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香港印刷業商會楊金溪會長（左一）出席
年會，與中國印刷技術協會武文祥名譽理事長

（左二）、沈忠康首席顧問（右二），以及印刷
技術雜誌社王麗杰總編（右一）合照留念。

■ 年會由中國印刷科學技
術研究所陳彥所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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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商「文化創新時代的成長策略」

■ 資料來源：科印傳媒《印刷經理人》

共商「文化創新時代的成長策略」共商「文化創新時代的成長策略」共商「文化創新時代的成長策略」共商「文化創新時代的成長策略」共商「文化創新時代的成長策略」

2012全國印刷經理人年會

■ 2012全國印刷經理人
年會共吸引350餘位業界
人士參與，場面盛大。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

國民經濟支柱型產業的戰略目標；十七屆六中

全會進一步強調推動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使

文化產業成為新的增長點、經濟結構戰略性調

整的重要支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

點。文化產業的新定位，為包括印刷業在內的

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新機遇，開闢了新空間，

也提出了緊迫的要求。印刷業如何抓住文化產

新聞出版總署

印刷發行管理司副司長

曹宏遂先生

一、深入學習貫徹十七屆
  六中全會精神，
  推動文化產業大發展大繁榮

業大發展大繁榮的歷史機遇，如何積極轉型升

級，獲得可持續性增長，在這裡想講三個方面

的問題，與大家共同研討。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提出了建設社會

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簡要來說，十七屆

六中全會的精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充

分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 UPM 雅光」9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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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商「文化創新時代的成長策略」

從2002年到2012年，全國印刷經理人年會已經連續成功舉辦十屆。今年的年會去到了「中部高

地」—湖北武漢，於2012年9月13至14日在東湖國際會議中心成功舉行，政府主管領導、行業

協會人士、百強印刷企業與精英印刷企業代表、印刷設備與器材商代表等350餘人出席了此次盛會。

年會同期還舉行了中國印刷企業100強頒獎典禮。

今屆年會以「文化創新時代的成長策略」為主題，設置了「文化實驗場」、「海德堡東湖論壇」等環節，

分享了廣大印刷企業的文化探索與實踐，為與會人士奉上了一場精彩的思想盛宴。國家新聞出版總

署印刷發行管理司曹宏遂副司長針對印刷業該如何抓住文化產業大發展大繁榮的歷史機遇、如何積

極轉型升級，提出了全方位而有益的指導，今期《香港印刷》將全文刊登他的主題演講。另有年會

主辦方中國印刷技術協會曲德森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湖北省新聞出版局張良成局長的精彩發言，以

