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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中國出版》雜誌

中宣部印刷發行局劉曉凱局長

為印刷業「十四五」指方向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
變期，國內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複雜環
境。十九屆五中全會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 十四五 」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的編制定
標指向、擘劃藍圖。
在這樣重要的節點時刻，以「 融合創新發
展 」為主題，在更高起點上探討印刷發行業
「 十四五 」時期發展思路，為新聞出版業構
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鮮活
的實踐樣本，正逢其時、意義重大。

■ 中宣部印刷發行局局長、中國
印刷技術協會理事長劉曉凱在《中
國出版》雜誌上發表了本篇題為
《以高質量發展規劃促進形成印刷
發行業新發展格局》
。

精準研判「 十四五」時期
中國印刷發行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中國正處於實現中華

黨中央關於中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判

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經濟已由高速增長

斷和決策部署，研判形勢、明確問題，分析挑

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社會主要矛盾

戰、把握機遇，著力十九屆五中全會關於文化

發生變化，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斷提高，

建設的決策部署落實到印刷發行業中。

正在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

從中國印刷發行業面臨的國際形勢看

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明確印刷發行業

首先，從中國印刷發行業面臨的國際形勢看，

「 十四五 」時期發展思路的關鍵，是必須認真學

40 年來的健康持續穩定發展，使中國印刷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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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等方面與世界經濟的聯繫越來越密切，成為

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倒逼產業加快數碼化融合

新時代中華文化走出去新的增長動力源。循環、

化變革，新業態展現出強勁的引領活力；
「 新基

流動、互動，這背後的經濟學原理是分工與合

建 」也正為產業帶來新的投資需求，不斷解放

作。幾十年來，由中國印刷發行業在內的國際

和發展的印刷發行生產力，正在推動產業實現

重要產業集群建構的國際印刷發行分工合作鏈，

深層次變革。

使國內外印刷發行企業良性互動、相互受益。
但當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某些非經濟因素影

從發展的問題與挑戰角度看

響，全球市場萎縮，外部環境使中國印刷發行

最後，從發展的問題與挑戰角度看，在全力推

業國際產業鏈供應鏈面臨著巨大挑戰和潛在的

進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印刷發行業遭受

安全問題。這促使我們必須集中精力關注國內

疫情帶來的關鍵技術制約和國外市場拓展受阻

外新市場新業態需求，發揮中國印刷發行業超

的雙重挑戰。

大規模市場優勢，展現行業「 黏性 」特質和業
態創新稟賦，創造需求、深耕市場、推動融合，

從 2020 年 10 月中旬在上海舉辦的第八屆中國

打破各種阻礙要素流通的顯性、隱性障礙，推

國際全印展反饋的信息看，受疫情和政治性因

動產業可持續、包容增長，加快形成印刷發行

素影響，國外印刷頭部企業大都被迫減少與中

業新發展格局。

國進行關鍵技術交流，數碼印刷噴頭、高端印

從行業所處的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看

機裝備關鍵技術被「 卡脖子 」的情況成為當前
中國印刷業產能突破的「 瓶頸 」
。產業發展短

其次，從行業所處的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看，

期影響和長期問題相交織、外部衝擊和復工達

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

產難度大相碰頭，困難重重壓力倍增。這既給

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 十四五 」時期發展提出新挑戰，也為產業突

發展之間的矛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突破一

圍帶來新機遇。因為，「 形勢比人強 」
，在技術

萬美元，城鎮化率超過 60%，中等收入群體超

創新突破上我們已被「 逼 」到了牆角，沒有退

過四億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要求不斷提高，
市場新需求不斷拓展。進入「 十三五 」以來，
文化與產業融合的力度之大、發展之快、勢頭
之猛前所未有，文化與科技結合、與旅遊結合、
與金融結合空前活躍，文化產業成為業態創新、
市場拓展新的增長點。印刷發行業積累的物質
基礎、人力資源、產業體系、科技實力和頗具
潛力、影響力的市場，為印刷發行業結構調整、
技術進步和配套體系重構奠定了基礎，增添了
動力。

從印刷發行業態的階段性特徵看
再次，從印刷發行業態的階段性特徵看，改革
開放 40 多年來，中國印刷發行業積累了豐富經
驗，治理模式和體制改革成效顯著。產業發展
規模、技術服務水準、創業創新能力持續提升，

