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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開始，中國印刷業總產值增速持續下行。2014年，中國印刷業總產值增長

5.3%，增速繼續放緩，企業總數和從業人員數量均有所減少，告別了兩位數增長，中

國印刷業進入中速增長階段。本文將介紹全國及各省市的印刷業發展狀況。

全國印刷企業情況

根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刷企業年度核驗

統計，2014年全國共有10.5萬家各類印刷企業，

與上年基本持平；從業人員339.4萬人，同比

減少0.61%；印刷總產值10,857.5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增長5.3%；資產總額11,763.0億

元，同比增加10.71%；利潤總額714.2億元，

同比下跌10.30%；對外加工貿易額866.2億元，

同比上升3.43%。

全國印刷設備及器材情況

1. 印刷設備

據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對全國63家重

點印刷設備製造企業的統計，2014年實現總產

值約54.04億元，同比下降14.05%；產品銷售

收入約為51.63億元，同比下跌14.83%；利潤

總額約為2.34億元，同比增長58.6%。

從主要盈利大戶的盈利情況分析，銷售收入下

降、利潤總額激增的原因有二：一是強化經營

管理所得，二是通過改革和政策的紅利所獲。

▓ 資料來源：《2016中國印刷業年度報告》

中國及各省市印刷產業狀況

紙及紙板 據中國造紙協會統計，2014年國內紙及紙板生產量1.0470億噸，同比增長3.56%；

消費量1.0071億噸，同比上升2.95%；人均年消費量為74千克（13.68億人）。

膠印版材 據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統計，2014年國內膠印版材總銷量為3.69億平方

米，其中，CTP 版的銷量為2.95億平方米，佔總銷量的80%。

柔印版材 據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統計，2014年中國柔性版銷售量為33.97萬平方

米，出口15.6萬平方米，出口額697萬美元；進口53萬平方米，進口額為3247

萬美元。2014年，國內柔性版年消費量約為70萬平方米。

印刷油墨 據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統計，2014年國內印刷油墨生產總量約68萬噸，

年增長率為4.6%；消費總量約67.2萬噸。

印刷橡皮布 據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統計，2014年印刷橡皮布銷售總量為170.2萬平方

米；銷售額為4.38億元，同比增長約5.04%；出口43萬平方米。近年來國內橡皮

布消費市場中氣墊橡皮布約佔九成以上，傳統橡皮布已經逐步退出市場。

印刷膠輥 據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統計，2014年印刷膠輥全年總產量約為六億至八億

立方厘米。

2. 印刷器材



3. 印刷設備及器材進出口情況

據海關總署統計，2014年中國印刷設備、器材

與耗材進出口總額52.07億美元，進口25.28

億美元，同比下降6.61%；出口26.79億美元，

同比增長2.41%。

其中，印刷設備進口額18.27億美元（印刷設

備及輔助設備為18.19億美元，輔助機器及零

件為0.08億美元），同比減少8.56%。印刷器

材進口額6.40億美元（其中，油墨為3.35億

美元，製版膠片為2.38億美元，柔性印刷版材

為0.32億美元，製成供印刷用的印版、滾筒等

0.23億美元，CTP 版材為0.08億美元，PS 版

材為0.04億美元），同比下跌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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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2014年，北京共有1,664家印刷企業（含出版物印刷、包裝裝潢印刷、數字印刷、專項印刷、

其他印刷），比上年減少五家。完成主營業務收入301.8億元，與2013年300.5億元相比，增

長0.43%；實現利潤總額30.5億元，資產合計474.3億元，年末從業人數有65,022人。

2014年，北京印刷企業主營業務收入5,000萬元以上的企業共92家，佔全市印刷企業數量的

5.53%，完成主營業務收入208.8億元，佔全市印刷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69.18%。1,000萬

元以下的有1,295家，佔全市印刷企業數量的77.82%，完成主營業務收入33.1億元，佔全市

印刷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10.97%。25家億元以上的出版物印刷企業完成主營業務收入62.5

