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資料來源：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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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印工協七屆二次理事會上，
舉行了《中國印刷產業發展技術路
線圖》的首發式 ( 上左 )，以及印
刷產業智能製造創新聯盟 ( 上右 )
和印刷產業 VOCs 治理企業聯盟
( 下 ) 的揭牌儀式。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徐建國理事長：

再認識印刷業，推進來年發展重點

早前，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下稱：中國印工

協）在北京舉辦了七屆二次理事會，並圓滿完成了各項

議程。大會期間，根據工作需要，該會還舉行了《中

國印刷產業發展技術路線圖》的首發式和兩個聯盟―

印刷產業智能製造創新聯盟、印刷產業 VOCs 治理企

業聯盟的揭牌儀式。協會徐建國理事長在大會中發表講

話，並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一、	2016年工作的

	 簡要回顧

( 一 ) 路線圖正式出版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中國印工協）

經三年努力，集中行業智慧，組編了《中國印

刷產業發展技術路線圖》，2016年11月由科學

出版社正式出版，為推進產業技術進步做了一

項基礎性、導向型的重要工作。

幾年前我和長安同志（中國印工協陸長安副理

事長）就商量，作為一個行業協會，最重要的

任務是技術進步工作，但如何來推進行業的技

術進步，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因為中國印工協

既不是政府機關，也不是上級領導，所以後來

長安同志建議是不是用編制路線圖這樣一種辦

法，來集中大家的智慧推進行業的技術進步，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現在經過大家的努力，也有了一個比較好的成

果。《路線圖》中，中國印工協對各項技術性的

工作做了歸納和引導，會上長安同志說對不同

的技術路線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這很正常，因

為協會要真實地反映各方面意見。

根據當前的形勢，《路線圖》提出35字方針，

即「 印製方式多樣化，生產過程綠色化，技術

支撐網絡化，裝備製造智能化，服務產業專業

化 」，35字方針明確了今後一個時期產業技術進

步的方向和重點，進一步繼承和發揚了協會在

不同時期制定相應技術進步方針的傳統。

( 二 ) 開展行業大調研

換屆以後，新一屆理事會如何為行業服務，中

國印工協決定從調查研究入手。2016年4月至

5月，中國印工協組成了由理事長、副理事長

帶隊，秘書處成員參加的六個調研小組，前往

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三個產業密集區，

分赴浙江、上海、江蘇、山東、北京、廣東六

地，密集走訪企業。

我們實地走訪了46家企業，組織了一些座談

會，在山東調研期間召開了有150家包裝企業

參加的座談會。通過這次大調研，中國印工協

對企業的情況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分析，形成

了有較高品質的調研報告、案例分析，並對行

業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有了新的認識。

在後面的報告中，我會就這項工作重點和印刷

同業交流，談談通過這次調研，我們對行業的

一些新認識。

( 三 ) 開展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活動

2016年8月，中國印工協組織並聯合《印刷工

業》、必勝印刷網、科印傳媒、《第一印》和《今

日印刷》等印刷媒體，開展了「 追尋紅色印刷

足跡—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活動 」。開

展這樣的「 尋根 」活動，目的是為了從「 鍥而

不舍、百折不撓 」的長征精神中汲取力量，為

中國印刷業轉型發展、產業升級，走好新的長

征路注入新的動力。

( 四 ) 加強協會自身建設

通過加強自身建設，中國印工協工作有了新的

起色：堅持「 開門辦會，企業家辦會 」，協會

開放水平和合力、活力不斷提高；通過建立工

作秩序，秘書處實施重點工作的「 團隊作戰 」

能力不斷增強；加強分會建設，針對細分行業

特點提供專業服務的水平進一步提升。

協會自身建設是一項長期的工作，2016年，協

會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卓有成效，2017

年還要繼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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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8 月，
中國印工協組織
並聯合各大印刷
媒 體， 開 展 了

「 追尋紅色印刷足
跡—紀念紅軍
長征勝利80周年
活動 」。



二、對印刷行業的再認識

借此次會議的機會，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對印

刷行業的再認識。

通過調查研究，我認為印刷行業正在進入新的

發展階段。我剛到中國印工協的時候了解到，

大家對印刷行業究竟是在發展還是在萎縮也有

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出版物印刷在下降，另

一方面，政府又給予 VOC 的排放很大的限制，

因此，對於行業的未來大家都有很大的顧慮。

( 一 ) 印刷行業正在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以前印刷同業較多從技術角度來看行業，有三

