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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工廠」珠三角製造業結構一度以輕工

業及消費品聞名。近兩年 ，先進裝備

製造業相當蓬勃 ，驅動產業結構由輕轉型至重。

過去三年 ，廣東省裝備製造業工業增加值都保

持10%以上的增速。目前全省規模以上的裝備

工業企業已達1.63萬家 ，佔規模以上企業的

40%左右。通用航空、機器人應用、節能環保

和新能源汽車等高端裝備業率先增長 ，產業集

聚初具規模。

首先 ，市場需要催化裝備製造從傳統製造企業

變身為先進裝備製造商。目前 ，珠三角在陶瓷、

紡織和家具等行業紛紛湧現。基於雄厚產業基

礎的裝備製造企業 ，為行業轉型提供技術和設

備支撐。

蘋 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Steve Jobs）患上

惡疾後 ，醫生嘗試運用大數據對同樣病

人的醫治狀況進行分析 ，希望篩選出有用的療

法。雖然奇蹟沒有出現 ，卻反映到大數據與日

常工作、生活有密切關係。重視、運用和分析

大數據 ，才可以發揮作用。

專家歸納了大數據的四個特點 ，也稱為四個

“ V"：

1. 數據體量巨大（Volume）：從TB（1024GB）

級別躍升至PB（1024TB）級別 ；

2. 類型多（Variety）：數據呈現的形式各式各樣；

3. 價值密度低（Value）：監控產生的數據有用

成分可能僅為一、兩秒；

其次 ，從「買裝備造產品」到「造裝備造產品」，

一買一造之間顯示出珠三角製造業產業鏈的延

伸和優化。而這一輪產業格局的變化 ，突出產

學研結合、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

再者 ，在珠三角的產業佈局中 ，珠江東岸深圳、

東莞的電子信息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重要

地位。自2014年起 ，廣東省提出打造珠江西岸

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 ，如今「珠西裝備」已將佛

山、中山、江門等七市一區各西岸城市串在一

起 ，成為珠三角另一重要引擎。此外 ，廣東省

各級政府還加強市場化金融服務 ，支持設立先

進裝備製造產業發展基金 ，為裝備製造業發展

「加碼」。■ 資料來源：新華社

4. 處理速度要求極快（Velocity）：由於大數據

的體量極大 ，故其處理顯然與傳統數據處理

有本質上的區別。

從歷史上的模擬時代進入數字時代以後 ，每天

的生產過程都會產生大量數據。除了網站之外 ，

印刷企業同樣掌握大量數據 ，只要準備充足的

記憶體與足夠驅動力的伺服器 ，企業即可滿足

生產需要和儲存數據 ，更能為相關數據做第三

方儲存 ，以便應對意外。

不過 ，這一切仍屬於數據處理的初級階段 ，實

現數據儲存到利用數據為企業、為客戶、為社

會提供服務是一個質的突破 ，而目前為止仍未

到達那個階段。■ 資料來源：中國印刷

珠三角由「輕」變「重」：

先進裝備製造業加速跑

只有做好分析

印刷企業才能體現大數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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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國內數字經濟

拓展經濟增長新空間

近 年來 ，全球經濟復甦乏力 ，尋求新的發

展增長點已經成為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

面臨的首要課題。埃森哲公司2016年發佈的

《 數字顛覆：增長倍增器》報告測算 ，2015年

中國數字經濟總量佔GDP的10.5%。

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

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

以有效運用信息通信技術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

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目前 ，數字經濟正成為中國建立經濟發展新結

構和打造經濟發展新機制的重要著力點。一方

面 ，以移動通信、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和

虛擬現實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茁壯成長 ，成為

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另一方面 ，數字經濟和傳

統產業融合創新 ，顛覆和重塑舊有經濟模式 ，

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也催生一系列有活

力的新業態新模式。

在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 ，中國作為G20主席

國 ，首次將「數字經濟」列為G20創新增長藍圖

中的一項重要議題 ，主導通過了《 二十國集團

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作為第一個具有全

球意義的數字經濟合作倡議。

當前 ，新一輪網絡信息技術發展日新月異 ，機

遇稍縱即逝 ，全球主要國家都在積極搶佔先機 ，

佈局決定未來發展的戰略高地。中國已進入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 ，以及加快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的攻堅階段 ，更應發展數字經濟 ，