及此次年會主講嘉賓之一的北京頂佳創世紀投資有限公司姚松總經理，發表他對印刷企業創新的獨

到見解。此外，今期《香港印刷》還將輯錄年會發言嘉賓的精彩語錄，讀者不容錯過。



緊迫性，提升文化自覺；二是堅持走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

化強國，提升文化自信；三是認真貫徹落實深

化文化體制改革發展的各項舉措，推動文化大

發展大繁榮，實現文化自強。

要建設怎樣的文化強國？在十七屆六中全會《決

定》中，用四句話做了最深刻的描述，這就是：

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社會文化生活

更加豐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

障，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面提高。

大家從中可以看出，文化強國就是要不斷提升

全民族素質，更好地激發全民族創造活力，造

福人民群眾，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文化產品，

在其中承擔了重要的文化載體作用。文化產業

的發展，直接影響著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目

標的貫徹和實現。

「十二五」印刷業取得「開門紅」

發展勢頭良好

印刷業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

大以來，中國印刷業改革開放步伐不斷加快，

體制機制不斷創新，印刷市場持續穩定繁榮，

印刷業基本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十一五」期間，

中國印刷業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為19.3%，

遠高於同期國民生產總值11.2% 的增長速度，

成為擴大內需、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產業。

進入「十二五」以來，印刷業也取得了「開門紅」

的好成績。2011年，全國共有印刷企業超過十

萬家，從業人員356萬餘人，資產總額9,256

億元（人民幣，下同），印刷業總產值已達到

8,677億元。

近幾年來，總署堅持對印刷業進行結構調整，

以綠色印刷、數碼印刷為切入點，以示範企業

為龍頭，使中國印刷業一直向好的方向發展。

以2011年為例，一是行業生產率穩步提升，印

刷企業總數比上一年減少1,930家（下跌1.8%），

從業人員數量比上一年減少9.7萬人（下跌

2.7%），而總產值增長了12.59%。二是規模以

上企業成效凸現。2011年，全國規模以上印刷

企業（即印刷產值5,000萬元以上企業）比上

一年增加292家，達到2,439家，佔全國2.4%；

印刷總產值為4,396.89億元，佔全國50.7%。

這充分表明，規模以上企業已成為中國印刷業

發展的主力軍，印刷市場在加速向規模以上企

業集中，中國印刷業的集約化程度正在大幅提

升。三是中西部地區正在崛起。據統計，去年

從珠三角轉移出去的產值有173億元，從環渤

海轉移的產值有87億元，總計有260億元的產

值轉移到中西部地區。中國印刷產業的格局正

在悄悄發生變化。如對外加工貿易，去年總額

680億元，比上一年增長2.9%；而珠三角實際

減少17%；與此同時，上海上升了50.5%，江

蘇也增加了46.2%。這表明中國印刷業對外加

工貿易開始由集中於珠三角，逐步向長三角及

其他沿海地區轉移。

印刷業成為中國文化產業主力軍

從印刷業對文化產業的貢獻度來講，2011年中

國印刷業總產值，已佔全國新聞出版業總產出

1.46萬億的近60%，約佔中國文化產業總產出

的20%，印刷業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

主力軍。

大家也許有些疑問，一直覺得印刷業與文化產

業的關聯度不強，屬於邊緣性產業，尤其從事

包裝印刷、商務印刷的企業有此顧慮。在這裡

可以明確告訴大家，在今年7月底，國家統計

局發佈了新修訂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該

《分類》在2004年作為國家統計標準頒佈實施，

隨著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戰略型產業目標的

提出，也考慮到原有文化業態不斷融合、文化

新業態不斷湧現的現實情況，該《分類》在今

年做了全面的修訂。

新《分類》中，將文化及相關產業分為「文化產

品的生產」和「文化相關產品的生產」兩部分。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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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企業所從屬的「書、報刊印刷」、「本冊印