句話在印刷行業已經形成共識：「 告別鉛與火 」、

「走過光與電 」（有說法認為「正處於光與電 」）、

「 迎來數與網 」。

如果從市場角度看行業發展的軌跡，可能會有

一點新的認識。印刷行業從市場角度來講，最

早以出版物為主，即書報刊的印刷，直到改革

開放初期，我們對印刷的理解就是出版物印刷。

改革開放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後，包裝印刷則有

了很大的發展。

而最近我們從行業的狀態、宏觀的分析和國際

的經驗中發現，中國印刷業開始進入一個新的

發展階段，即步入商業印刷時代。這裡的商業

印刷是指廣義上的商業印刷，除出版物印刷、

包裝印刷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印刷。

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這部分印

刷品越來越多，比如大幅廣告招貼、專業影像

製作，紡織品、玻璃製品、陶瓷製品、層壓材

料、裝飾材料的印刷，電子印刷等等。又比如，

不斷進步的絲網印刷技術。

數字印刷出現後，非紙張印刷、非接觸式印刷

的市場越來越大。我是一個印刷行業的新兵，

不知道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

從統計數據上來看，2015年中國印刷市場的大

體結構是：出版物印刷佔17%，包裝和標籤印

刷佔60%，商業印刷佔23%。其中，非紙張印

刷約佔總印刷量的30% 左右，包括塑料薄膜印

刷、馬口鐵印刷、易拉罐印刷、絲網印刷等。

以典型的非紙張印刷—絲網印刷為例，按慣

例，絲網印刷被歸為小眾印刷技術，其份額約

佔15%，從其應用領域來看，大體上是紡織品

印刷佔50%，電子線路板印刷佔10%，玻璃

印刷佔10%，陶瓷印刷佔10%，塑膠印刷佔

10%，建材印刷及其他佔10%。

相比不同發展水平國家，在中國，商業印刷的

佔比是23%（2015年數據）；在法國，商業

印刷佔比43%，英國39%，德國和日本都是

36%。而即便是發展中國家，也大多比中國的

佔比高，比如，俄羅斯是41%，巴西37%，土

耳其28%，印度26%。

( 二 ) 對未來市場的基本預測

第一個預測：出版物印刷品佔整個

印刷市場的份額會逐漸降低

我個人感覺降低的速度可能不會像前幾

年那麼快，但絕對值會不會下降還需要

觀察。如果細分出版物印刷領域，情況

也不一樣。比如教材印刷，在很長時間

內還是比較主要的，尤其是義務制教育

和學齡前兒童教材的印刷，但是它的品

質要求可能比以前更高。不能因為出版

物印刷的比例下降，就認為它沒有新的

需求，出版物印刷仍然是印刷行業一個

很重要的部分，應該滿足用戶越來越多

樣化的、更高的要求，提高出版物印刷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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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中國經濟從宏觀上
 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會給行業帶來挑戰，也帶