融入並引領全球網絡信息技術發展。■

 資料來源：中國文化報

第 一代全球化體制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聯合國、世貿組織（WTO）

等在二戰後建成 ，可謂「全球化治理的1.0」。

發展至今天 ，全球化正面臨諸多挑戰 ，逆全球

化現象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 ，貿易保護主義抬

頭 ，為環球經濟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和堅定支持者 ，

也是重要建設者和主要受益者。中國目前已成

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

國內企業也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不斷完善管

理、提升技術和打造品牌 ，並獲得更加廣闊的

貿易市場和投資對象 ，積極推動著世界經濟格

局的調整。

在「全球化治理的1.0」受到新挑戰時 ，「全球化

治理機制2.0」正在形成。20國集團、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亞太自貿區、「一帶一路」、

亞投行等新的國際多邊合作紛紛出現 ，其中 ，

G20杭州峰會以「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

界經濟」為主題 ，正表明中方希望與各方一道推

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增

長之路 ，並推動全球經濟進一步開放、交流和

融合。■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中國積極參與

全球經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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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中國包裝業已形成一個以紙、塑料、

金屬、玻璃、印刷、機械為主 ，具備一

定程度的現代化技術及裝備、門類較齊全的現

代工業體系。

早前發佈的《 關於加快中國包裝產業轉型發展

的指導意見》顯示 ，2015年中國有25萬餘家包

裝企業 ，包裝產業主營業務收入突破1.8萬億

元（人民幣 ，下同）；2020年中國包裝產業年

主營業務收入將達2.5萬億元 ，擁有逾15家年

產值超過50億元的企業或集團 ，上市公司和高

新技術企業大幅增加 ，形成一批具有較強影響

力的知名品牌。

商 務部台港澳司早前公佈的統計顯示 ，

2016年前10個月 ，大陸與台灣貿易額為

1,435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下降6.1%，

佔大陸對外貿易總額的4.8%。

其中 ，大陸對台灣出口為325.7億元 ，同比下

降12.6%；自台灣進口為1,109.3億元 ，同比

減少4%。台灣是大陸第七大貿易夥伴和第六大

進口來源地。

2016年前10個月 ，大陸共批准台商投資項目

2,857個 ，同比上升24.9%，實際使用台資金

2020年 ，中國超過80%大中型包裝企業的兩

化融合水平要處於集成提升階段以上 ，中小企

業應用信息技術開展研發、管理和生產控制的

比例 ，由目前的30%提高至超過55%；全行業

單位工業增加值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強度、

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均下降逾20%；建成五

個以上包裝標準創新研究基地 ，遴選一批標準

化示範試點企業。

中國報告大廳發佈的《2016-2021年中國包裝

業行業市場需求與投資諮詢報告》預計 ，未來

中國國民經濟將繼續保持穩定上行 ，居民消費

將成為推高經濟的主力軍 ，包裝業有望持續穩

定快速增長。■ 資料來源：中國報告大廳

額29.8億元 ，同比大增28.4%。截至2016年

10月底 ，大陸累計批准台資項目98,155個 ，

實際使用台資643.2億元。按實際使用外資統

計 ，台資佔大陸累計實際吸收境外投資總額的

3.7%。

2016年前10個月 ，大陸與台灣貿易額為159.5

億元 ，同比上升2.7%，環比下降2.3%。其中 ，

大陸對台灣出口為34.3億元 ，同比減少3.7%，

環比增長5.2%；自台灣進口為125.2億元 ，同

比上調6.7%，環比下跌4.2%。■

 資料來源：新華網

2020年中國包裝產業主營業務收入

將達2.5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2016年前10個月

兩岸貿易額同比下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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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郵政局早前與國家發展改革委、交

