告總

費用按產值計算增加2.5%。因此相應的廣告總

量比上年度提高6%。此外，預測的零售業銷售

額及德國國內經濟利潤，對印刷行業也起到良好

推動作用。■ 資料來源：科印網

2015年德國印刷業銷售額

較上年度下降2%

德 勤會計師事務所與美國競爭力委員會早前

發佈了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數報告預測，

東南亞四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和南亞

印度的製造業正在崛起，這些國家擁有較低的勞

動力成本、靈活的製造力和日益擴大的市場等優

勢，使其有望在2020年躋身全球15個最具製造

業競爭力的國家。

東南亞國家日益擴大的消費群體，為其製造業

前景注入了動力。除了勞動力、原材料等傳統

優勢，一些東南亞國家也制定了製造業長期發展

規劃。比如，為了吸引企業落戶，馬來西亞東海

岸經濟特區政府開出了10年100% 所得稅豁免、

機械和器材的進口稅，以及銷售稅豁免等獎勵配

套措施。

先進的製造業技術是打開未來競爭力的鑰匙。新

興經濟體的勞動力和材料成本優勢超過發達經濟

體，發達經濟體卻在勞動生產率方面佔據先機，

儘管製造成本相對較高，這些經濟體依靠成熟的

勞動力、良好的投資環境、充裕的研發投入、高

品質的基礎設施和良好的治理等，仍然保持著較

強的製造業競爭力，而這些方面正是東南亞國家

未來發展需要改善之處。■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低成本等優勢助馬、泰、印、越製造業

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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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業網絡媒體 WhatTheyThink 網站通過其

經濟研究中心，調查分析了近一年來美國

印刷業各個細分領域的兼併、收購和重組活動，

並發表了調查結果。

研究表明，隨著美國印刷市場併購活動的增多與

行業洗牌的加速，各個細分領域呈現出不一樣的

發展趨勢，2016年美國包裝印刷、數字紡織品

印刷企業進入飛速發展的階段，報刊印企轉型升

級的步伐加快，持續增多的併購活動則為商業印

刷企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

WhatTheyThink 旗下經濟研究中心表明，2016年

美國印刷業將呈現出多極分化的發展趨勢。包裝

印刷（特別是軟包裝與標籤印刷）與數字紡織品

印刷企業將呈現出「全速前進」的態勢；特種油

墨、塗料製造企業、印刷電商與創意印刷服務企

業的發展前景良好；商業印刷企業、折疊紙盒企

業在接下來的戰略佈局中，要更小心謹慎，避免

同質化競爭；報刊印刷企業上升空間正變得越來

越小，轉型升級勢在必行；造紙、製漿企業的發

展則基本保持原狀。■ 資料來源：印業獨家

在 2015年，美國數字打印服務供應商有

63% 主營彩色數字打印或數字打印，相

比2014年的48% 有顯著提升；標識打印服務

供應商從2014年的34.52%，下降到2015年的

17%；影印店數量從2014年的5.95%，微漲至

7%；其他類型的打印服務供應商數量在某種程

度上保持相近的升幅。

據調查顯示，58% 的打印服務供應商可製作黑

白和彩色圖文，而其餘的42% 只製作彩色圖文。

平均有52.9% 的頂級供應商能夠製作寬幅打印

品（寬度在36-96英吋）；超寬幅（96英吋或以

上）佔比22.71%，佔據市場上第二大份額；中

幅（24-35英吋）有14.86%，而小幅（14英吋

或更小的文件）佔9.84%。

專項應用產品的市場份額與2014年類似。橫幅

和標識佔最大的份額，佔整個圖文混合領域的近

20%，緊隨其後的是零售、POP 展示和標識（包

括地板圖文），合共佔14.41%。■

 資料來源：科印網

美國數字打印服務

供應商現況

美國超過60家印刷企業關停

46.9%企業整合

14.41%
零售、POP展示
及標識

7.18%
特種打印和圖文

4.26%
其他

4.8%
背光顯示板

19.23%
橫幅和標識

3.43%
廣告牌和建築包覆

6.08%
建築標識

5.17%
裝飾品打印5.99%

工程圖文8.25%
展覽和展會圖文5.59%

服裝和紡織品圖文

3.05%
藝術品複製和
博物館圖文

7.67%
車隊及汽車圖文

4.90%
海報 2015

美國2015年打印專項應用產品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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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產業發展須適應