億元，佔出版物總收入的49.9%；20家億元以上的包裝印刷企業主營業務收入69.5億元，佔

全市包裝銷售收入的70%。可見市場份額大部分集中在少數的大企業，兩極分化嚴重。

2014年北京地區共62家數字印刷企業，比2013年增加了19家；主營業務收入41,453萬元，

與2013年基本持平；增加從業人員372人；利潤總額 -58萬元，與2013年的 -891.16萬元相比，

大幅度減虧。

■ 北京市印刷市場份額
大部分集中在少數的大
企業，兩極分化嚴重。

各省市印刷業概況



河南省

截至2014年底，河南省共有印刷企業3,119家，實現印刷工業總產值228.6億元，資產總額

292.3億元，利潤總額23.6億元，從業人員有10.8萬人。2014年工業總產值超過5,000萬元

以上的印刷企業有73家（出版物印刷企業19家，包裝印刷企業54家）。

黑龍江省

截至2014年底，黑龍江省共有3,820家印刷企業，其中有169家出版物印刷企業，170家包裝

裝潢印刷企業，1,493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1,988家打字複印企業。從業人員達28,513人。

其中，出版物印刷企業從業人員有6,359人，包裝裝潢印刷企業有3,879人，其他印刷品印刷

企業有11,645人，打字複印企業有6,630人。國有企業共57家，集體企業81家，合資企業

兩家，民營企業3,680家。

2014年，全省印刷企業完成工業總產值522,883萬元，較上年下降2.5%；銷售收入497,067

萬元，比上年下跌1.4%。其中，出版物印刷企業完成工業總產值140,228萬元，比上年減少

3.8%；銷售收入132,329萬元，比上年降低1.9%。包裝印刷企業完成工業總產值223,630

萬元，比上年增長80.7%；銷售收入216,384萬元，比上年大增81.9%。其他印刷品印刷企

業完成工業總產值142,809萬元，比上年大降41.94%；銷售收入132,137萬元，比上年減少

42.44%。

企業數量

（家）

銷售收入

（萬元人民幣）

工業總產值

（萬元人民幣）

出版物印刷企業 366 511,676.49 502,894.47

包裝裝潢印刷企業 1,153 1,572,524.12 1,601,961.83

其他印刷企業 1,541 121,099.65 162,203.06

排版、製版、裝訂專項企業 42 17,298.90 17461.26

專營數字印刷企業 17 1,922.93 1,882.43

從企業類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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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

截至2014年底，遼寧省共有3,748家印刷企業，全行業從業人員達9.5萬人，完成工業總產

值220.6億元，利潤總額14.2億元，工業總產出258.4億元，工業增加值38.1億元，對外加

工貿易額3.3億元，外商投資總額4.3億美元，外商註冊資金3.6億美元。

上海市

截至2014年底，上海市共有4,403家印刷企業，同比減少142家；從業人員16.7萬人，同比

提升1.5%；工業總產值829.3億元，同比增長1.55%；銷售收入831.9億元，同比微增0.91%；

工業增加值265.6億元，同比增加7.60%；對外加工貿易總額98.9億元，同比上升5.49%；

數字印刷銷售收入7.0億元，同比下降7.6%。

企業數量（家） 銷售收入（億元人民幣） 工業總產值（億元人民幣）

書刊印刷 165 21.7 28.4

報紙印刷 11 2.36 4.43

紙包裝印刷 997 70.1 126

金屬罐包裝印刷 16 2.3 5.9

塑料軟包裝印刷 282 22 34.5

從主營業務來看：

從企業類型來看：

企業數量（家） 銷售收入（億元人民幣） 工業總產值（億元人民幣）

出版物印刷企業 176 24.1 32.8

包裝裝潢印刷企業 1,293 96.5 168.2

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 2,223 29.9 19.1

排版、製版、

裝訂專項企業
45 0.2 0.18

專營數字印刷企業 11 0.16 0.16

山東省

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山東省印刷業規模以上企業總產值約740億元，較上年增長約