通 運 輸 部 聯 合 印 發 了《 郵 政 業 發 展

「十三五」規劃》。國家郵政局政策法規司金京華

司長談及「快遞包裝引發的垃圾污染問題」時表

示 ，隨著郵政業營運規模擴大 ，行業如何減輕

對環境的影響 ，高效利用能源資源 ，走可持續

發展道路 ，已成為行業發展不能迴避的問題。

金京華司長介紹 ，針對快遞包裝引發的垃圾污

染問題 ，該規劃提出建設綠色郵政的目標 ，明

確推動行業綠色健康發展的具體任務。

首先是推廣環保應用。促進郵件快件包裝的減

量化、綠色化和再利用 ，鼓勵企業設計和應用

工 業和信息化部商務部早前出台《 關於加

快中國包裝產業轉型發展的指導意見》，

針對標準建設、智能製造水平、產業結構優化

和培育新興業態等方面作出明確指導。從長期

來看 ，包裝業的規模提升及轉型進程將迎來發

展機遇。

產業規模將逐步提升 ，市場份額將漸向龍頭靠

攏。當前國內包裝市場份額相對分散 ，行業平

均利潤率水平較低；龍頭企業則憑借生產規模

效應、較強的客戶議價能力實現盈利能力的提

升。根據指導意見 ，到2020年包裝產業將出現

逾15家年產值超過50億元（人民幣）的企業或

集團 ，上市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大幅增加 ，進

一步促進行業規模和集中度提升。

新型、簡約包裝 ，大力推廣電子運單 ，引導企

業使用環保包裝袋及填充物 ，減少塑料膠帶使

用量 ，加強包裝廢棄物的回收處置管理 ，建立

完善的快遞包裝回收體系。

其次是推動節能減排。結合寄遞時限要求、運

輸距離和條件 ，綜合運用各種運輸方式 ，有效

發揮不同方式的優勢 ，節能減排。因此 ，在幹

線運輸環節 ，引導企業統籌運用鐵路、公路、

民航和水路等多種運輸方式 ，促進結構性減排。

此外 ，郵政行業還要推廣採用節水、節電、節

約材料等技術工藝和產品裝備。■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網

包裝新業態不斷培育 ，生產型向服務型不斷轉

變。包裝業透過對接上下游產業與終端需求 ，

逐步引導包裝企業由傳統的包裝製造商轉為包

裝整體解決方案提供商 ，推動企業從生產向服

務轉變 ，從而逐步實現產業鏈在上下游的延伸。

從長期來看 ，龍頭企業將迎來規模和盈利能力的

逐步提升。憑藉跟進式佈局建廠 ，以及拓展下

游客戶類型的能力 ，國內包裝業龍頭將獲取更多

的市場份額；預計隨著「互聯網＋」在包裝領域的

應用 ，信息追蹤、產品溯源、大數據分析 ，以

及精準營銷將進一步提升營銷效率 ，龍頭企業

將率先帶動包裝生態圈的形成 ，促使包裝業務規

模、品牌影響力及盈利能力不斷提升。■

 資料來源：騰訊財經

國家郵政局回應

快遞包裝引發垃圾污染問題

包裝產業轉型指導意見出台

國內林紙行業迎來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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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省泉州市經信委透露 ，早前國家工信

部正式批復泉州為「中國製造2025」試點

示範城市 ，要求將當地打造為全國協同創新的

標杆區、轉型升級的示範區、智能製造的先行

區、特色發展的引領區 ，探索中國先進製造的

泉州新模式 ，並為《 中國製造2025》在全國加

快落實提供典型經驗和示範引領。

工信部將在國家製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工作機

制下 ，會同相關部門指導和支持泉州城市試點

示範建設 ，《 中國製造2025》相關政策資源、

重大工程和試點示範項目將優先在泉州佈局。

根據實施方案 ，泉州市將瞄準基本建成先進製

造業強市這核心目標 ，朝著推進信息化和工業

化深度融合 ，以及提高產業供給體系品質和效

率的兩大發展方向 ，按照智能製造、服務型製

造和綠色製造三大路徑 ，著力在創新、政策、

載體和項目等方面提供支持 ，力爭通過三年努

力 ，將泉州建成先進製造業基地、品牌之都、

民營經濟創新發展之城和製造業轉型升級典範 ，

走在「中國製造2025」的全國前列。■

 資料來源：商務部網站

福建泉州成為

「中國製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

醞 釀近十年的環境保護稅（下稱：環保

稅）將於2018年1月1日起開徵。早前 ，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5次會議表決通過