製」、「包裝裝潢及其他印刷」、「裝訂及印刷相

關服務」都屬於「文化相關產品的生產」這一部

分。與此同時，與印刷企業密切關聯的產業鏈

環節，如「機製紙及紙板製造」、「油墨及類似

產品製造」、「印刷專用設備製造」等，也被納

入「文化相關產品的生產」這一類別中。大家請

注意，對印刷行業來講，納入文化相關產業的

範疇，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像「本冊印刷」、

「裝訂及印刷相關服務」、「油墨及類似產品製

造」等，都屬於新增的行業，「包裝裝潢及其他

印刷」也覆蓋到全部業務。這意味著，印刷業

與文化產業間的關聯性被進一步明確，印刷業

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中的主力軍作用被進一步

肯定。

文化產業統計指標體系不僅是一個統計工具，

某種意義上也反映了文化產業政策的變化趨向。

下一步，國家將在財政、稅收、金融、用地等

多方面出台支持政策，推動重點文化產業的快

速發展。中國印刷100強企業是行業中的大型

企業、精英企業，應著力研究新形勢下產業政

策導向的新特點，思考如何踏準文化產業大發

展大繁榮的歷史節拍，在新時期走出新征程。

二、找準發展突破口
  做好新時期的新命題

傳統印刷企業如何融入文化產業發展進程？如

何嫁接文化創意元素？如何佈局文化生態？這

一切都是新命題，也是需要印刷企業加緊步伐

創新發展的方向。

1. 豐富印刷內涵
 加快向現代服務型產業轉變

傳統印刷基本是來稿、來樣、來料加工的服務

形式，這一服務業態使印刷企業陷入被動的生

產模式，陷入同質化競爭的泥沼。印刷企業應

盡快豐富服務內涵，積極創立信息技術、創意

設計和加工服務三位一體的現代印刷產業形態，

加快從被動加工型產業，向主動服務型產業的

轉變。

具體而言，印刷企業可以積極發展創意、設計

前端服務，儲備差異化的競爭利器；可以積極

與內容產業相結合，大力開發不同領域的內容

資產數字資源庫；可以提供設計、採購、印刷、

配送等一條龍服務項目，為客戶提供整體解決

方案。需要強調的是，創意、設計是很多傳統

印刷企業並未著力建設的業務環節，也是需要

植入文化元素、形成業務突破點的環節。印刷

企業最了解包括紙張、油墨等各種材料，最熟

悉印刷工藝，最可能實現設計師的理想要求，

因此建議印刷企業在創意設計上可多下些功夫。

2. 依靠科技進步
 對接產業轉型期的發展需求

應用數字、網絡技術改造現有印刷業，促進印

刷業現代化，既是當前時期印刷企業的歷史使

命，也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印刷企業可以積極

發展電子商務與網絡印刷，借助信息技術延伸

業務觸角；也可以率先實施數碼印刷與印刷數

字化工程，在滿足個性化需求、按需印刷的同

時，開闢新的業務領域。需要注意的是，新的

產業生態常常會借助新的技術手段衍生與發展，

需要印刷企業潛心摸索、大力開拓。

3. 多方利用資源
 在多元發展中獲得生機

在文化產業加速發展的新形勢下，印刷企業既

可服務下游，也可在重點文化產業中尋找商機，

直接進軍出版發行、文化創意、數字內容等產

業；既可在現有基礎上轉型升級，加強技術創

新、數字化拓展，也可直接搶佔終端市場，自

主生產產品，打造文化品牌；既可從現有業務

入手，做出差異特色，也可打造數字化、文化

產業園區等虛擬或者實體平台，創造新業務生

態；既可充分發掘國內文化市場潛力，也可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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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時機進軍國際文化市場。

總之，可借鑒的業務模式、可走通的路很多，

但需要印刷企業認真盤整自己的資源，物盡其

用、取長補短，走出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同

時，建議印刷企業眼光向外，目前中央和地方

政府通過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投資基金、

稅收等優惠政策，對轉企改制和其他符合條件

的文化企業給予支持。對印刷企業來說，主動

了解、積極爭取這些政策，也會為行業的轉型

發展提供強力支持。

三、積極引導，規範管理
  助力印刷業轉型升級

作為文化產業、新聞出版產業發展的主力軍，

按照印刷業「十二五」規劃的總體目標，到

「十二五」期末，中國印刷業總產值預計超過

11,000億元，從印刷大國向印刷強國的轉變取

得重大進展，爭取在新聞出版業中提前實現強

國目標。為了保障「十二五」規劃的順利實施，

加快印刷業升級的步伐，未來一段時間，總署

將協調有關部門，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好印刷管

理和產業發展工作。

1. 推動綠色印刷

綠色印刷既是推動產業升級的手段，也成為產

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切入點。2011年10月17日，

國務院印發了《關於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

意見》（國發 [2011]35號），對新時期環境保

護工作進行了部署，其中強調指出，「鼓勵使用

環境標誌、環保認證和綠色印刷產品」。2011

年12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

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部門分工的通知》（國辦函

[2011]158號），國家質檢總局、工業和信息化

部、財政部、環境保護部、新聞出版總署等部

門具體承擔此項工作。這是國家對綠色印刷工

作的高度重視和肯定，也是行業大力推進綠色

印刷實施的重要依據。

今年是貫徹國務院工作要求、具體落實任務的

第一年，印刷行業要按照新聞出版總署、環境

保護部《關於實施綠色印刷的公告》的部署和

安排，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綠色印刷。一是

新聞出版總署、教育部、環境保護部在5月聯

合印發了《關於中小學教科書實施綠色印刷的

通知》，綠色印刷在新聞出版工作中進入了具體

實施環節，目標是今年秋季採用綠色印刷的中

小學教科書數量，應佔總量的30%；再經過一

至兩年，基本實現中小學教科書綠色印刷全面

覆蓋。二是獲得綠色認證的企業數量逐步提升。

至8月底，全國已有130多家印刷企業獲得認

證。

今年，總署還將配合環境保護部，出台商業票

據綠色印刷標準，爭取在商業票據綠色印刷實

施工作方面有較大進展；計劃出版凹版及其他

印刷方式的綠色印刷標準，逐步擴大綠色印刷

領域和品種。另外，由於使用環保材料、改造

印刷設備，企業成本上漲，這給利潤本來就很

低的印刷企業帶來了一定壓力，總署正與有關

部門積極協調，爭取中央財政對印刷綠色中小

學教科書給予一定的優惠補貼，包括教材價格

的適度上調。期望到「十二五」期末，基本建立

綠色環保印刷體系，力爭綠色印刷企業數量佔

中國印刷企業總數的30%。

2. 培育示範企業

2011年12月7日，新聞出版總署發佈了《國家

印刷複製示範企業管理辦法》，力圖通過對示範

企業的評選，更好地發揮示範企業在轉變發展

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提升行業素質等方面的

引導和輻射作用。《辦法》從合法經營、規模效

益、技術裝備、創新研發、管理體系、綠色環

保、人才隊伍、地方扶持八個方面，規定了申

請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必須具備的條件。總

署的想法是，將印刷企業分隔成幾個層次，首

先劃出規模以上企業，目前有2,400多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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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礎上，評選國家級的印刷示範企業。今年7

