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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準兩岸合作契機

台灣工商界
聚焦內地發展

第19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的重要組

成活動，由商務部與國台辦聯合主辦、

台灣商業總會協辦的兩岸經貿合作與發展論壇

早前在廈門舉行，吸引了200多名兩岸工商業

界代表和相關專家參加，論壇圍繞「共享大陸

改革機遇，共謀兩岸創新發展」的主題，共同

解讀了「十三五」規劃與兩岸經貿交流的新機遇。

商務部王受文副部長表示，「十三五」時期，大

陸將著力完善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

制和發展方式，完善對外開放的新體制和佈局，

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以互利共贏的方

式深化兩岸經貿合作。與會的台灣工商界代表

亦認為，「十三五」規劃的實施，將為台灣企業

在大陸發展帶來重要商機。

台灣商業總會賴正鎰理事長表示，台灣企業要

找準兩岸合作的契機，要重視大陸「十三五」規

劃所帶來的機遇。內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

系列重要舉措的推進，將釋放其內需市場的潛

力，優化投資環境，為台灣企業在當地發展創

造更大空間。■�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國海關總署9月發佈的進出口數據顯示，

中國8月進出口情況良好，進口和出口

數據高於期望值，意味著後期國內進出口情況

有望持續改善，也表明全球經貿正在逐步好轉。

數據顯示，8月中國出口為1.27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長5.9%，進口9,250億元，

同比上升10.8%，均大幅高於前值及預期值。

這也是時隔兩個月後，進出口增速首次雙雙為

正。

海關統計顯示，8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2萬億

元，同比增長7.9%。其中，出口以人民幣計

價同比上升5.9%，以美元計價同比下降2.8%，

高於預期和前值，與8月PMI新出口訂單分項的

反彈一致。不過，有分析人士認為勢頭能否延

續仍需觀察。■� 資料來源：新華社

日經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早前公佈了

今年8月的數字，顯示了香港私營企業

的經營環境趨於穩定。經調整季節性因素後，

香港PMI從7月的47.2回升1.8%至49，連續18

個月處於50以下的收縮水平，但跌幅尚算輕微。

其中，8月香港私營企業再度減產，不過縮減

率溫和，並收窄至2015年6月以來最低。減產

幅度與新增工作量的跌幅相若，而內地新訂單

亦只有微幅下跌。同期的採購品庫存則顯著增

加，數據顯示新接工作量減少是原因之一。採

購活動的緊縮程度已經放緩，而相關數據也顯

示企業僅以溫和幅度再度裁員，部分受訪企業

指與生產需求減少有關。

IHS�Markit經濟師表示，香港私營企業的經營環

境下行走勢或已接近尾聲。對內地銷情的跌幅

已收窄至18個月以來低位，有利香港企業鞏固

這個主要的業務來源。數據顯示最壞情況可能

已經過去，但仍需要客戶需求顯著轉旺，才能

重返復甦軌道。基於環球經濟目前仍然疲弱，

復甦的挑戰可謂不小。■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國進出口

高於預期
香港PMI指數回升

經營環境趨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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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國印刷業總產值

超過1.12萬億元人民幣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早前發佈的《2015

年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顯示，2015

年，新聞出版產業營業收入突破2.1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較2014年增長8.5%，繼續保持

了較快的增長。

其中，印刷複製營業收入為1.2萬億元，雖然

在新聞出版產業各類別中仍位居第一，但營業

收入所佔比重卻持續下降，2013年到2015年

的年度數據分別為60.8%、58.8%和56.6%。

同時，印刷複製行業的增速從2013年的7.1%、

2014年的5.8%持續回落至2015年的4.3%。

在紙質出版物中，相較期刊和報紙，圖書的

總量規模變化一枝獨秀，總印數達86.6億冊

中國印刷技術協會、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研

究院、浙江省新聞出版廣電局主辦的

2016全國印刷經理人年會早前在北京召開，並

以「創變印刷新價值」為主題，會上公佈了印刷

業2015年度核驗統計結果。

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刷企業年度核驗數

據顯示，2015年，全國共有10.4萬家印刷企

業，從業人員達317.6萬人，實現印刷總產值

1.12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與2014年相比，

中國印刷業總產值增速繼續放緩，由5.3%降至

3.6%，增速為近年最低點，但行業仍保持整體

穩定。

當前中國印刷業在整體規模、產業類別、產業

集中度等各領域保持一定發展；同時，產業結

構、區域結構加劇調整，市場加速向細分領域

分化和優勢企業集中，顯示產業正處於升級過

程。■�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張），增長了5.8%；總印張達743.2億，上升