《 環境保護稅法》，這是中共十八大後中國出台

的首部單行稅法 ，中國原有18個稅種 ，隨著營

業稅改增值稅的實施 ，營業稅退出歷史舞台 ，

環保稅由此成為第18個稅收種類。

環保稅立法體現「稅負平移」原則 ，主要體現在

四個方面：一是將排污費的繳納人作為環保稅

的納稅人 ，即在中國領域和管轄的其他海域 ，

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事業單位和其

他生產經營者；對不具有生產經營行為的機關、

團體、軍隊等單位和居民個人 ，不徵收環保稅；

對不屬於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情形 ，

例如向污水集中處理廠、生活垃圾集中處理廠

排放污染物的 ，也不徵收環保稅。

二是根據現行排污收費項目 ，設置環保稅的稅

目 ，大的分類包括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

體廢物和噪聲四類。三是根據現行排污費計費

辦法 ，設置環保稅的計稅依據。四是以現行排

污費收費標準為基礎 ，設置稅的稅額標準。

環保稅設置一年多的過渡期 ，財政部稅政司王

建凡司長解釋 ，因為這是新開徵的稅種 ，收費

與徵稅兩套制度要進行轉換 ，政策和徵管方面

確需做好準備工作。■ 資料來源：財新網

中國第18個稅種

環保稅2018年1月1日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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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梁山出版印刷崛起