全球印刷業變化

英國脫歐成定局

對國內紙產業進口
影響較小

英 國退出歐盟已成定局，引發全球金融市場

的劇烈動蕩。而對於遠在亞洲的中國而

言，實體經濟所受影響整體不大，但外貿上預料

會略有壓力。

雖然此事不可避免將提升中國跨境資本流動和匯

率的不確定性，但人民幣匯率不會大幅貶值，而

且從中長期看，或對人民幣國際化產生助力。因

此，以進口原料為主的造紙產業鏈，在此次人民

幣面值的過程中，或將受到較小的影響。

截止2016年4月，中國紙漿累計進口量為658

萬噸，累計同比增加1.2%；廢紙累計進口量為

954萬噸，累計同比上升6.3%；紙及紙板累計

進口量為90萬噸，累計同比增長1.8%。■

 資料來源：必勝網

隨 著數字印刷包裝市場的增長，領先的油墨

公司正尋找更多方式，以服務其客戶。在

北美20強的報告中，油墨行業的主管探討了印

刷和油墨領域發生的變化，並指出油墨企業都必

須通過收購及開發新產品，從而進一步發展整個

產業。

歐洲印刷油墨企業也洞悉這種趨勢，在歐洲的油

墨審查報告中，歐洲發展最快的印刷領域是工業

噴墨印刷，有調查顯示從2014年至2020年，該

領域累計平均漲幅預計高達36%。

對於常規油墨製造商來說，顏料是其制劑中最昂

貴的部分。顏料供應商都能洞悉未來包裝、噴墨

和 UV 油墨領域的增長趨勢，以及出版和商業領

域在銷售方面基本持平的勢態。另外，導電油墨

和漿料是新興市場，預估產值將有23億美元。■

 資料來源：必勝網

俄軟包裝市場保持

良好增長態勢

俄 羅斯2015年軟包裝市場規模增長1%，總

量達52萬噸。自2012年以來市場增長速

度放緩，但與其他產業不同，軟包裝市場保持著

良好態勢。

有分析人士在編制軟包裝市場營銷調研時指出，

由於實施進口替代政策，以及刺激本國生產，俄

羅斯軟包裝市場的潛在容量估計要比市場實際規

模高出20% 以上，每年在62.5萬噸左右。

目前，該國主要食品生產商更多地轉用當地生產

的軟包裝，主要由於進口軟包裝價格顯著上漲，

以及俄羅斯國產軟包裝達到一定的品質水平。在

大型消費者採購本地化的帶動下，幾乎所有生產

領域都有進一步增長的潛力。這為擴大俄羅斯本

國生產創造了先決條件。■

 資料來源：中國包裝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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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印度
3D打印市場容量