月，第一批25家企業通過了考核和終審，並在

新聞出版總署門戶網站上進行公示。通過公示

的企業將被認定為第一批「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

業」。

按照《辦法》的規劃目標，到「十二五」期末，

將在全國範圍內建立100家左右「國家印刷複製

示範企業」，希望這些企業真正發揮示範和領軍

作用，國家也會在相關政策方面對示範企業給

予支持。如示範企業可以享受國家文化產業發

展專項資金支持；從事出版物印刷和其他印刷

的三資企業，在中方比例或者權益不低於30%

的情況下，外方可以控股或者佔主導地位；在

接受委託印刷境外的產品時，在保證文化安全

的基礎上，可以適當簡化審批程序；以及在中

國出版政府獎（印刷複製獎）評獎、進口設備

等方面享受政策扶持。歡迎已經具備條件的印

刷企業積極申請示範企業資質，也希望大家目

標高遠，再接再厲，把自己錘煉成行業中既優

且強的標杆企業。

3. 推廣數字化技術

推廣數字化技術將以數碼印刷、數字化工作流

程、CTP 和數字化管理系統為重點。2011年，

全國有數碼印刷企業799家，生產型數碼印刷

機裝機數量達2,145台，數碼印刷總產值近40

億元。數碼印刷在中國起步較晚，前期發展速

度較慢，近年才有一點起色。計劃到「十二五」

期末，爭取數碼印刷產值佔中國印刷總產值的

比重超過20%。

在數字化技術的推進工作中，總署啟動了項目

帶動戰略。項目帶動戰略是「十二五」時期推動

印刷產業發展的重點戰略之一，即以項目建設

帶動印刷產業整體發展，加快印刷技術的創新

升級。新聞出版總署已經在國家發改委成功申

報了印刷產業專項項目，包括「數碼印刷與印刷

數字化」和「綠色環保印刷體系建設」兩大工程，

第一批十大項目的5,420萬元資金，已從中央

預算內投資的結構性調整資金中專項撥付，其

後項目也在陸續申報、審理過程中。

推動印刷產業轉型升級和技術改造，主要依託

於印刷裝備方面的技術研發和改造，兩大工程

主要側重於噴墨數碼印刷設備和綠色環保印刷

設備，以及相關材料的研發。數碼印刷和印刷

數字化工程，旨在實現當今世界最先進的噴墨

數碼印刷技術並使之產業化，同時對傳統印刷

產業進行數字化技術改造，以加快中國印刷產

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步伐。綠色環保印刷體

系建設工程，旨在落實國務院關於節能減排的

工作部署，通過研發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綠色

環保印刷設備、技術、工藝和原材料，加快推

進印刷企業的環保生產，推動整個印刷產業實

現節能減排。希望大家把好的印刷項目報上來，

總署將繼續積極協調國家有關部門，認真履行

有關評審程序後給予扶持。

4. 加強人才隊伍建設

今年上半年，2012年第三屆全國印刷行業職業

技能大賽一直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目前，學生

組決賽已經結束，並通過兩輪選拔，選出十名

選手集訓一年，準備參加明年的第42屆世界技

能大賽。職工組三個工種的決賽也已於最近全

部結束，總結表彰工作於第四季度進行。

人才是產業素質提升的關鍵、轉型升級的重要

保障。行業要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大力實施人

才工程，加強對各種人才的系統化專業培訓；

要發揮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在印刷專業人才培

養中的重要作用，建立產學研相結合的人才培

養機制；要繼續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推行職業

技能鑒定，繼續組織好印刷職業技能大賽；建

立印刷行業資格認證體系，完善准入條件和制

度，逐步提高從業人員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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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經理人年會已經走過第十個年頭，在