12.5%；銷售收入約736億元，較上年增加約11.4%；利稅總額88.06億元，較上年提升約

11.9%；利潤58億元，較上年增長約8.3%；出口交貨值八億元，較上年微升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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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

截至2014年底，江蘇省共有14,168家各類印刷企業，比上年增加15家。其中，有284家出

版物印刷企業，比上年微減一家；包裝裝潢印刷企業5,878家，比上年增加185家；其他印刷

品印刷企業3,612家，比上年下跌96家；出版物專項印刷企業133家，比上年減少兩家；專

營數字印刷企業26家，比上年增長九家；打字、複印企業4,235家，比上年減低80家。

2014年，全省印刷企業資產總額958.11億元，比上年增長92.85億元，增幅為10.7%；從業

人員309,800人，比上年增加20,000人，增幅為6.9%；工業總產值1,254億元，比上年增長

79億元，增幅為6.7%；利稅總額65.46億元，比上年提升6.4%，增加了3.95億元；對外貿

易加工額96.04億元，比上年提高5.02億元，增幅為5.5%。外資企業投資總額435,908萬美

元，比上年上升20,623萬美元，升幅為5%。

浙江省

截至2014年底，浙江省現有14,978家各類印刷企業，比上年增加182家；從業人員42.89萬

人，比上年增長1.6萬人。其中，有468家出版物印刷企業，9,217家包裝裝潢印刷企業，4,798

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460家排版、製版、裝訂專項企業，35家專營數字印刷企業。

全省印刷企業資產總額1,721.16億元，同比增長34.64%；銷售收入1,202.92億元，同比下

降9.67%；工業總產值1,195.52億元，同比下跌9.07%；利潤總額60.96億元，同比大減

35.7%；對外貿易加工額56.38億元，同比大幅提升105.02%；外商投資印刷企業82家，外

商投資總額17.95億美元，同比上升20.15%。

全省總產值超過5,000萬元的印刷企業有350家，比上年減少一家，其中超億元的182家，增

加四家。上述企業資產總額達645.32億元，佔全省印刷企業資產總額的37.49%；銷售收入

567.12億元，佔47.15%；工業總產值567.15億元，佔47.44%；利潤總額37.42億元，佔

61.38%。全省數字印刷機裝機129台（套），數字印刷部分總銷售額2.13億元，該部分總產

值2.31億元。浙江省已有九個印刷園區，其中溫州蒼南七個、溫州平陽兩個，與上年相比減

少兩個。

■ 浙江省已有九個印刷園
區，其中溫州蒼南七個、
溫州平陽兩個。圖為蒼南
龍港包裝印刷工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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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2014年，安徽省共有3,036家註冊印刷企業，較上年減少七家。其中，有245家出版物印刷

企業，與上年持平；1,430家包裝裝潢印刷企業，比上年增加11家；1,314家其他印刷品印刷

企業，較上年下降21家；35家專項企業，比上年減四家；12家數字印刷企業，比上年增長七

家。

印刷從業人員達86,064人，較上年減少5,063人。印刷企業資產總額393.16億元，比上年

增長33.85億元。印刷工業總產值337.71億元，比上年提高24.18億元。對外加工貿易總額

12.94億元。

湖北省

截至2014年底，湖北省共有6,399家印刷企業。其中，有317家出版物印刷企業，616家包裝

裝潢印刷企業，82家排版、製版、裝訂專項企業，七家專營數字印刷企業，1,692家其他印刷

品印刷企業，3,685家複印、影印、打字單位，從業人員達10萬多人。

除複印、影印、打字單位外的印刷企業中，有50家國有企業，佔1.84%；45家集體企業，佔

1.66%；2,597家民營企業，佔95.69%；16家中外合資企業，佔0.59%；六家外資企業，佔

0.22%。

2014年，全省印刷企業（含三印企業）工業總產值約367

億元，銷售收入367億元，利潤總額23億元。其中，書刊

印刷企業工業總產值36億元，銷售收入36億元，利潤總額

三億元；包裝印刷企業工業總產值252億元，銷售收入252

億元，利潤總額15億元；報紙印刷企業工業總產值六億元，

銷售收入六億元，年利潤總額六億元；其他印刷企業工業總

產值62億元，銷售收入62億元，年利潤總額四億元；專營

數字印刷企業工業總產值二億元，排版、製版、裝訂專項企

業工業總產值二億元；複印、影印、打字單位企業總產值

七億元。

■ 至2014年底，湖北省共
有6,399家印刷企業，工業
總產值約36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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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