了5.5%。2015年中國重印圖書品種數和總印數

分別大幅增加了11.9%和11.8%。圖書出版結

構進一步優化，有利於出版業穩定發展，也讓

書刊印刷企業建立信心。

在期刊、報紙印刷方面，2015年全國出版期刊

總印數和總印張分別降低7%、8.6%；報紙總

印數和總印張則分別減少了7.3%、19.1%。相

較於2013年、2014年，期刊、報紙總印數和

總印張的降幅更加明顯。■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中國印刷複製業

增速持續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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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早前發佈的《2015

年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中，清晰說

明了印刷業現狀：一方面，印刷業仍為新聞出

版產業的支柱，但比重持續下降；另一方面，

印刷業仍保持增長，但增速持續放緩。從印刷

複製業的角度來看，行業內在結構正在發生變

化。

工業印刷迎來新需求，紙質出版物開始向高品

質、複雜工藝方向發展，工業印刷也隨之出現

個性化包裝、精製裝幀、特種材料印刷等新業

務。同時，行業正逐步產生新興業態，報告顯

示2015年開始，全國印刷複製業的利潤總額增

幅大大超過營業收入，一是由於出現了複雜工

藝、新型印刷種類，以及「互聯網＋」等高附加

值加工業務；二是因為行業兼併加劇，出現了

大型航母企業，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帶來成本

降低、利潤增長。

目前全球商業正在逐步進入平台經濟時代，這

個時代最大的特徵是按價值分配。印刷業只能

主動迎接機遇，構建完善的消費生態圈，才有

機會在這一輪轉型中，擺脫處於產業鏈下游狀

態，行業轉型刻不容緩。

在已經開局的「十三五」，中國印刷業也呈現出

積極姿態，多種新型業態的出現、大量企業的

試水都印證著行業正朝著干預產業鏈、提供高

價值服務，以及創造、引導需求的目標不斷前

行。■�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增速放緩反映結構變化

國內印刷業轉型刻不容緩

國內快遞業倡綠色包裝

強化包裝的科學性

國家郵政局出台的《推進快遞業綠色包裝

工作實施方案》，提出快遞業包裝要在綠

色化、減量化、可循環等方面取得明顯效果。

隨著電子商貿的迅速發展，快遞包裝物料的過

度使用引發了人們的關注。由於沒有統一的包

裝標準，各家快遞公司為了對用戶的快件負責，

往往是裡三層外三層地進行包裝，並大量使用

紙箱子、塑料袋、泡沫塑料和膠帶。這看似保

障了物件安全，但這些物料用後往往被隨手丟

棄，造成環境污染。

該實施方案的出台，目的是抑制過度包裝，維

護環境安全。對此，快遞行業應強化包裝的科

學性，必要時應擔負起對包裝物料的回收責任。

普通消費者也應做好包裝物料的分類，及時回

收能夠二次利用的包裝物料；不能回收的則交

由相關部門進行無害化處理。只有全社會都予

以重視，快遞業包裝物料的過度使用問題才能

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 資料來源：中國環境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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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局早