來新的機遇。中國經濟這一輪的調整，很大的

一個特點是中產階級將逐步形成和逐步成為社

會消費的主流。

隨著家庭經濟收入的提高，大眾消費內容和性

質已經開始發生轉變。一個是水平的提高，另

外現在隨著80後逐步成為消費主體，消費的觀

念和消費的習慣也不一樣。

以80後為主體的新一代的消費者和以上一代的

大媽為主體的經濟，我認為在消費理念和消費

習慣方面會有很大的不一樣。現在我看網購能

有這樣大的發展，大概就和80後的新一代消費

群體起來有很大的關系，60來歲的大媽們好像

網購的還不是很多。

相關研究表明，中國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家庭

收入10萬至20萬元（人民幣，下同）），佔全部

城市家庭的比例已經從2010年的6%，預測到

2020年的50% 左右。

2010年至2020年，中國城市家庭非生活必需

品，包括個人用品及服務、休閑娛樂用品、休

閑文化服務、教育、交通和通訊的消費年增長

率為13.4%；半生活必需品包括服裝、醫療保

健、家居用品、住房等家庭消費的年增長率為

10.9%；而生活必需品，即食品的家庭消費的

年增長率僅為7.2%。

這是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因為隨著收

入水平的提高，恩格爾系數會逐步下降，食品

消費佔整個消費當中的比重會逐步下降。非生

活必需品在城市家庭消費支出的比重在大幅度

上升，進而對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內涵和印刷

市場結構會產生深遠影響。

所以我在想，印刷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它

是文明傳播的工具和手段，不會因為某一種載

體的弱化而弱化。比如說現在中國的書刊報紙

的比例在減少，但是印刷這個產業仍然會找到

新的發展途徑，因為印刷是傳播文明的。

在那個年代，傳播主要是靠紙張，今後可能除

了紙張還有其他載體，非紙張也是傳播文明的

途徑。在十幾年前，電腦發展以後有人提出無

紙化辦公的觀點，當時的造紙行業和製筆行業

很緊張，擔心無紙化辦公就意味著不需要紙和

筆了。

十幾年過去了，無紙化辦公在發展，造紙行業

仍然在增長，紙的消費量並沒有下降。製筆行

業呢，五六十年代拍照，口袋上別一支鋼筆就

是知識分子的表現，那時的筆還很稀罕。現在，

筆已經變得很常見了，到哪兒都能找到筆，不

用隨身攜帶，製筆行業仍然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第二個預測：包裝和標籤印刷品佔

整個印刷市場的份額趨於穩定

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包裝現在的主要

問題是過度包裝，今後的發展趨勢我認

為可能應該是合理包裝。怎麼樣的包裝

才算是合理包裝，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

的。比如在安全、環保、節材方面能不

能夠滿足消費者和社會的需要。

第三個預測：商業印刷品佔整個印

刷市場的份額會不斷提高

中國的相關份額現在只有23%，連印度

都達到了26%，在今後的發展過程當中，

我相信商業印刷的比例會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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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不是以前我們所認為的傳統產業，印刷永

遠是一個朝陽產業，新技術的發展和新市場的

拓展，會支撐印刷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這一點

也是我們這次向工信部做匯報的一個理論依據，

不能因為出版物印刷量下降，就認為印刷產業

沒有發展前途。印刷產業仍然有很大的發展前

途，很多領域還是剛剛起步，甚至空白。

但是這樣一種商業印刷時代也給印刷企業帶來

新的挑戰。為什麼這樣說？我認為主要是帶來

兩方面的挑戰：

戰略管理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卻很難。企業

需要想明白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一定要想清楚，不能今天要這樣做，

明天又想那樣做。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做到

一定水準、一定規模後，必須要有戰略管理。

我從事產業工作時間很長，大家在總結中國製

造2025，總結很多產業幾十年走過的路，有這

樣一個觀點：要從產業出發去看產品，不能就

產品看產品。如果是後者，企業就不可能持續

發展，因為產品會被淘汰。而如果從產業出發

去看產品，一定意義上說，任何產業都會有新

的發展空間。

我最近參加了上海四十年產業結構調整的研究。

上海的紡織曾經在全國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新

一輪的機會上海很多紡織企業沒有抓住，非生

活用的紡織品市場很大，可惜上海紡織企業基

我是誰？

即企業是做什麼的，做印刷還是做裝備

或做器材？印刷是做什麼印刷？裝備是

做什麼裝備？器材是做什麼器材？有沒

有定位清楚？

我在哪裡？

是行業的排頭兵，還是在低價競爭的紅

海裡面和別人一起掙扎？

我要到哪裡去？

是要成為一個地區性的企業、全國性的

企業，還是要成為國際化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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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不斷配置和形成自己的核

