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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於2012年11月21日印

發《關於公佈首批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

的通知》，公佈首批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

名單。在榮登首批國家印刷示範企業榜單

的29家企業中，六家上榜的外資印刷企業

皆是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成為業內綠色

環保、科技創新、轉型升級的先行者與模

範。11月27日及28日，總署在遼寧省瀋

陽市舉辦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牌匾及證

書頒授儀式，並舉行綠色印刷培訓班。

■ 六家外資印刷企業榮膺首批國家印刷示範企業。

香港印刷業商會多家會員

榮膺首批國家印刷示範企業

開啟外資印企國民待遇新時代

■ 國家新聞出
版總署公佈首批國

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
名單，並於遼寧瀋陽舉
行牌匾證書頒授儀式，

同期還舉辦了綠色
印刷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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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利星數據光碟有限公司

上海新索音樂有限公司

江蘇新廣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凱瑞數碼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光碟複製示範企業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為 推動中國印刷複製行業轉型升級，充分發揮

優勢企業的引領示範作用，國家新聞出版總

署於2011年12月印發了《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

管理辦法》。經過材料審核、專家審議、最終審定

和網上公示等環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於2012年

11月21日正式公佈首批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名

單，29家企業最終入選，包括25家印刷企業和四

家光碟複製企業。其中，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

當納利（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東莞金杯印刷有限

公司、鶴山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鴻興印刷（中

國）有限公司、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

司等六家外資印企榮膺首批國家印刷示範企業，實

在可喜可賀！

這些示範企業既有綠色印刷的先行者，以切實有效

的行動把綠色低碳理念融入企業的自身建設中；也

有科技創新的探索者，注重科技創新與實踐，有效

提升印刷質量和生產效率；他們還是轉型升級的先

鋒，率先嘗試延伸產業鏈，探索商業新模式，推動

印刷行業創新轉型。

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郵票廠

瀋陽美程在線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金匯通創意設計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煙草包裝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界龍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伊諾爾印務有限公司

上海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當納利（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蘇州印刷總廠有限公司

蘇州蘇大維格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杭州日報報業集團盛元印務有限公司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湖南天聞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深圳報業集團印務有限公司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鶴山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

鴻興印刷（中國）有限公司

首批印刷示範企業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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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外資印企榮膺首批國家印刷示範企業

類  別： 出版物印刷企業 

規模效益： 2011年資產總額2.45億元，銷售收入1.72億元

技術裝備： 兩台進口數字化直接製版設備、17台進口多色膠印機、五

台裝訂聯動線（其中四台進口）

獲證情況：粵港清潔生產企業標誌、ICTI 社會責任體系、FSC-COC

森林產銷監管鏈體系、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中國環

境標誌產品認證

企業簡介：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的總部位於香港，是一家全球印刷

服務提供商，98% 的業務為外單，企業資產負債率不到

15%，多年來致力於綠色環保建設，在業內享有盛譽，並

獲得香港環保卓越計劃資助。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類  別： 出版物印刷企業、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企業 

規模效益：2011年資產總額42.43億元，銷售收入44.47億元

技術裝備： 八台進口數字化直接製版設備、40台進口多色膠印機、八

台進口商業輪轉機、19台裝訂聯動線（其中17台進口）、

19台裝訂聯動線（其中17台進口）

獲證情況： ISO 9001 、ISO 14001 、FSC 森林認證、OHSAS 18001 、

ICTI、中國環境標誌產品認證

企業簡介： 當納利（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是世界印刷業巨頭—美國

當納利公司於2002年與上海新聞出版中心合資成立的商業

印刷公司，為中國內地規模最大的商業書刊印刷公司，多

年來位居中國印刷企業百強之首。

當納利（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當納利（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類  別： 出版物印刷企業 

規模效益： 2011年資產總額4.74億元（人民幣，下同），銷售收入

4.20億元

技術裝備： 三台進口數字化直接製版設備、八台進口多色膠印機、四

台進口商業輪轉機、六台裝訂聯動線（其中五台進口）

獲證情況： ISO 14001 、ISO 9001 、中國環境標誌產品認證、信息

安全管理體系認證證書、CT 資格證

企業簡介： 作為中華商務品牌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

司經過十年的發展，已躋身北京地區書刊印刷企業前三甲，

多項經濟指標在全行業名列前茅，獲得多項政府榮譽和獎

勵。近年來致力於關聯產業的拓展，積極拓展高端藝術品

複製業務、數碼印刷等。

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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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 

規模效益： 2011年資產總額28.27億元，銷售收入25.83億元

技術裝備： 14台進口數字化直接製版設備、75台進口多色膠印機、

三台進口多色柔印機、一台進口多色凹印機、四台進口糊

盒聯動線、37台自動平壓膜切燙印機

獲證情況： ISO 9001 、ISO 14001 、OHSAS 18001 、ISO 27001 、

中國環境標誌產品認證

企業簡介： 鶴山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是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