近 年來 ，山東梁山縣專用汽車、出版印刷

產業異軍突起 ，「中國專用汽車產業基

地」、「中國出版物發行產業基地」成為梁山兩個

標誌性基地。該縣圖書研發業帶動了印刷業迅

速崛起 ，印刷企業年承印量超過150萬令紙。

改革開放初期 ，梁山縣趙固堆、小路口一帶黃

河灘區的農民從外地批發來教輔類圖書 ，並向

附近縣市推銷。後來 ，有人鋌而走險進行盜版

盜印 ，梁山一度成為山東乃至全國文化市場重

點管理縣。

2004年 ，梁山成立獨立建制的縣新聞出版局 ，

負責全縣出版印刷工作 ，還成立了梁山縣書刊

發行業協會 ，堅持自主研發 ，杜絕盜版盜印 ，

使當地圖書出版業秩序井然 ，市場份額逐年擴

大 ，僅在國內高中教輔市場 ，該縣就佔據約三、

四成 ，被業內稱為「梁山書業現象」。

梁出圖書研發業的健康快速發展 ，帶動了印刷

業的迅速崛起 ，該縣印刷企業年承印量超過

150萬令紙 ，從事圖書研發和印刷業的人員已

達三萬餘人。梁山出版印刷書業園先後被評為

山東省重點文化產業園區、山東省十佳文化產

業園區 ，並被中國書刊發行協會授予「中國出

版物發行產業基地」稱號。■

 資料來源：新華網

近 大半年 ，原紙價格翻倍上漲 ，使一些包

裝企業怨聲載道 ，也有部分企業將更多

的精力用於尋找出路。

包裝企業或在保證紙箱整體品質的前提下 ，調

整紙箱的部分指標 ，比如紙箱抗壓強度在可控

範圍內稍作減小 ，這樣紙箱廠採購原紙的範圍

局限較低 ，也不會因為部分造紙廠缺紙而受太

大影響；或考慮採用其他包裝材料代替紙箱；或

開發新的紙箱供應商 ，以滿足相關需求；或乾

脆上調產品銷售價格；或只能硬抗。

據業內人士介紹 ，低克重高強度的改良包裝是

相關企業唯一的出路。原來一斤原紙製成的瓦

楞紙箱 ，現在只需半斤 ，三層瓦楞紙箱的強度

還要較原來五層的更好 ，以節約紙張。

國內原紙漲價後 ，失去了原先的價格優勢 ，不

少包裝企業開始使用品質更好的進口原紙。低

利潤是導致企業吸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

要改變這局面 ，必須從源頭、從技術上進行革

新 ，提高利潤空間。■

 資料來源：紙業商會

國內紙價持續上行

包裝企業出路逐漸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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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紙漿市場行情大熱

2016年11月進口紙漿192萬噸

去 年11月中國紙漿進口數量192萬噸 ，當

月同比增長19.25%。

紙漿進口數量（萬噸）
時間 當月值 當月同比（%）

2016年11月 192 19.25

2016年10月 169 -3.98

2016年9月 178 1.71

2016年8月 197 23.13

2016年7月 182 7.69

2016年6月 158 -5.95

2016年5月 179 16.23

2016年4月 170 -3.95

2016年3月 181 6.47

2016年2月 148 6.47

2016年1月 159 -2.45

2015年12月 171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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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漿進口數量 當月值 紙漿進口數量 當月同比

萬噸 %

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中國紙漿進口數量統計

2016年11月 ，國內紙漿市場行情大熱 ，紙漿

價格及物量總指數連續第三個月雙雙提漲 ，其

中價格總指數較上月增加3.52%至93.1，物量

總指數上升5.78%至89.32，兩者漲幅均較上月

明顯擴大。

另外 ，造紙原料廢紙及紙漿價格均有大幅上漲 ，

而成品紙價格也均有不同程度提升 ，其中又以

瓦楞箱板紙漲勢最猛。■ 資料來源：前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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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陰口岸

首次進口新加坡廢紙

廣東湛江開發區重點打造
紙業等三大產業航母

成功躋身循環經濟典範

早 前 ，一批來自新加坡的進口廢紙經江蘇

江陰檢驗檢疫局查驗合格後放行 ，這是

該口岸首次進口新加坡集裝箱廢紙。該批新加

坡廢紙共計12標箱 ，約151.86噸。查驗人員

在貨物抵達後 ，第一時間進行現場查驗 ，未發

現檢疫性有害生物 ，以及不符合中國環控標準

的異常情況。

這次進口廢紙主要用於塗布白版和撲克牌系列

用紙的生產。進口廢紙有可能夾帶疫病疫情或

其他有毒有害物質 ，存在不少隱患 ，所以檢驗

湛 江開發區早前獲得「中國循環經濟推廣先

進園區獎」。這不僅是對該市重點打造鋼

鐵、石化和紙業「三大產業航母」戰略的肯定 ，

同時也再一次證明了紙業的循環經濟屬性。

「三大產業航母」計劃總投資超過1,500億元（人

民幣 ，下同），可帶動投資3,000億元以上。冠

豪高新特種紙及塗布紙產業基地項目是省、市

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重點支持的項目 ，總投資76

億元，一期項目已於2014年4月25日正式投產。

同時 ，總投資150億元的湛江中紙紙業有限公

司高檔塗布紙項目也將正式動工。中國紙業和

檢疫部門對相關的檢驗檢疫查驗非常嚴格 ，及

時查驗廢紙的安全、衛生和環保指標 ，確保將

不安全風險堵截在國門之外。

2016年以來 ，江陰口岸共有來自22個國家和

地區的的進口廢物原料入境 ，共檢出不合格88

批次 ，來源地集中在歐美地區。據有關企業反

映 ，之前進口的廢紙大多來自美國、日本、英

國、澳洲等國家 ，這次從新加坡進口廢紙主要

出於品質和價格的雙重因素。■

 資料來源：新華網

冠豪高新的龍頭地位 ，加上東海島的得天獨厚

的環境條件 ，湛江將成為中國最大的紙業基地。

全區形成了以鋼鐵、石化和造紙「三大產業航

母」為「月亮」，以一批配套企業為「星星」的

「星月同輝」的現代化大工業發展格局。2015年，

湛江開發區獲批准為「國家級循環化改造示範試

點園區」及獲評為「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100

強」園區。隨著產業發展 ，預計到2020年湛江

開發區的生產總值將達到1,000億元 ，工業總

產值超過3,000億元。■

 資料來源：紙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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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質監局抽檢紙製品74批次