它的見證下，過去的十年，中國印刷業

已經交出了一份亮麗的答卷：2002年中國印

刷業總產值僅為1,708億元（人民幣，下同），

2011年上升至8,600多億元。近三年公佈的《新

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顯示，印刷複製業一直

是新聞出版行業的支柱型產業，佔全行業總產

出的半壁江山。同時，中國印刷業的集約化程

度大幅提升，中國印刷企業數量從十年前的16

萬多家，降至今天的十萬多家。2011年，2,400

多家規模印刷企業創造了中國印刷業一半的產

值。

把目光滙集到今年的中國印刷企業100強排行

榜，與去年相比，上榜門檻和各項指標總計數

字都有所提升：百強新門檻3.51億元，百強銷

售收入總計790.61億元，創歷史新高。

在這樣的時刻，大家會聚一堂，分享百強企業

及整個中國印刷業的十年成長、十年發展。同

時，以「文化創新時代的成長策略」為主題，共

同探討在多種力量推動文化產業加速發展的今

天，印刷業該如何把握機遇、借力發展，具有

極其迫切的現實意義。

2000年，中央文獻中首次使用了「文化產業」

這一概念。十餘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從產業

界到學術界，對必須進一步釋放中國文化生產

力、加快文化體制改革步伐和文化產業發展，

已逐漸達成共識。2009年，國務院發佈《文化

產業振興規劃》；2010年，中央提出推動文化

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2011年，中央

再次明確「到2020年，將文化產業發展成為國

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奮鬥目標。此外，新聞

出版總署發佈《新聞出版業「十二五」時期發展

規劃》，提出「十二五」時期，新聞出版產業增

長速度達到19.2%，到「十二五」期末，實現全

行業總產出29,400億元，實現增加值8,440億

元。這一系列方針政策都足以體現國家對文化

產業發展的重視。

文化產業作為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少、附加

價值高、發展潛力大的「綠色產業」，相對於傳

統產業具有較強的拉動性和「溢出效應」，是當

今世界公認的「朝陽產業」。在國家和地方文化

產業發展優惠政策的推動下，中國文化產業已

經連續多年增速高於國民經濟增長，成為新的

經濟增長點。

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帶來的巨大空間，已經吸引

一部分印刷企業開始了創意探索與文化轉型之

路。當傳統印品被植入文化創意的元素，當老

舊的印刷廠房變身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當高

新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提升傳統文化產業，並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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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業鏈的重組與升級。可以看到，長期以來

為他人作嫁衣的印刷行業，正在憑藉文化、創

意、科技的力量改變舊有的增長方式，或融合

文化資源，或立足培育品牌，或謀劃實施文化

產業項目，全面提升整個行業的核心競爭力。 

然而，大家需要清楚知道，從總體上看，大部

分印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產品低端重

複；產業結構不夠合理，致使惡性循環影響行

業發展後勁；面對數字傳媒的衝擊，紙質出版

物印刷品市場需求正在萎縮；行業人才層次偏

低、管理粗放等等。在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的時

代背景之下，印刷業積極轉變發展方式、增強

內生動力、優化產業環境，既是國家文化產業

「十二五」時期發展的總體要求，也是印刷產業

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

如今，站在轉型跨越的新起點，期待借印刷經

理人年會這一平台，與大家一起探討，如何把

握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用創意拉動效益，用

文化驅動轉型，共同創造屬於印刷業的黃金時

代！

湖 北地處祖國中部、長江中游，總面積

18.59萬平方公里，總人口6,000餘萬，

素有「九省通衢」、「千湖之省」、「魚米之鄉」的

美譽。2011年，全省完成生產總值19,594億

元，經濟總量在全國上升至第十位。

與之相同步，湖北印刷行業搶抓東部沿海產業

轉移的歷史機遇，奮發進取，開拓創新，印刷

業的發展環境越來越好，市場主體越來越強，

行業結構越來越優，產業規模越來越大。據統

計，全省印刷工業總產值已從2005年的91億

元，躍升到2011年的212億元，佔全省文化產

業總產值三分之一以上；襄陽印刷工業園、咸

寧印刷城、仙桃東莞印刷產業園等一批印刷產

業基地不斷發展壯大，武漢虹之彩、瑪麗紙品、

紅金龍印務、波爾亞太、雅都包裝、金三峽等

一批企業躋身全國先進行列，湧現出胡家元、

張保國、袁國雄、嚴磊、尹業新、陳邦傳等一

批全國知名的企業家，為建設文化強省發揮了

重要的作用。

風正海闊好揚帆，百尺竿頭再出征。當前，在

世界金融危機導致國際國內經濟格局深刻調整

的背景下，湖北已成為擴大內需的前沿，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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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學發展、跨越式發展的「黃金十年」。中央、