■ 根據第八屆中國國際全印展反饋
的信息，受疫情和政治性因素影響，
國外印刷頭部企業大都被迫減少與
中國進行關鍵技術交流。

「 UPM 麗印 ® 雅光銅版紙 」8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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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從本質上看，是危機並存、危中有機、危

難題和關鍵核心技術群策群力、抱團攻堅。高

可轉機。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們清醒，迫使我們

科技發展實質上是個機率的問題。進軍這個產

必須立即行動。從當前國家科技創新發展趨勢

業的企業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只要有

看，也體現著這種態勢。放眼全國，自疫情爆

某家公司突破「 瓶頸 」
，整個產業鏈就會從中

發、復工復產以來，已經很難找到一個省或某

獲益。從此角度說，疫情給印刷發行業帶來了

個大城市沒有把科技戰略目標放在半導體製造

科技創新的重大機遇。

上。印刷行業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對相關技術

深入分析中國印刷發行業
「 十四五」時期高質量融合發展方向
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十九屆五中全

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精神文化產品，關係到黨

會明確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強國的遠景目

中央新發展格局戰略決策的貫徹實施。只有全

標，並強調在「 十四五 」時期推進社會主義文

面深刻地認識印刷發行業在「 五位一體 」總體

化強國建設。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佈局中的重要地位，把握印刷發行業在國民經

央基於歷史和現實、著眼全域和長遠作出的戰

濟體系中的重要作用，才能更加堅定文化自信，

略決策。

才能更加堅守崇高的文化理想，才能更加自覺
更加主動地承擔起宣傳思想工作使命任務，肩

印刷發行業作為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重要

負起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歷史責任，充分發揮出

推動力量，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服務支撐，必

印刷發行業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

須始終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向，扭

推動發展中義不容辭的重大作用。

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印刷發行業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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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產業鏈、價值鏈更多依託國內市場，提升

堅持問題導向

印刷發行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

印刷發行業「 十四五 」規劃的編制，要抓住關

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準動態

鍵問題深入研究、有效突破，著力推動解決印

平衡。觀大局、謀方向、明思路，既要立足中

刷發行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

國新發展階段大局，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

在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等方面下

念，也要緊扣高質量發展，推動融合、鼓勵創

硬功夫。通過調研和討論，這些關鍵性、基礎

新，加快構建印刷發行業新發展格局。

性問題越來越清晰、越來越集中。比如：智能化、

堅持政治方向

老齡化趨勢持續增強帶來的保就業壓力的問題；
西方國家對中國技術封鎖圍堵成為常態，數碼

印刷發行業是黨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陣地，具

噴墨印刷等關鍵技術存在「 卡脖子 」風險的問

有意識形態和市場雙重屬性。促進印刷發行事

題；有效供給不足導致的發行業態融合和轉型

業全面繁榮和產業健康發展，關係到為宣傳黨

升級遭遇「 天花板 」的問題；網上網下發行並

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提供堅實保障，關係到

存導致的圖書價格戰法律根源的問題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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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既是「 十四五 」時期印刷發行業治理體

堅持效果評價

制機制改革創新的關鍵所在，也是推動產業高

目前，中國印刷發行業總體規模、實力還不夠

質量發展的戰略性、先導性任務。需要我們既

強，在文化產業中所佔比例還不高，其獨特優

積極有為又持之以恆，集中力量，聚焦重點領

勢還未很好地發揮。以往，戰略目標、工程任

域和關鍵環節，盡早取得突破。

務都很正確，但落地落實效果不夠顯著，其中

堅持目標引領

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缺乏明確的效益激勵機制。
「 十四五 」規劃，要結合印刷發行業的資源稟