三批次不合格

安徽省出台

林業信息化「十三五」規劃

廣 西壯族自治區品質技術監督局官網早前

通報2016年家用紙製品的產品品質廣西

監督抽查情況 ，這次抽查共抽取全區42家企業

生產的74批次產品 ，不合格產品三批次 ，不合

格產品檢出率4.1%。

這次抽查主要以《 紙巾紙產品品質監督抽查實

施規範》、《 衛生紙產品品質監督抽查實施規

範》、《 濕巾產品品質監督抽查實施規範》、《 紙

尿褲（片、墊）產品品質監督抽查實施規範》、

《 衛生巾（含衛生護墊）產品品質監督抽查實施

規範》為檢驗依據。

安 徽省早前出台《 林業信息化「十三五」發

展規劃》，明確提出「十三五」期間 ，全

面推進「互聯網＋」林業建設 ，到2020年全省

林業信息化率達80%，基本建成網絡化、智能

化、便捷化、協同化的「互聯網＋」林業體系。

該規劃提出六大領域依託「互聯網＋」的信息化

建設任務：

1. 林業改革創新 ，實現林業發展創新驅動；

2. 林業資源監管 ，實現生態保護手段先進；

經檢驗 ，三批次樣品不合格 ，廣西壯族自治區

品質技術監督局表示 ，針對這次監督抽查結果

反映的問題 ，各有關市局要嚴格按照《 產品品

質法》、《 產品品質監督抽查管理辦法》等有關

法律、法規的規定 ，本著「扶優扶強、打假治

劣、引導消費」的原則 ，採取有效措施 ，切實

做好對產品品質監督抽查不合格產品及企業的

後處理工作。■ 資料來源：中國網

3. 災害應急管理 ，實現生態災害預警監控；

4. 林業產業提升 ，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升級；

5. 林業政務服務 ，實現林業辦公陽光高效；

6. 生態文化發展 ，實現生態事業全民參與。

「十三五」期間 ，安徽將通過涵蓋六大領域的16

項重點信息化工程建設 ，構築全省林業信息化

發展的主體框架。■

 資料來源：中國林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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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一年 ，中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迅速 ，

數字出版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也在多

個重點領域進展明顯。

政策主導方面 ，2016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推出一系列利好政策 ，通過強化網絡出版服務