將達到6,200萬美元

儘 管近幾年歐洲和北美地區在3D 打印行業

中佔據主導地位，但是隨著這技術不斷普

及，其他地區也開始急起直追。根據市場情報解

決方案公司6Wresearch 的預測，到2022年，印

度的3D 打印成型和材料市場預計將達到6,200

萬美元。

3D 打印技術為印度種類繁多的行業，提供了更

經濟、時間上更高效的製造解決方案。目前，受

益於這項技術的行業和領域包括：教育、醫療、

藝術、建築和工業製造等。另外，打印原型服務

市場，以及該技術在工業級製造領域的應用都在

快速發展。

在印度市場中，3D 打印技術在工業級製造領域

應用的日益增長，主要歸功於先進工業級3D 打

印機的價格不斷下跌。在材料方面，當地需求最

大的是 PLA 和 ABS 兩種標準3D 打印材料。由此

可見，印度主流的3D 打印方式是熔融沉積成型

（FDM）。

報告還總結，儘管印度3D 打印機市場目前正處

於起步階段，然而對製造商、本地裝配企業和分

銷商來說，都蘊藏著巨大潛力。在印度市場上，

3D 打印原型還是新興概念，其服務預計將應用

在教育、醫療、藝術和建築有關的領域，但隨著

公眾加深對這項技術的認識，以及工業級3D 打

印機價格的下降，這項技術將迅速轉向工業及製

造應用領域。■ 資料來源：天工社

日本印刷信息紙上市量

連續9個月減少

日 本造紙聯合會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

4月，日本紙與紙板國內上市量為211.9

萬噸，同比微增0.1%，時隔五個月後增加。其

中，紙上市量114.8萬噸，同比減少1.7%，連

續25個月下行；紙板上市量97.1萬噸，同比增

長2.3%，連續三個月上調。

按品種分類，印刷信息紙國內上市量63.3萬噸，

同比減少2.3%，連續九個月下降；出口5.4萬

噸，同比增長16.6%，連續四個月增加。新聞紙

國內上市量23.3萬噸，同比減少6.1%，連續兩

個月下行。包裝紙國內上市量5.9萬噸，同比下

降3.8%，連續16個月縮減。衛生紙國內上市量

16.9萬噸，同比增長10.3%，連續13個月上調。

瓦楞紙板國內上市量79.2萬噸，同比增長3.3%，

連續三個月增加。■

 資料來源：中國綠色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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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謝菲爾德大學早前與印刷電子公司

Novalia 合作，成功開發了一種新型紙質

包裝觸摸屏，使消費者可與產品進行信息互動。

這種新型紙質包裝觸摸屏由低成本印刷電路、價

格相宜的紙張，以及 LED 顯示屏構成，並通過印

刷電子技術將電路印刷在紙張上，然後使用電導

黏合劑將聚合物 LED 顯示屏與紙張黏合起來。

目前開發人員正在研製與紙質顯示屏相應的觸摸

鍵盤，使消費者能夠自主操控 LED 顯示屏，方便

獲取所需信息。該紙質觸屏由三節 AA 電池供電，

顯示屏亮度可達每平方米210 cd。研究人員還

表示，這種新技術實現了塑基電子技術與紙基電

子技術的結合，對於紙包裝業來說意義重大。這

種新型紙質觸屏除了能方便消費者獲取產品信息

外，還能以更為複雜的方式幫助產品生產商傳達

品牌形象。■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網

據 芬蘭國家電視台報道，芬蘭埃斯波的一家

初創公司發明了具有塑料特性的木質纖維

材料，可用於替代現有的塑料袋。這種材料當中

有80% 是可再生，使用過的袋子還能回收，再

用於製造紙板。

2015年，歐洲議會通過了一項法令，目的是在

五年內，減少當地80% 的塑料袋使用量。目前

歐洲平均每人每年使用180個塑料袋，一年就要

消耗1,000億個，嚴重危害環境。預期這項發明

將為日常消耗量較大的商品包裝領域，提供一個

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人民網

巴 西森林產業協會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得

益於巴西貨幣雷亞爾對美元匯率持續走

低，2016年1月至4月，巴西紙出口量累計達到

68.9萬噸，同比增長7.8%。

巴西前四個月的紙出口量中，印刷書寫紙為

29.9萬噸，同比增長1.7%；包裝紙24.8萬噸，

同比大增13.8%。同期巴西紙產量達到340萬

噸，同比持平。其中，國內銷售170萬噸，同

比微增1.2%。受匯率影響，巴西紙進口量22.1

萬噸，同比大減35%。其中，印刷書寫紙8.6萬

噸，同比銳減43.8%；新聞紙5.5萬噸，同比大

降25.7%。

從四月份的業績來看，巴西紙漿出口量110萬

噸，同比大增29.4%；紙漿產量150萬噸，同比

增長14.2%。另一方面，紙漿進口量43.8萬噸，

同比增加了3%；國內消費量同比下調了12.7%。

1月至4月，巴西紙漿出口量累計達到430萬噸，

同比增長了16.7%；紙漿產量600萬噸，同比增

加10.9%；國內消費量190萬噸，同比持平。4

月巴西紙漿出口交易額為19億美元，同比增長

11%。■ 資料來源：中國綠色時報

英國大學開發

新型紙質包裝觸模屏

芬蘭公司發明

可回收塑料袋

2016年前四個月

巴西紙業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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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4月，加拿大圖書網（BookNet Canada）