心競爭力，在競爭中形成別人難以

複製的優勢

你的競爭優勢是別人難以複製的才是你

的核心競爭力，也就是說企業要重視發

展戰略和競爭力。

我進入這個行業以後，有一個感覺，大

部分企業對這方面不重視或者重視不夠。

不知道印刷業中有多少已經引進了戰略

管理，據我觀察好像大部分企業是沒有

的。

第一，企業要準確定位，不能什麼

都做

對於企業來說，做專才能做強，做強才

能做大。

30年前，我們可以說買一台膠印機的就

是一個印刷企業，今天卻不可能說我既

做紙張印刷，又做電子印刷。企業要準

確定位，不能什麼都做。



本上沒有進入這個市場。比如說汽車用、飛機

用的紡織品，一輛汽車、一架飛機需要的紡織

品比一個人所需要的紡織品要多得多。現在還

有各種各樣的工業用紡織品，需求量越來越大。

這與印刷業的情況是不是有些類似。

都說要做百年老店，抱守一個產品搞一百年是

不可能的，但產業不同。IBM 的產業定向是明

確的，然而對產品它是不斷調整的。從國際商

用機器公司到電腦公司，之後又將個人電腦業

務賣給聯想，當時，我們很多人認為 IBM 不行

了，但事實卻是 IBM 實現了華麗轉身。

再看看惠普，它的數字音響產品走在世界前列，

但你看它10年前、20年前是做什麼產品的？像

可口可樂，現在的可口可樂和10年前、20年前

也不一樣。進入不同國家，它會適應不同國家

的消費要求。所以，當企業從一個產業出發去

看產品，我認為一定能夠可持續發展。

企業要做強、要做大、要做久，一定要有戰略

管理。企業要抓住這一輪的發展機遇，提高技

術水平，改善企業管理，創新商業模式，把印

刷產業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高度。

在《路線圖》裡，中國印工協提出產業發展的

35字方針，在一定意義上是不是也適應商業印

刷時代這樣一個行業大趨勢的要求。中國印工

協最早提出16字方針的時候，當時中國印刷業

基本處於以出版物印刷為主的年代，後來為適

應新一輪包裝印刷發展的需求，協會提出了28

字方針做指引。

針對當前形勢的變化，協會又提出35字方針，

其中第一句是便是「 印製方式多樣化 」。這個提

法討論了比較長的時間，因為對於數字印刷到

底會不會取代膠印和其他印刷，有不同的觀點。

從中國印工協的立場來說，今後的印製方式是

多樣化的，因為需求是多樣化的。數字印刷肯

定會發展，但要取代膠印大概很長一段時間裡

也不太可能。包括現在大家覺得壓力很大的凹

印，如果水性墨印刷能夠成功的話，它也會有

新的發展空間。

生產過程綠色化

我想這是整個社會的要求，因為環保要求越來

越高，像霧霾的治理，印刷產業自身也要有污

染治理的自覺性和緊迫性。

技術支撐網絡化

這是針對行業而言。印刷行業裡的企業都是中

小企業，不可能像有的行業那樣有大企業支撐。

中國印工協揭牌兩個產業聯盟，是希望將來能

夠成為行業技術支撐網絡化的雛形和起步。比

如說智能製造創新聯盟，成員企業都是細分行

業的排頭兵，相互之間沒有競爭關系，也希望

創新聯盟內部將來在技術方面能夠相互支撐。

工信部希望我們做樣板印刷廠，這需要各領域

企業共同支撐。這也是我們按照「 中國製造

2025」的國家戰略所開展的具體實踐。當然技

術共享、相互支撐，還要保護企業的專利技術，

這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技術進步需要探討

的一個新問題。

裝備製造智能化

這一點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實際上印刷業也

是機強電弱，如果能在原有的裝備水平上提高

智能化水平，印刷的效率、成品率、品質大概

可以提高很多。

服務產業專業化

這可能是近幾年新興的。前段時間，上海印協

李會長介紹我去看了一家企業，它把設計和印

刷合為一體，讓服務越來越專業化。具備類似

專業服務功能的印刷企業已經越來越多。

所以我認為協會提出的35字方針適應了商業印

刷時代的需求和導向。經過這次大調研，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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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行業有了新的認識：印刷產業進入了一個新