2014年，廣東省印刷業受到國際、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國內業務增長速度放緩，對外

出口業務則有所回穩，但總體仍保持著平穩健康發展的態勢。

截至2014年底，廣東共有19,690家印刷企業，其中，有655家出版物印刷企業，13,044家包

裝裝潢印刷企業，5,718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219家排版、製版、裝訂專項企業，54家專

營數字印刷企業。從業人員達78.09萬人。

2014年，全省印刷企業實現工業總產值1,904億元，較上年增加5.43%。全省共有605家規

模以上重點印刷企業（年產值在5,000萬元以上），比上年減少161家，主營收入1,303.3億元，

比上年提升43.96%，佔全省印刷總產值68.45%。

湖南省

2014年，湖南省共有5,013家印刷企業，其中，有480家出版物印刷，七家專項印刷企業，

九家數字印刷企業，682家包裝裝潢印刷企業，1,005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2,830家「 三印 」

企業。印刷業從業人員達9.6萬人。

2014年，湖南省印刷業總資產達258.9億元，增長約22億元。實現印刷工業總產值362.7億

元，同比增加10%，其中境外印刷業務產值達9.2億元。規模印刷企業不斷湧現，年工業總產

值過億元的企業有29家，年產值過5,000萬元的有49家，年產值過1,000萬元的達360多家。

■ 廣東省印刷業受到國
際、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
影響，但總體仍保持著平
穩健康發展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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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壯族自治區

2014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共有1,612家印刷企業，其中，有206家出版物印刷企業（包括29

家內部資料性出版物企業、19家排版製版專項企業、21家專營數字印刷企業）；580家包裝裝

潢印刷企業；826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產值5,00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43家，數量與2013

年持平，但資產總額達到52.89億元，比2013年增長了9.88%；工業總產值超億元的企業有

15家，比2013年減少兩家。

2014年，廣西印刷資產總額138.23億元，較上年增加21.54億元，增幅為18.46%；銷售收

入115.92億元，較上年增長4.54億元，增幅為4.08%；利潤總額8.57億元，較上年減少0.66

億元，降幅為7.15%；印刷工業總產值（含三印企業產值）125.02億元，比上年提高4.97億元，

增幅達4.14%。

其中，出版物印刷企業工業總產值（包括內部資料性出版物和排版製版裝訂專項企業）為

31.70億元，佔總產值的25.36%；包裝印刷企業79.99億元，佔63.98%；其他印刷品印刷企

業10.50億元，佔8.40%；數字印刷企業（專營）3,227.58萬元。

全區對外加工貿易額1.21億元，外商投資總額1,694.40萬美元（主要分佈在南寧、北海），

全行業從業人數40,814萬人，比2013年減少1,000多人。全區「三印 」企業工業總產值為2.57

億元，比上年略有下降。

福建省

截至2014年底，福建省共有3,167家印刷企業（不含打字複印），比上年增加34家。其中，

有192家出版物印刷企業，2,036家包裝裝潢印刷企業，799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123家排

版、製版、裝訂專項企業，17家專營數字印刷企業。從業人員約13萬多人，較2013年略有

下降；印刷工業總產值535億元，較上年增加63億元，升幅為13.35%。

全省印刷產值超5,000萬元以上的印刷企業有

168家，其中年產值超億元的企業有98家，產值

超五億元的有11家，產值超10億元的有五家，

先後有三家企業在深交所上市。

■ 福建省已先後有三家印
刷企業在深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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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2015年四川省印刷企業年度核驗工作結果顯示，全省現有3,317家印刷企業，其中：有203