前召開了全市印刷和出版發行經營單位

法律法規培訓會議，全市印刷和出版發行業負

責人和行業協會代表600餘人參加了此次培訓。

參會的印刷和出版發行經營單位負責人，與呼

和浩特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局簽訂了守法經營

責任書。

600名印刷出版發行經營單位負責人以簽訂責任

書的形式，向管理單位和社會承諾依法經營。

今年上半年，據相關統計，山東濰坊市38

個經濟行業大類中，36個行業實現盈

利，盈利面達94.7%。其中，造紙包裝產業產

能佔全省三分之一，佔全國十分之一，主要經

濟指標位居全國前列。為了進一步推動造紙包

裝業轉型升級，濰坊市計劃三管其下：

首先，培強做大龍頭企業。如區內的晨鳴集團

已不斷延伸上游產業鏈，打造出全球一流的集

造林、紙漿、機製紙、紙製品、包裝材料於一

體，生產研發、循環經濟、管理水平綜合實力

世界領先的造紙包裝產業航母。

其次，加快建設產業鏈重點項目。當地將圍繞

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配置資源鏈，

守法經營責任書既明確責任，又鄭重承諾，對

企業而言是要求、規範和約束。

會議還首次向20名印刷和出版發行經營單位經營

者，以及印刷和出版發行行業協會負責人，頒發

了文化市場「掃黃打非」監督員證書，並聘請行

內人士擔任文化市場「掃黃打非」監督員，帶動

行業自我規範，踐行承諾，肩負起自我管理責

任，承擔起監督文化市場「掃黃打非」重任。■

� 資料來源：內蒙古新聞網

加強核心技術攻關，加速科技成果產業化，提

高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的創新能力，如重點與

世界500強企業、國際高端科研機構加強合作，

凝聚全球領先資源，打造國際一流的造紙包裝

產業。

最後是實施人才強企戰略。濰坊市將重點引進

設計、概念包裝、特種紙研發、林產品化學、

高端造紙機械等方面的國際一流人才，推薦列

為該市「雙創人才」，同時還會著力培養高技能

實用人才，為造紙包裝產業發展持續提供人力

資源支持。■� 資料來源：濰坊日報

內蒙古600名印刷出版人

承諾將依法經營

山東濰坊市三管齊下

力促造紙包裝業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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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試點徵收包裝印刷行業

揮發性有機物
排污費

溫州出台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造紙等行業受影響

湖南舉辦出版物

印刷質量培訓班

湖北省物價局早前透露，該局聯合省財政

廳、環保廳制發了《關於制定石油化工

及包裝印刷試點行業揮發性有機物排污費徵收

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自2016年10月

1日開始，對湖北石油化工、包裝印刷行業，

試點徵收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污費。

VOCs是特定條件下具有揮發性的有機化合物的

統稱，主要包括非甲烷總烴（烷烴、烯烴、炔

烴、芳香烴）、含氧有機化合物（醛、酮、醇、

醚等）、鹵代烴、含氮化合物、含硫化合物等。

上述排污費的徵收標準為每污染當量1.2元人民

幣，對每一排放口排放的VOCs均徵收排污費，

不受現行排污費「對每一排放口按污染物的種

類，以污染當量數從多到少的順序，對前三項

污染物徵收排污費」的限制規定。目前，全國已

有十餘省市出台了VOCs徵收標準。■

� 資料來源：必勝網

溫州市早前發佈了《溫州市水污染防治行

動計劃》，在十個方面對水污染防治工作

提出明確要求，以嚴格的環保制度全力改善溫

州水環境質量。

控制水污染物的排放是改善水環境的關鍵。工

業污染方面，嚴格按照重點行業整治提升標準，

深入整治電鍍、製革、合成革、印染、造紙、

化工等六大行業，依法淘汰高污染和落後產能，

湖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早前在長沙，舉辦

了以「雙隨機、一提高」為主題的出版物

印刷質量培訓班。培訓班圍繞解決「開膠散頁」、

出版物印後加工工藝、印刷質量標準規範和印

刷質檢的常見問題，邀請業內專家授課。

這次培訓由湖南省出版物質量監督檢測中心承

辦，各市州局新聞出版科、省內12家出版單位、

119家骨幹印刷企業質量負責人、合共167名技

術生產人員參加了培訓。

培訓班上，湖南省局要求，當地各出版單位和

印刷企業要順應形勢發展變化，把握政策要求，

增強質量意識，加強質量管理，提升產品質量，

切實履行社會職責；出版行政管理部門會加強

監督檢查，將印刷質量管理規範化、日常化；

質檢機構也會切實提高檢測能力，使印刷質量

檢測科學化、規範化。■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建立長效監管機制，集中治理工業集聚區水污

染。

該行動計劃還將完善取用水總量控制指標體系，

控制流域和區域取用水總量，嚴格執行水資源

開發利用的控制紅線，對取用水總量已達到或

超過控制指標的地區，暫停審批其建設項目新

增取水許可；同時，對納入取水許可管理的單

位和其他用水大戶，則實行計劃用水管理。■

� 資料來源：溫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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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滿洲里海關統計顯示，今年1月至7

月，中國最大的對俄陸路口岸滿洲里口

岸，紙漿進口量和進口值呈雙增長態勢，共進

口18.6萬噸紙漿，同比增加68.5%，價值達6.6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63.2%。