的發展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就是商業印刷階段。

商業印刷階段會給行業帶來巨大的新的市場機

會，同時也帶來很多新的挑戰，印刷企業會在

迎接挑戰的過程中提升能力，獲得發展。

三、	對2017年工作的

	 幾點建議

( 一 ) 辦好2017年
 北京 CHINA PRINT 印刷展

除了保持展會（CHINA PRINT 2017，第九屆北

京國際印刷技術展覽會）的規模，還要進一步

提升水平，增強功能。

會上長安同志也說了，從招商角度來看，已經

不是主要的問題了。接下來是如何更好地為參

展企業服務、為行業服務，提升展覽會的功能。

中國印工協不僅要把展會辦成產品展示、促成

銷售的平台，還要辦成促進技術交流、技術進

步的平台，辦成加強國際合作、貫徹「 一帶一

路 」戰略的平台。

在展會期間，中國印工協將與全美印刷、出版

紙品加工技術供應商協會聯合，舉辦中美企業

高峰論壇。

這是在 NPES 主席訪問我們時達成的一個共識。

可能從裝備來看，歐洲走在前面，但從市場來

說，可能最主要的還是在美國和中國。所以中

美印刷界能夠聯合舉行高峰論壇，對行業而言

是有意義的。

協會還將召開北京國際印刷工業論壇、環球印

刷聯盟、亞洲印刷展覽聯盟等一系列的國際會

議。

對中國印工協全體人員來說，2017年的首要工

作就是辦好北京展。套用當下比較時髦的話，

要用「 洪荒之力 」把這次展會辦成一次具有國

際水準、國際影響力，高品質、高水平的專業

展覽會。

( 二 ) 繼續推進行業技術進步

前面已經講了很多，中國印工協要以「 中國製

造2025」為戰略導向，推進整個行業的轉型發

展、產業升級。按照（工業和信息化部）苗圩

部長指示，協會已經向裝備司做了匯報。

目前中國印工協設想是，通過兩個具體的抓手

（智能製造創新聯盟、VOCs 治理企業聯盟）去

進行實踐。

在工信部的支持和指導下，中國印工協將按照

「 智能製造 」、「 試點示範 」這兩個重點，推薦

一批國內領先、接近國際先進水平，創新能力

比較強、市場前景比較好的企業，圍繞「 關鍵

技術、關鍵產品、關鍵部件 」，推進技術創新，

實現新的突破。

智能製造

中國印工協已向工信部推薦了一批企業，主要

是裝備製造企業；試點示範，按照工信部的要

求，協會計劃選擇兩三家有水平、有能力，不

同類型的印刷企業，組織印刷裝備和器材企業，

促進印刷企業的水平上一個台階，面貌有大的

改觀，成為中國印刷企業的新樣版。

■ 2016年12月7日，CHINA PRINT 2017
國際媒體周暨第十九屆北京國際印刷信息交流
大會已召開，預告展會的精彩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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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要求試點示範企業要達到三個要求：裝