發佈了《2015年度加拿大數字出版業狀況

調查 》，報告調查了2015年加拿大電子書出版

業整體情況，共有55家大中小型出版商和專業

出版商參與了這項調查。

報告顯示，有87% 受訪者已開展電子書出版業

務。從細分市場來看，絕大多數出版商都相當關

注主要圖書門類的電子書，如生產大眾類電子書

的受訪者有88% 、學術和專業類佔86%，其他

類別佔75%，而100% 的受訪者都會生產中小學

教育類電子書。

另一方面，受訪者中採用數字發行人制（Digital 

Asset Manager）處理電子書銷售事宜的佔64%，

其中，中小型出版商的採用率遠高於大型出版

商。另從市場角度看，大眾類圖書採用率最高

（68%），其後依次為學術和專業類（57%）及中

小學教育類（50%）。

調查結果也表明，2015年電子書銷售量佔其當

年生產量的73%，較前兩年有所下降。從市場

銷售情況看，近年來電子書銷量平平。從電子書

銷售額佔年度銷售總額百分比上看，67% 的受訪

者稱，電子書銷售額僅佔其年銷售總額的1% 至

10%。■ 資料來源：中國出版傳媒商報

2015年加拿大

電子書出版概況

法 國出版工會早前舉行了全國數字圖書會

議，公佈了由法國作者權益公司、法國出

版工會和文人協會聯合公佈了最新數字圖書使用

情況動向，指出法國圖書市場穩定，呈現出數字

圖書與紙質圖書混合使用、相互並存的態勢。

調查顯示法國數字圖書讀者數量有所增加。20%

的受訪者閱讀數字圖書，較2015年小幅增長。

29% 的數字圖書讀者擁有多種設備，並使用多

種閱讀器閱讀同一本書。33% 的數字圖書購買

者有閱讀習慣，其中63% 在受訪前一個月內讀

過一本紙質書，同時至少有一次在購買數字書

後，又購進紙質版圖書。

另外，調查指出國內對數字圖書的不法使用減

少，版權得到尊重和保護。16% 的數字圖書讀者

承認採用過非法渠道，較上年減少了4%。58%

的讀者表示拒絕盜版圖書，增加了4%。

儘管數字圖書的讀者數量增加，但人均購買數字

圖書的數量，以及每年消費額仍有所下降。25%

的受訪者坦言購買數字圖書的數量減少。32%

的受訪者表示降低了數字圖書的開銷。調查表

明，紙質圖書仍然是法國人青睞的饋贈或分享的

商品，而數字閱讀技術和產品還有待更好地開發

和傳播。■ 資料來源：中國文化報

法國數字閱讀調查：

讀者增多，消費額微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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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卡尼行長早前宣

佈，將於今年9月發行面值為五英鎊的塑

料鈔，這是英國央行歷史上首次推出塑料鈔。

這款塑料鈔以英國前首相丘吉爾頭像為主要圖

案，材質為一種較薄的柔性塑料。塑料鈔將使用

新一代防偽技術，包括在女王頭像處有一塊透明

區域，區域邊緣顏色會呈現紫色到綠色漸變；當

鈔票傾斜時，可以發現包含在一些數字和圖案中

的全息圖像會發生相應變化。

卡尼行長表示，對比現行流通紙幣，塑料鈔因其

抗污、防水、防偽、不易破損等特性，使用起來

更乾淨、安全、強韌，使用壽命至少相當於紙幣

的二至三倍，約為五年左右。這將減少鈔票的印

刷和運輸成本，也有利於降低能源消耗。當塑料

鈔達到其使用壽命後，還可以回收再造。

這款面值五英鎊的塑料鈔在今年9月正式發行後，

原有的五英鎊紙幣將逐漸退出流通。英國央行還

將於2017年夏天推出以英國小說家簡．奧斯汀

為頭像的10英鎊塑料鈔。■

 資料來源：新華社

英國央行9月

將首次印刷發行塑料鈔

德 國學術作家馬丁．沃格爾（Martin Vogel）

在2011年，就文字版權管理協會規定的

作者和出版社兩方複印機費與圖書館版權費分

配辦法，提起訴訟。今年5月初，德國聯邦法院

作出裁決，判定從作者作品獲得的複印機費和圖

書館版權費只歸版權所有者享有，同時出版社還

必須向作家退還自2012年以來的所有相關收入。

沃格爾的勝訴，意味著從現在開始，這類收入只

歸版權所有者享有。

對於很多出版社來說，該項判決最大的問題不是

減少未來收入，而是必須要將2012年至今所有

相關收入返還予作家，從而帶來的財務風險。雖

然早在訴訟開始，德國很多出版社也相應提高

了準備金，但是該判決對他們來說仍然是一場災

難。

這裁決還遭到一些作者的公開反對，有作家提

出，沃格爾的提議會將德出版業拖入泥潭。德國

政界也明確表態，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共同的版

權集體管理組織。目前各版權管理組織雖然運轉

良好，但缺少足夠的法律支持。■

 資料來源：中國出版傳媒網

德國版權案裁決

將為德出版帶來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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