家出版物印刷企業，39家排版、製版、裝訂專項企業（含內資），145家內部資料性出版物印

刷企業，1,171家包裝裝潢印刷企業，1,753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六家專營（兼營）數字印

刷企業。

2014年，全省印刷企業從業人員達110,835人，同比減少5.66%；資產總額461.51億元，同

比增長23.14%；全年印刷工業總產值402.41億元，同比增加8.48%；實現利潤27.33億元，

同比下降31.56%；營業稅金及附加7.76億元，同比提高24.56%；印刷工業總產出362.40億

元，同比上升11.15%。

按經營類別分，出版物印刷企業工業總產值23.72億元，同比減少15.50%；排版、製版、裝

訂專項企業（含內資）工業總產值5.22億元，同比下跌1.69%；包裝裝潢印刷企業工業總產

值345.65億元，同比增長15.74%；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工業總產值27.73億元，同比降低

12.88%。

2014年，全省工業總產值5,000萬元以上的印刷企業有118家（其中億元企業達59家），同

比減少五家，減少7.8%，佔全省印刷企業總數的3.56%；工業總產值213.56億元，同比減少

6.79%，佔全省工業總產值的53.07%；銷售收入245.86億元，同比增長2.25%，佔全省銷售

收入的67.02%；工業增加值57.08億元，佔全省工業增加值的72.85%。

貴州省

2014年，貴州省共有704家印刷企業參加了年度核驗，其中664家企業通過核驗，暫緩核

驗26家，註銷14家。根據年度核驗收集到的數據統計，全省印刷業全年共完成工業總產值

35.02億元，比上年下降5.22%；實現銷售收入33.56億元，比上年增長8.33%；資產總額

51.67億元，比上年提高20.16%；實現利潤3.97億元，比上年下跌4.57%。全行業從業人員

14,760人，比上年減少332人。工業總產值超過5,000萬元的企業有12家。

按管理類別情況分，86家出版物印刷企業全年共完成工業總產值6.39億元，比上年增長

0.95%；129家包裝裝潢印刷企業共完成工業總產值23.76億元，比上年下降5.83%；478家

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共完成工業總產值4.63億元，比上年減少10.96%。

工業總產值（億元人民幣） 較上年升降（%） 佔全省比重（%）

書刊印刷企業 3.87 -14.95 11.05

報紙印刷企業 1.35 -10 3.85

紙包裝印刷企業 17.97 基本持平 51.31%

塑料軟包裝印刷企業 6.45 基本持平 18.42

普通票據印刷企業 1.16 +7.4 3.31

從主營業務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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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

截至2015年4月底，陝西省有1,472家各類印刷企業，其中，出版物印刷企業受總量控制變

化不大，包裝裝潢印刷企業數量有所增加，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比去年減少123家，專營數字

印刷企業比上年增加三家。

全省印刷從業人員達4.09萬人，較上年減少6,100餘人；工業總產值5,000萬元以上的印刷

企業達23家，實現銷售收入55.86億元；工業總產值38.52億元，利潤總額4.36億元。

從企業生產情況來看，2014年，全省印刷工業總產值115.15億元，同比增加10.33億元，增

幅9.85%；銷售收入121.78億元，同比增長21.20億元，升幅為21.08%；利潤總額9.01億元，

同比下跌0.93億元，降幅9.36%。

從企業類型來看：

企業數量

（家）

銷售收入

（億元人民幣）

工業總產值

（億元人民幣）

出版物印刷企業 211 23.51 25.83

包裝裝潢印刷企業 592 93.54 85.40

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 533 3.95 3.16

排版、製版、裝訂專項企業 124 0.50 0.50

專營數字印刷企業 12 0.28 0.26

江西省

2014年，江西省印刷工業總產值突破470億元，相比上年的350億元大幅增長30%；全省現

有1,733家印刷企業，其中，有480家包裝裝潢印刷企業，129家出版物印刷企業；從業人員

達5.2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