從貿易方式來看，六成以上是以邊境小額貿

易的方式進口，而以一般貿易方式進口的亦

增長迅猛。2016年1月至7月，滿洲里口岸

以邊境小額貿易方式進口12.2萬噸紙漿，增

加33.5%，進口量佔同期口岸紙漿進口總量的

65.6%；另外，以一般貿易方式進口6.3萬噸紙

漿，增加2.4倍，價值2.3億元，其餘為進料

對口進口。

從企業性質來看，民營企業領軍進口，中外

合資企業進口大幅飆升。2016年1月至7月，

滿洲里口岸民營企業進口14.9萬噸紙漿，增

加1.6倍，進口量佔同期口岸紙漿進口總量

的80.1%；國有企業則進口2.7萬噸，增長

26.3%；中外合資企業進口1.1萬噸，增加5.6

倍。

從進口品種來看，半漂白或漂白的針葉木燒堿

木漿或硫酸鹽木漿為主要進口品種，2016年1

月至7月，滿洲里口岸進口15.6萬噸這類型木

漿，增長82.8%，佔同期口岸紙漿進口總量的

83.9%；半漂白或漂白的非針葉木燒堿木漿或

硫酸鹽木漿則進口2.8萬噸，減少26.2%；未

漂白的針葉木燒堿木漿或硫酸鹽木漿只進口0.2

萬噸，減低23.8%。

縱觀全球紙漿產銷，亞洲為主銷區，主要是由

於中國紙品龐大，國內紙漿消耗量持續增加，

而中國受森林資源匱乏問題制約，自給自足長

期得不到根本改善，國內紙漿供應量佔比偏少，

六到七成來源於國外。■

� 資料來源：中國包裝網

內蒙古滿洲里口岸1月至7月

紙漿進口量值呈雙增長態勢

貴州貴陽市南明區開展

印刷企業集中整治行動

為了給青少年健康成長營造出良好的文化

環境，並深入推進「護苗2016」專項行

動，8月下旬，貴州貴陽市南明區文化市場綜

合執法大隊對轄區內40家印刷企業，開展了集

中整治行動。

這次專項整治行動堅持嚴管重罰的原則，嚴厲

查處印刷含有淫穢色情、暴力、恐怖、迷信等

有害內容的出版物，以及盜印中小學教輔材料

的違規行為，一經發現，執法大隊將嚴格按照

《印刷業管理條例》和有關法律法規要求，從嚴

從重處罰。執法人員還與轄區40家印刷企業簽

訂了《印刷業經營者守法經營承諾責任書》，要

求各企業規範經營、守法經營。這次集中整治

行動還排查了印刷企業消防安全隱患，確保印

刷企業生產場所安全經營。

這次整治行動未發現轄區印刷企業在印刷過程中

有違法違規行為，但個別單位存在滅火器過期、

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問題，執法人員現場已下達

責令改正通知書，要求企業限期整改。■

� 資料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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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業巨頭