謀劃印刷發行業「 十四五 」發展思路的一個基

賦、發展基礎，明確科學目標，圍繞解決影響

本要求，是把建成印刷發行強國的發展願景轉

和制約行業高質量發展的突出問題和體制機制

化為具體行動，激發全行業創業創新的活力和

障礙，找準踐行質量變革的著力點，抓住效率

動力。為此，「 十四五 」發展目標要與國家全面

變革的根本點，突破動力變革的關鍵點，抓緊

建成小康社會、與生態文明建設、與「 一帶一

構建有效激勵、效益為先，內生發展、市場認

路 」倡議、與構建「 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等戰

可的效果導向機制，增強企業發展的緊迫感、

略舉措和規劃設計相結合相協調，以高度的政

責任感和危機感，切實提升印刷發行業的競爭

治自覺，在國家大局中明方向、找位置、助協

力、影響力。

同，為大局服務、為中心賦能。

探索謀劃中國印刷發行業
「 十四五」時期的戰略任務
「 十 四 五 」時 期 印 刷 發 行 業 發 展 任 務 十 分 繁
重。調研中，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印刷
發行行業「 十四五 」時期規劃的制定，要與
「 十四五 」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相銜接，

升級步伐，全面提升印刷發行企業的影響力、
競爭力。

推進重大項目帶動戰略

重在戰略性、前瞻性、指導性。從戰略性任務

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通過具有基礎性、戰略性、

高度看，建議從六個方面加以推動。

先導性、帶動性項目建設，力爭在重點領域取

推進品牌戰略

得若干項跨越式成果，打造覆蓋廣泛、技術先
進、集約高效的印刷發行業產業鏈、供應鏈，

著力打造一批具備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競爭力、

構建印刷發行產業新格局。這是穩固印刷發行

市場號召力的知名產品品牌和企業品牌，切實

產業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增強其在國際產業

發揮好國家印刷示範企業的引領輻射作用；切

循環中帶動能力的戰略需求。為此，既要切實

實貫徹好「 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

強化產業鏈的韌性，也要加快補齊產業鏈、供

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 」原則，實施實體書店示

應鏈短板，推動印刷產業第三次有序梯度轉移，

範項目，打造一批文化地標和最美書店，扶持

注重以產業鏈的不斷增強和完善助推產業的結

一批專業書店和特色書店，加快實體書店轉型

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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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舉行的中國印刷業創新大會以
「 聚焦融合化 」為主題，「 十四五 」期間應聚
焦產業鏈融合、互聯網融合和跨界融合。

推進園區基地和先進產業集群戰略

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

要汲取「 十二五 」及「 十三五 」時期產業園

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

區規劃和建設經驗教訓，進一步加強和提升園

勁更可持續的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印

區規劃水準，突破以往園區建設「 背靠背 」式

刷發行業已經是內中有外（國內市場國際化）
，

物理距離限制，在合理服務半徑內，強化戰略

內外交融、內外一體。謀劃「 十四五 」時期發

佈局和統籌規劃，促進各種要素資源合理配置，

展，應以「 雙循環 」為驅動力，完善政策措施，

形成更具競爭能力的先進產業集群。我們欣喜

培育打造一批具有創新開拓能力的重點企業，

地看到，很多地方在推動形成先進產業集群方

引領國際印刷發行相關領域發展水準，重構走

向上正在進行有益的探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出去新格局。

「 京津冀＋東北 」
、
「 長三角協同機制 」
、
「 珠三
角及大灣區產能提升規劃 」和各種「 編印發一

推進人才興業戰略

體化產業融合 」等規劃、構想正在醞釀和調研

應弘揚以忠職敬業、極致求精、專注持恒為核

中。這為規劃印刷發行產業「 十四五 」時期產

心的工匠精神，完善人才脫穎而出的體制機制，

業園區建設提供了經驗和啟示。

強化技能培訓和職業素養涵養，打造一支門類

推進融合發展戰略
早前閉幕的 2020 中國印刷業創新大會指出，當

齊全、結構合理、技能突出、能幹善創的高素
質從業隊伍，切實解決多年來困擾行業的人力
資源問題。

前傳統生產方式遇到了瓶頸制約，印刷業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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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創新自我革命的新關口。
「 十四五 」期間，

今年的疫情使印刷發行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應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聚焦產業鏈融合、

挑戰。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

互聯網融合和跨界融合，從出版、教育、文化、

導下，我們贏得了抗擊疫情的重大戰略成果。

旅遊、科技等方面深度探究融合發展的新路徑，

印刷發行戰線應抓住難得時機，以壓實責任推

著力打造印刷發行新產品、新業態和新模式。

動陣地前移，以明確任務倒逼工作創新，以協

推進走出去戰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
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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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聯動激發效應倍增，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
推動行業高質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