國務院對湖北發展寄予厚望，要求湖北加快構

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重要戰略支點，把武漢建

設成為國家中心城市，在促進中部地區崛起中

發揮更大作用。全省上下正按照省第十次黨代

會部署，深入實施「一元多層次」戰略體系，同

時攜手湖南、江西兩省共同推進長江中游城

市集群建設，打造新的增長極。希望全國印刷

界搶抓湖北發展機遇，在輸送投資的同時，為

湖北印刷業帶來開闊的國際視野、先進的市場

理念、卓越的企業文化和靈活的體制機制。湖

北省新聞出版局將以此年會為契機，努力為大

家營造一流的發展環境，共創印刷行業美好未

來！

回 顧印刷經理人年會歷屆的主題，十年前，

2002年的主題就是印刷業與時俱進的活

力與創新。從十年前剛進入印刷行業，到今天

年會的主題還是和創新有關，這麼多年大家仍

然圍繞創新和轉型升級，說明在激烈變革的時

代，只有「變」是不變的事情。大家都很關心，

未來的印刷廠究竟會是什麼樣？對每個人的影

響是什麼？這些問題越來越變成長期化的問題，

甚至有些撲朔迷離。

只有創新才能突圍

在需求方面，大家都能看到電子化閱讀的衝擊，

包括多媒體的運用，令紙製品的需求越來越遞

增乏力，甚至局部領域會下降；小批量、多媒

體的趨勢，也會導致傳統生產管理的難度越來

越高。在供給方面，設備性能顯著提高，產業

門檻降低，印刷行業產能過剩，供大於求，競

爭日益變得殘酷。在人力資源方面，勞動力普

遍缺乏，行業勞動強度過大，行業吸引力過低，

用工越來越難，用工成本反而越來越高。部分

印刷企業可能最近在接單問題上都有困難，這

都是可以想像的。同時，在技術應用領域、商

業模式領域，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模

式不斷的湧現，讓企業目不暇接，難以判斷。

在這樣的環境下，很多變化是市場發展和科技

進步的必然結果，還有些變化是生產關係相對

滯後於生產水平的必然結果。

經濟的宏觀面並不明朗，行業的微觀面也不樂

觀。頭上是玻璃天花板，眼前是陣陣迷霧，活

在當下，作為企業家只能面對這一切。大家該

怎麼辦？

北京頂佳創世紀

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

姚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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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低耗是創新大方向

在當今時代，拒絕推陳出新的企業早晚要被淘

汰。如果一個企業做到某種程度失去創新慾望，

沒有更遠的願景，只是徘徊在今年利潤多少、

明年利潤多少的問題上，這是很悲哀和索然無

味的事情。

過去，我們用已知方法解決已知問題，往往單

純增加生產要素擴大生產規模，用更多設備、

更多員工去生產更多產品，獲取更多財富，這

是常規之路。但隨著局面的變化，粗放型的生

產肯定會走到盡頭。如今，我們要把握的是變

化，發現新機遇，制定出新方法；通過改善生

產要素質量，優化要素組成機構，提高勞動生

產率；用較小的資源消耗，生產數量更多、附

加值更高的產品，從而提高資源利用率，這是

創新的大方向。

靈活多變 敢為人先
積極創新

說到創新，很多企業都有不同的觀點，更多的

是誤解。首先，我認為創新並不高深莫測，創

新不是大企業的專利，創新經濟鼓勵的本身就

不是統一性，而是多元化和創造力，中小企業

才是創新的主力軍。作為中小企業，要有二次

創業的激情，需要敢為人先，積極創新的精神；

需要有為社會、為個人創造財富的慾望，最終

要達到創想的目的。

同時，創新也不是高消費，並不代表高投入和

專業化。我們要有低成本的創新，讓員工享受

創新的樂趣，比如在流程上的創新，通過技術

庫的運用，實現技術創新。

第三，創新本來就不是墨守成規，而是敢為人

先的突破，是在常規中標新立異，實現質變的

過程。這一點上，需要有突破性思維。

創新需要多方配合

創新需要環境，首先是自身企業負責人要有開放的

胸懷，社會要有開放的氛圍，因為創新不僅僅源自

於科學技術，更多源於心理和文化。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何況他山之石有些情況本來就是玉，本來就

應該拿來主義，消化吸收、博採眾長，最終為我所

用。

創新需要有實體企業、金融機構、教育培訓機構包

括監督管理單位，組成創新的生態系統，形成有利

於企業創新和蓬勃發展的氣候。在這種良好的氛圍

中，有創新設想的企業，創業者能夠找到投資者乃

至合作夥伴，建立成創業公司，從微不足道逐漸成

熟起來。我們更注重建設有利於創新的環境，例如

創新工場的孵化器，針對創新的創業者提供一部分

資金、商業市場、技術研發人力、法律培訓等服務，

幫助創業型公司順利啟動，快速成長，而不僅僅圍

繞具體的創新。

創新涉及到管理技術、文化等許多方面，因此要做

好戰略創新和戰術創新的結合，打好組合拳，完成

總體戰略，進而實現自己的彎道超越。具體而言，

通過創新轉型升級的通道有很多種，我們也在長期

關注各種創新模式，大體分為以下幾種：

1. 為客戶著想，和客戶融合在一起，實現按需印刷

的目標，最終變身為信息傳播服務器。

2. 利用網絡技術，合版印刷，實現商務模式的突破。

3. 圍繞數字資產的管理，利用新技術實現突破。

4. 品牌化經營。

5. 發揮地區差異優勢，到中西部甚至國外地區擴大

規模，轉換經營地帶的創新。

6. 形成產業化集成的生態系統，改變小而全大而全

局面，全方位提高印刷企業生存發展機力，提供

「1+1＞2」的可能性。

7. 利用自身優勢向上游或下游整合，形成服務一體

化的產業鏈。例如在物流便利地區，企業利用足

夠大的面積，向客戶提供完備的倉儲物流服務，

從商品印刷領域進入商品物流領域，能為企業帶

來更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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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中國印刷業的發展最終會告別粗放發展的模式，