管理 ，加快建設新聞出版業實驗室 ，扶持優秀

企業優秀作品 ，推薦數字出版軟件技術服務商 ，

管理移動遊戲出版服務等多個措施 ，為數字出

版營造健康有序的市場環境。

早 前從無錫市品質技術監督局獲悉 ，經國

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批准 ，國家增

材製造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江蘇）正式落

戶無錫 ，由該市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籌建。

這將有助當地以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和高

端化 ，引領產業轉型升級 ，該市相關企業屆時

可更便捷地獲得優質服務。

無錫市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 ，

國家增材製造質檢中心規劃建設11,000平方米

實驗室 ，在原2,600餘萬元（人民幣 ，下同）

檢測研究裝備基礎上 ，再投入5,000萬元以購

置激光掃描、工業CT和系列疲勞試驗機等大型

行 業 發 展 方 面 ，2016年 虛 擬 實 體（Virtual 

Reality, VR）技術異軍突起 ，並與出版業深度融

合。付費內容在多個領域取得了突破性發展 ，

用戶已經逐漸習慣為優秀的內容付款。這一年

產業融合發展漸趨深入 ，路徑更加明確 ，思路

更加清晰 ，大數據在出版業的應用逐步落地 ，

企業的用戶思維進一步強化 ，數字人才培養成

績顯著。

2016年 ，無論是傳統出版數字化轉型升級 ，還

是移動遊戲、網絡文學等領域 ，都繼續保持了

良好發展勢頭。■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網

高端儀器裝備 ，滿足增材製造全產業鏈的檢測

研究需要。中心的檢測能力將覆蓋3D打印的全

產業鏈 ，成為集產業檢測檢驗、標準制訂和產

品研發等功能為一體的大型「國家實驗室」。

江蘇是國內最早開展3D打印技術產業化應用的

地區 ，擁有「長三角」廣闊應用市場 ，產業規模

和發展速度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在無錫市建

設國家增材製造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 ，既有

產業基礎、創新環境 ，又有交通便利的優勢 ，

既能服務地方產業發展 ，又能延伸至長江三角

洲 ，更能促進增材製造產業的發展。■

 資料來源：無錫新傳媒

中國數字出版業

產業融合漸趨深入

3D打印「國家實驗室」落戶無錫

輻射長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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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首次出台政策

扶持實體書店發展

兩岸業界共研推動全民閱讀

應對「出版業寒冬」

安 徽省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省

發展改革委等13個部門早前聯合出台

《 關於支持實體書店發展的實施意見》（下稱：

《 實施意見》），這是該省首次出台政策支持實

體書店發展。

《 實施意見》明確提出 ，到2020年基本形成佈

局合理、功能完善、主業突出和多元經營的實

體書店發展格局 ，主要包括：建立以城市為中

心、縣城相配套、鄉鎮網點為延伸的實體書店

建設體系 ，並形成一批品牌知名度高、創新發

展能力強、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實體書店。

由 2010年到2015年 ，台灣出版業產值幾

近「腰斬」。早前在台灣輔仁大學舉行的

第17屆大陸簡體書展全民閱讀論壇上 ，兩岸業

界共研推動全民閱讀 ，應對「出版業寒冬」。

台灣知名出版人陳穎青先生在演講時列出數據：

2010年台灣出版業產值約為368億元（新台幣 ，

下同），此後逐年下跌 ，至2015年僅190億元 ，

「六年下來 ，產值幾乎『腰斬』」。輔仁大學圖書

館林麗娟館長表示 ，《 遠見》雜誌2014年全民

閱讀調查數據顯示 ，台灣民眾購書量、閱讀時

數、購書經費都較2010年減少。輔仁大學圖書

館2015年的平均借閱量也較2014年略有降低。

除了建設專業書店、社區便民書店外 ，《 實施

意見》提到要將書城、書店打造成城市文化地

標。具體任務為：將拓展城鄉網點 ，在城市推

動建設大型書城、連鎖書店、專業書店、社區

便民書店等 ，打造城市文化地標。

相關領域要創新經營發展模式 ，還提出了推動

新華書店等國有實體書店升級改造大型書城 ，

建成綜合性文化體驗消費中心；連鎖書店完善

物流配送體系和統一供貨機制；支持有實力的

實體書店「走出去」。同時 ，還要推動實體書店

和網絡融合發展 ，重點提出鼓勵大中型書城和

有條件的實體書店打造新一代「智慧書城」；探

索「按需印刷」「前店後廠」等新模式。■

 資料來源：合肥晚報

另外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公佈的閱讀調查數

據顯示 ，2015年內地成年人的人均紙質圖書和

電子書合計閱讀量僅為7.84本。

閱讀量低和出版業產值下滑 ，引起兩岸業界熱

烈討論。中國出版協會沈建林副秘書長指出 ，

推動全民閱讀是兩岸出版業共同面臨的課題。

從實際情況看，兩岸民眾血脈相連、文化相通，

可以相互啟迪、借鑒經驗。陳穎青先生也指近

年兩岸版權交易量不斷上升 ，講座、培訓和推

廣等出版業衍生業務產值亦有增長。■

 資料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