備國產化率達到80%，採用國產裝備和國產機

器人。我專門問了問，外國品牌在中國生產的

機器人算不算國產品牌？回答是：不算，一定

要用中國的機器人品牌。

國產機器人品牌用於印刷行業，我認為技術上

應該完全可以滿足。我擔任過機器人協會的會

長，從應用角度來看，汽車生產線對機器人的

要求最高。當然，印刷行業可能要用到一些特

殊的工藝，這是行業在機器人應用開發的過程

中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

我認為印刷業是有機會的，即便在美國、歐洲，

受制於整體經濟狀況，大部分的印刷企業也不

具備條件打造全新的印刷廠能力，而在中國，

雖然行業遇到了一些新的困難，但是整體經濟

仍在向上。

VOC 治理

中國印工協將按照《工信部、財政部關於印發

重點行業揮發性有機物削減行動計劃的通知》

中所明確的「 以源頭削減和過程控制為重點，

兼顧末端治理 」的指導思想，在原有工作基礎

上繼續努力，擴大成果。

中國印工協已經成立 VOC 治理創新聯盟，組織

油墨製造商、印刷企業、製版企業，印刷裝備

企業協同創新，把水性油墨產業化這一創新成

果逐步推廣至全行業。

工信部對印刷業的技術進步工作也很支持，希

望地方協會也努力爭取地方政府的支持，爭取

財政等方方面面的支持。

( 三 ) 推動中小企業發展走出一條新路

印刷行業面很廣，除了兩個創新聯盟以外，面

上的企業怎麼辦？中國印工協希望推動中小企

業發展走出一條新路。德國人赫爾曼．西蒙寫

了一本書《隱形冠軍》，他提出的觀點，我認為

符合印刷業發展的趨勢。

根據他的觀點，上一輪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動

者和受益者是跨國公司。今後經濟發展的趨勢，

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不可阻擋的，也是不可逆轉

的，隨著交通、通訊、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普

及，中小企業在下一輪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中

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上一輪受通訊和交通的限制，中小企業一般只

能在本國範圍從事商業活動，馬雲，現在向國

際上推進綠色淘寶這樣的網絡技術產品，他的

理念就是要讓全球中小企業享受全球經濟一體

化的成果。所以現在聯合國一個中小企業機構

聘請他當顧問。

西蒙對隱形冠軍的定義有三條，第一，是細分

行業裡的全球前三名或是某個區域的第一名。

第二，規模並不是太大，從全球角度來講，他

提出的標準是50億歐元以下，10年前這個標準

是40億歐元。但西蒙同時強調，不設下限。

他舉了個例子，在德國有一家企業專門做教堂

裡的管風琴。這家企業有100多年歷史，從誕

生至今，員工數量一直是62人，規模並不大。

為什麼只有62名員工？因為它只做教堂裡的管

風琴，全世界就它做得最好。北京國家大劇院

裡的管風琴也是他們做的，中國企業不可能有

機會做這個。第三，不是太有名氣。

按照這三個條件衡量下來，德國有1,300多家

企業符合，而中國只有68家。西蒙還提出，在

今後幾年內，中國的隱形冠軍數量應該會超過

1,000家。

為什麼？因為中國的經濟體量要比德國大得多。

那麼，中國印刷業是不是也可以推動一些企業

成為隱形冠軍，或者說積極培育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隱形冠軍。在今後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全

球經濟一體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從中國印工

協角度，如何運作隱形冠軍的培育，還需要進

一步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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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工協每個分會都可以按照這個方向去思

考2017年的工作，讓印刷業出現一批領頭羊、

一批隱形冠軍，通過他們帶領整個行業深刻轉

型。

現在有文件的提法是，轉型升級。我個人認為，

對大部分製造企業來說是升級比轉型更重要。

( 四 ) 加強行業協會自身建設

印刷業應該長期堅持開門辦會、企業家辦會的

思路。行業協會就是應該堅持企業家辦會，為

民族企業，為企業服務。

轉變工作方式，

進一步增強協會的合力和活力

我們也希望事業有成的企業家多一點精力放在

協會的工作上，形成一種互動的模式，這是雙

向的。

加強學習，提高為企業服務的能力

「 利樂包 」案件是中國包裝史上最大的一起反壟

斷調查案件。中國印工協根據國家工商總局要

求，通過深入調查，提供了10萬字書證材料。

2016年11月，該案最終以利樂集團接受國家

工商總局的行政處罰（責令停止違法行為，處

罰款額6.68億元宣告結束。這一事例充分說明，

協會為企業服務，光有為服務的意願還不夠，

必須要有為企業服務的能力，這就要求協會必

須掌握豐富的專業知識，甚至法律知識。

譚老（中國印工協譚俊嶠顧問）一輩子在行業

裡滾打，對行業情況非常熟悉，與政府部門也

很熟悉。在他的帶領下，中國印工協全員通過

努力，才能把這件事情做成。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際商業糾紛會越來越多，

這只能靠協會出面。尤其像中國印工協這種以

中小企業為主的行業，更加需要協會通過不斷

學習，提高自身能力，以更好地維護行業在市

場上、在國際上的合法權益。

依靠改革，加強協會制度建設

換屆的時候我就說了一定要思考和探索一個問

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業協會應

該如何運作。

現在國家正在推動行業協會脫鉤，我認為不要

簡單地把它理解為就是一個脫鉤，實際上，脫

鉤的前提是協會要有在市場經濟下能夠生存、

能夠發展、能夠為企業服務的能力。

怎樣才能達到？我覺得很重要的標誌是，既要

有活力，又要規範運作。如何增強活力，就是

要依靠改革，如何規範運作，就是要加強制度

建設。這可能是中國印工協2017年在加強協會

自身建設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細化和探索的。

在這裡我就不再展開，也希望秘書處安排2017

年的工作時，能夠按照這個方向進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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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300名理事代表
參加了中國印工協七
屆二次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