紛紛「轉戰」湖北

山東威海口岸首次退運

進口環保項目不合格廢紙

湖北近兩年來猛增近千萬噸包裝紙產能，

除山鷹紙業外，祥興紙業、榮成紙業、

晨鳴紙業等紙業巨頭紛紛在湖北建廠，僅荊州

近兩年便突然冒出多達495萬噸的原紙新增產

能規劃。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湖北具備紙廠的擴張環境優勢。最近，

中國多省發佈環保政策，淘汰了大量中小型造

紙企業，導致行業騰空大量市場份額，這為大

型紙業公司的產能擴張提供了市場條件。

其次，中國東部地區的設廠環境變差，東部沿

海省份的競爭也激烈。早期，大部分紙企都在

山東威海檢驗檢疫局早前退運了一批來自

美國的進口環保項目不合格廢紙，這是

該口岸首次退運進口環保項目不合格固體廢物。

據悉，該批貨物自美國奧克蘭港啟運，共計17

個集裝箱，重量為360.81噸，貨值約七萬美

元。檢驗檢疫人員現場開箱查驗時發現，該批

廢紙中夾雜了廢木塊、廢塑料、廢金屬、廢玻

璃、舊鞋、舊手套、玻璃瓶及內腐爛變質食物

等多種夾雜物，經測定約佔貨物比重的1.77%，

超過了國家限定標準。檢驗檢疫工作人員依法

這些地區設廠，使當地紙業市場已基本飽和。

另一方面，隨著這些經濟發達的地區設廠門檻

變高，設廠成本也在提升。

最後，湖北的設廠條件優秀：地理優勢，沿江

便有水上交通的運輸優勢，便利了造紙原料的

進口和紙廠產品的出口，且沿江而下，便經過

蘇皖浙滬的沿江經濟帶，途中有多個城市和經

濟區，市場廣闊；政策優勢，「長江經濟帶通關

一體化」、「兩圈兩帶」戰略、立體交通佈局等政

策均有利設廠。■

� 資料來源：印刷家紙品匯

對這批貨物出具了《檢驗證書》和《檢驗檢疫

處理通知書》，移交海關作退運處理，堅決將

不合格廢物擋在國門之外。

進口廢紙一般進口量比較大，容易夾雜各種其

他廢物和攜帶害蟲、病媒生物等，可能威脅國

內生態環境和人民身體健康，屬於檢驗檢疫高

風險貨物。檢驗檢疫部門提醒相關企業，應審

慎把關進口廢紙的收購質量，避免因貨物不合

格而為企業帶來財產損失。■

� 資料來源：Feijiu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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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數據顯示，東莞擁有199家規模以上

造紙及紙製品業企業，較上年減少33

家；全年實現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15.34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0.7%；東莞造紙及

紙製品業完成主營業務收入545.4億元，同比

上升0.5%。

東莞的造紙業主要集中在水鄉片區，聚集了一

批龍頭企業，成為中國以高檔、環保包裝紙為

主、涵蓋生活用紙、紙板和特種紙的生產基地。

在業界看來，東莞大型企業的技術裝備水平、

自動化生產水平已是國內領先，部分設備更達

到世界領先水平。

作為東莞支柱產業之一的造紙產業，自動化水

平領跑全國，為轉型發展準備充足。水鄉各鎮

街努力促進造紙產業適應時勢變化，一方面加

快環保技改，提升產業能效，讓造紙產業與環

境融合更和諧；另一方面積極優化產業結構，

探索新的發展路徑與產業模式，力爭開啟健康

可持續發展的格局。■

� 資料來源：南方日報

東莞造紙產業與環境

需協調發展

國內電子紙項目又有突破

未來電子紙顯示屏可播放視頻

國家重點研發計劃2016年度項目已完成最

終評審，由華南師範大學牽頭主持的「電

子紙顯示關鍵材料與器件項目」已通過評審，並

正式立項，這是該大學作為首席單位首次主持

的國家級重大科技項目。

去年，在彩色電子紙顯示技術研發上，華南師

範大學周國富教授研究團隊取得了重大突破，

首次發現了可用於電子紙顯示屏的彩色油墨關

鍵材料。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該團隊又突破了

電泳電子紙顯示屏的兩大瓶頸：黑白顯示及低

響應速度，這意味著電子紙顯示屏播放視頻成

為可能。

周國富教授表示，目前以反射式、柔性、印刷

顯示為特徵的新型顯示技術仍處於爆發前期，

亦是全球範圍內產業佈局的關鍵時期。「電子紙

顯示關鍵材料與器件項目」被列入國家重點研發

計劃，抓住新型顯示技術這發展機遇，有望促

成中國在新一代顯示技術競爭中實現「彎道超

車」。

此外，彩色視頻電子紙技術這創新成果的問世，

將大大提高國內印刷顯示產業自主創新能力，

加快產業轉型和升級，推進印刷顯示技術革命，

提高中國在國際光電產業鏈中的地位。■

� 資料來源：大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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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國新聞出版業

基本情況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早前發佈了2015年

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數據顯示，

2015年，全國共出版550.6億冊（份、盒、張）

圖書、期刊、報紙、音像製品和電子出版物，

較2014年降低5.6%。

在圖書方面，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共有584

家（包括副牌社33家）出版社，出版475,768

種圖書，總印數達86.62億冊（張），總印張達

743.19億印張，定價總金額有1476.09億元（人

民幣，下同）。與上年相比，均有所增長。

在期刊方面，2015年全國共出版10,014種期

刊，總印數達28.78億冊，總印張達167.78億

印張，定價總金額有242.97億元。與上年相比，

種數略有增長，其他數據均有所下降。

在報紙方面，2015年全國共出版1,906種報紙，

總印數達430.09億份，總印張達1,554.93億

印張，定價總金額有434.25億元。與上年相比，

均有所下降。

2015年全國共出版9,860種錄音製品，出版數

量達2.34億盒（張），與上年相比，均有所增

加；共出版錄像製品達5,512種、6,000萬盒

（張），與上年相比，均有所下降。

在出版物發行方面，2015年，全國共有

163,650處出版物發行網點，與上年相比下降

3.52%。其中新華書店及其發行網點有8,918處，

與上年相比微減0.04%；出版社自辦發行網點

則有425處，與上年相比降低了4.28%。■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中科院研發數字噴墨印花技術