一方面將工業基地和園區作為轉型升級的重要

載體，同時技術創新，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

深度融合，從而使印刷產業佈局向集約高效、

協調優化方向轉變，提高印刷業服務體系。以

前我們認為印刷是加工屬性，到現在它的服務

屬性越來越強，最終會由於信息化工業化高度

融合，使企業真正進入市場佈局，而不僅僅是

簡單拼生產規模，拼生產質量。越來越多同業

會發現，自己變成非印刷的印刷企業，優勢整

合的方法是很多企業前進的方向。我認為，未

來一片光明，當企業面對各種變革，如果你無

法改變，那麼只能主動適應它，在它中間尋找

變革和融合，尋找鳳凰涅槃的機會，中間不一

定會順利，但一定要抱有希望，堅持下去。

今天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印刷行業也面臨著諸

多挑戰，變革時代需要「領袖」與「新銳」，以

非凡的智慧、卓越的眼光、自強的精神，不懈

的進取，重塑行業風貌，推動行業奮勇前行。

 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 陳彥

印刷複製業是新聞出版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佔據全行業總產出的半壁江山。近兩三年來，

國家陸續出台相關政策扶持文化產業發展，印

刷行業必將趁著「文化」東風，全面提升競爭

力，走出一條轉型升級的創新發展之路。我們

對中國印刷行業的發展充滿信心！

 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 莫德旺

所有創新的企業，他們力求突破的方向，他們

新商業模式的著力點，反而不是在印刷這個環

節之上，起碼不再大力發展印刷。

 印刷技術雜誌社總編、

 《印刷經理人》主編 王麗杰

發掘客戶需求、滿足客戶需求，是印刷企業經

營發展中要解決的最核心問題之一。宏觀經濟

環境變幻莫測、數字化浪潮滾滾來襲、產業轉

型升級暗潮湧動……世界在變，客戶需求也不

會一成不變。

 湖北省新聞出版局印刷處處長 鄧世清

我們不能為了做印刷而做印刷，需要了解客戶

關注什麼，而且必須從包裝設計、研發等方面

都融入這種思想。在一個以創新作為主流的時

代，我們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做。

 上海金匯通創意設計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張久芝

傳統印刷是被動的來料加工，而現代印刷應該

大力發展創意印刷。本公司一直致力於創意印

刷，實現跨界服務，不斷提升技術的靈活性，

實現了從傳統向數字化的轉型升級。多年來，

本公司有四點發展體會：核心技術一定要自己

掌握；產學研用，互動結合；建立職業化、創

新化的技術團隊；爭取政府部門的政策扶持。

 上海四維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盛盧慶

如果在五年前，我可能還會認為設計、創新應

該放在印刷行業最主要的位置，但是未來煙草

行業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很多卷煙產品將進行

整合，單一產品的產量不斷增大。所以對於煙

包印刷企業來說，產能才是最高要求。

 上海煙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副總經濟師 俞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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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企業成功的經驗有很多。如將設計引入加