可實時印刷可變數據

中國首台Single-Pass超高速數字印花機早前

投產，正式開啟中國紡織業高速數字印

花的應用。作為數字無版印刷技術的主流技術，

中科院自動化所自主研發的數字噴墨印花技術

是該設備的核心技術，預期將引領印染產業的

技術變革。

數字噴墨印花技術具有非接觸、成本低、速度

快、無需製版、適應短版、可個性化訂製、環

保綠色等優點，被譽為印花行業的第三次革命。

中科院自動化所先進製造與自動化團隊在多年

積累的基礎上，突破相關技術瓶頸，先後攻克

了高速光柵數據處理、高精度同步控制、分佈

式數據處理等難題，提出了基於令牌隊列的分

佈式高速並行數字印刷控制架構，形成完整解

決方案，合共擁有四項發明專利，以及四項軟

件著作權。

對比傳統印花技術，團隊研發的數字噴墨印花

技術可實時印刷可變數據、可變條形碼、可變

彩色標籤及實現大幅面連續複雜圖案流水線印

刷，適用於標籤、紡織品、陶瓷、書刊等無版

印刷，具有廣泛的應用領域。該技術還超越了

傳統技術無法在凹凸不平面上進行印刷的局限，

代替了傳統的平網及圓網印花，實現絲網印花

和輥筒印花。■

� 資料來源：中國網印及製像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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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內地出版業

營業收入同比增長8.5%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吳尚之副局長在北

京舉行的2016北京國際出版論壇上介

紹，2015年中國出版、印刷和發行服務實現

營業收入21,655.9億元（人民幣，下同），較

2014年增長8.5%；增加值5,932.4億元，增長

7.6%。

與此同時，2015年中國圖書總印數為86.6億冊

（張），較2014年增長5.8%；圖書出版實現營業

收入822.6億元，上升4%；利潤總額達125.3

億元，增加7%。吳尚之副局長表示，中國實

體書店也在經歷了數年的「寒冬」後迎來了回暖，

特色書店數量增加，2015年全國圖書發行人員

也增長了6.3%。

最近三年來，中央財政用三億元專項資金扶持

了全國210多家實體書店。今年6月，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等11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支持

實體書店發展的指導意見》，從完善規劃和土地

政策、加強財稅和金融扶持、提供創業和培訓

服務、簡化行政審批管理、規範出版物市場秩

序等各方面，進一步支持實體書店的發展。■

� 資料來源：出版之門

中國出版業結構優化

成效顯著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早前舉辦了推進實

施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經驗交流會，

並在會上公佈了「十二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

規劃的成效，其中，全部完成和部分完成的專

案達2,732個，佔比90.3%，規劃執行良好，

圓滿達到了預期目標。

作為中國第五個重點出版物規劃，「十二五」出

版規劃經過四次調整，共列入3,027個專案。

其中，湧現了一大批重要的精品項目成果，包

括反映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

設新進展和新成果的重點出版物；緊跟科學發

展前沿，展示中國科學研究和學術創新成果的

重點出版物；思想性、藝術性和科學性相統一

的普及讀物等。

「十二五」出版規劃對出版業的引領作用效果也

很明顯。以中國圖書出版業為例，2010年，

中國圖書總品種較上年增長8.8%，2015年的

升幅為6.1%，增長幅度下降了2.7%。特別是

「十二五」末的2015年，重印圖書品種數上升

11.8%，大幅超過新書品種數1.56%的增長率。

圖書總品種年增長幅度明顯下降，而重版、重

印書在總品種中的比重卻在增大，充分體現出

「十二五」時期圖書出版業結構優化成效顯著，

同時也反映了「十二五」出版規劃在促進精品生

產、提高出版品質效益的引領帶動作用。■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