工貿易服務的範疇；把上下游有關企業的資源

結合起來；採用適合印刷行業的精細化管理模

式；將信息技術資源集合起來，實現二次創新；

做自己最熟悉的業務，而不盲目拓展業務；定

位於印刷業的科技服務公司；主動向國內外專

家學者學習，「被動」向客戶學習；把客戶的需

求作為企業成功的最大推動力。

 浙江華人數碼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長 徐衛健

數字化是一把銼刀，可以挫平數碼與傳統的邊

界，形成更多元的路徑；如今的印刷業是碎片

化的，如何將這些碎片拼接，考驗每個印刷人

的水平；時間可以解決我們的每個問題，發展

可以解決我們的很多矛盾，在運動中的企業才

會健康發展。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副總經理 黎雪

數字時代，紙質書能夠存活多久，不僅是印刷

業需要考慮的問題，也是出版社需要考慮的問

題。從我了解國外的情況來看，西方國家數字

技術的發展比我們成熟，但他們的紙質書受到

數字技術的衝擊並不大。我相信，紙質圖書和

數字閱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會相互並存。

 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 劉學明

積極探索和打造廣州包裝印刷文化創意產業園，

促進廣印集團加快延伸並融入現代服務業創新

發展；集創意、設計、策劃、推廣、包裝印刷

五位一體，充分發掘現有包裝印刷資源的潛力，

實現產業鏈的縱橫向延伸；依託創意設計切入

包裝印刷的上游領域，以新創意、新設計、新

商品帶動主業方向的轉型。產業創意化究竟將

創造出什麼樣的新模式？沒有標準，沒有答案，

只有實踐。

 廣州包裝印刷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黨委副書記、總經理 牛小明

隨著中國富裕化程度的不斷提升，高端啤酒品

牌將持續發展，未來啤酒的產能也將獲得快速

增長，對包裝供應商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

包裝供應商的產品需要具有環保屬性，有一定

的競爭力和價格優勢，生產質量要保持穩定，

有創新性。

 百威英博亞太區高級採購經理 劉青

三個啟示性關鍵詞：定位、平台、機制。如何

解決學校與社會脫節的問題？學校要培養有社

會責任感的人才，注重開放式、國際化的教育

培養模式，注重學生的個性化培養；學生需要

具有良好的綜合素質和創新的意識；企業也需

要具有創新精神的領軍人物，並為學生提供發

展願景，用事業留人。

 武漢大學印刷與包裝系系主任 萬曉霞

每一個行業都有困境，海德堡面臨的現狀並不

是因為數碼印刷，而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

至今未消失。海德堡未來的競爭對手依然是傳

統印刷，數碼的勢頭猛勁是因為行業需要膠印

與數碼的組合。

 海德堡中國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蔡連成

為什麼近幾年來我們覺得生意難做了呢？是因

為我們思維定式的問題。我們不能用十幾年前

的方法來賺錢，需要創新思路，扔掉包袱，重

拾信心。目前，印刷從業人員教育程度低是行

業面臨的最大挑戰，這直接導致行業創新乏力，

因此印刷人的成長空間還有很多。

 海德堡中國有限公司

 單張紙膠印解決方案總監 夏靖

如何有效實施、創新企業的管理體制？營造以

人為本的競爭機制，組織協作的運行系統，以

流程優化為基礎，以供應鏈為核心，以客戶關

係為支撐。印刷品買家們如何挑選他們的產品？

價格，已經不能再便宜了。印刷企業應該通過

「管理」營利，把50% 的效益最大化。

 富士膠片（中國）印藝產品事業本部

 中國區營業副總監 佘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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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公司的創新發展軌跡，可概括為企業自主研發設

備、整合上游產業鏈、科學管理控制成本、產品創新

設計、多維度營銷渠道等幾方面的實踐。

 大楓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楊敏剛

高附加值印刷、特種印刷、專業領域印刷、合版印刷、

數碼印刷、按需印刷將成為印刷業的發展方向。所謂

按需膠印，是由自動化、標準化、革新化融合而成的

新的解決方案，結合了膠印與按需的特點，從而更好

地應對了極小批量和交貨期短的印刷需求。

 上海亞菲印刷機械有限公司總經理 劉震

現在產業鏈的生產模式會影響出版和印刷行業發展。

對產業鏈改造後，讀者可以通過書店或網上書店直接

訂購圖書，從而真正實現一本起印，沒有庫存的按需

印刷。

 奧西中國生產型打印系統事業部總監 宋春階

今 年是「中國印刷企業100強」排行榜十周年。

經過十年的演變歷程，今年百強榜的銷售收

入跨進3.5億元門檻；其中，年銷售收入在20億元

以上的企業有七家，在10億至20億元的有13家，

10億元以下的有80家。當納利（中國）投資有限公

司、鶴山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和上海紫江企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位居百強前三甲，年銷售收入均超

過25億元。

十年間，中國印刷企業百強門檻從0.93億元一路攀

升至3.5億元；百強榜首從首屆的八億多元飆至今年

的35億元，百強總體規模由200多億元擴展到800

億元。十年間，中國印刷工業總產值從1,708億元增

長至8,600多億元，已進入一個變革時代，印刷行業

面臨著更多挑戰，在變革時代的印刷人更要以非凡

的智慧、卓越的眼光、自強的精神，推動行業奮勇

前行。■

■ 年會的「海德堡東湖論壇」環
節上，嘉賓圍繞行業的思維創新
與服務創新話題展開討論。

■ 中國印刷技術協會于永湛理
事長（右二）、湖北省新聞出版
局張良成局長（左一）、中國國
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莫德旺副總
經理（右一），為2012中國印刷
企業百強前三甲代表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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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升至3.5億元門檻升至3.5億元門檻升至3.5億元門檻升至3.5億元門檻升至3.5億元
2012中國印刷企業百強

■ 香港印刷業商會楊金溪會長（左二）擔任百強企業頒獎嘉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