司旗下的港商獨資企業，業務涉及印刷、加工和製作精裝

書、立體書、文具用品、賀卡、包裝用品、禮盒、紙袋

等各類型的紙製產品，全部出口遠銷歐、美、澳及亞洲等

世界各地。

鶴山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

類  別： 出版物印刷、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企業

規模效益：2011年資產總額7.30億元，銷售收入8.87億元

技術裝備： 三台進口數字化直接製版設備、21台進口多色膠印機、兩

台進口裝訂聯動線

獲證情況：ISO 9001 、ISO 14001 、FSC 森林認證、中國環境標誌

產品認證

企業簡介： 作為香港上市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獨資組建的

大型現代化印刷企業，鴻興印刷（中國）有限公司是中國

進出口500強企業，以及中國最大的包裝印刷企業之一，

從事包裝紙箱生產、兒童玩具圖書製造，年用紙量達20萬

噸以上，90% 為出口產品，客戶遍佈美國、加拿大、日本

等世界各地。

鴻興印刷（中國）有限公司

類  別： 出版物印刷企業

規模效益： 2011年資產總額9.66億元，銷售收入7.43億元

技術裝備： 四台進口數字化直接製版設備、17台進口多色膠印機、四

台進口商業輪轉機、11台進口裝訂聯動線

獲證情況：ISO 9001 、ISO 14001 、OHSAS 18001 、FSC-COC 林木

業產銷鏈監管體系、PEFC-COC 泛歐林木業產銷鏈監管體

系、中國環境標誌產品認證、ICTI、G7認證

企業簡介：成立於1995年的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是

聯合出版集團直屬機構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

司在國內最重要的生產基地之一，集書刊印刷、商業印

刷、包裝印刷於一體，年銷售額呈雙位數字增長。公司

70% 以上的產品銷往歐美國家。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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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至28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在遼寧省

省會瀋陽市，舉辦為期兩天的國家印刷複製示

範企業和綠色印刷培訓班。總署多位領導，中

國印刷技術協會、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

會、中國音像協會光碟工作委員會相關負責人，

各省（區、市）新聞出版局和印刷協會相關負

責人，首批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部分規模

以上重點印刷複製企業，以及有意申報環境標

誌產品認證的企業的負責人共200多人參加了

培訓。

閻曉宏副署長強調
以十八大精神指導行業發展
示範企業建設將成總署明年工作重點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閻曉宏副署長出席這次活動

並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

中國印刷複製業持續快速發展。「十一五」期

間，中國印刷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9.3%，遠高

於同期國民經濟11.2% 的增長率。2011年，印

刷業總產值佔中國新聞出版業總產值的57.8%。

印刷複製業已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主力軍，

初步做好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

革開放目標的準備。

閻曉宏副署長強調，印刷複製行政部門要以黨

的十八大精神為指導，做好印刷複製業的管理

和服務工作。今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加強印

刷複製發行監管專項行動，做到了「查處了一

批、整改了一批、關停了一批」，有力地震懾了

違法違規行為，為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作出了

應有貢獻。下一步，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在做好

監管工作的同時，也要深入研究印刷複製業的

服務問題，不斷加強完善印刷複製的社會管理。

閻曉宏副署長表示，今年首次評出的29家國家

印刷複製示範企業，在經濟規模、技術進步、

管理水平、效益影響等方面表現突出，具有示

範作用。他希望示範企業把握機遇、做大做強、

強化管理、引導轉型、加大創新、增強後勁。

他還指出，到「十二五」末，計劃在全國範圍內

建立100家左右國家印刷示範企業和十家左右

國家光碟複製企業，這意味著在未來的三年內，

還需要培育80多家示範企業。總署將把示範企

業建設列為明年的工作重點，從落實政策資金、

實施項目帶動、簡化管理程序等方面予以推進。

閻曉宏副署長還要求繼續加快推進綠色印刷實

施。他表示，一要提高綠色印刷的產業結構比

重。從明年春季學期開始，中小學教科書綠色

印刷的比例將進一步提高。商業票據綠色印刷

標準即將於近日批准發佈，此後總署將積極協

調有關部門，在商業票據中實施綠色印刷；二

要提升企業實施綠色印刷的水平，固化綠色生

產模式；三要推動綠色印刷體系的建設完善，

總署將會與環境保護部加快出台完善其他綠色

印刷標準。

29家示範企業獲頒授牌匾證書
綠色印刷培訓班同期舉行

在首天的會議上，遼寧省人民政府馬祥圖副秘

書長到會致辭。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印刷發行管

理司王岩鑌司長在會上，通報了2012年全國印

■ 超過200位領導及嘉賓參與了這次活動。

29家示範企業獲授牌
總署寄語示範企業發揮帶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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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複製發行監管專項行動的開展情況；曹宏遂

副司長，宣讀《關於公佈首批國家印刷複製示

範企業的通知》。國家印刷示範企業評審專家組

組長、中國印刷技術協會曲德森副理事長兼秘

書長，介紹了國家印刷示範企業評審情況。

會上，一眾領導為首批25家國家印刷示範企業

和四家國家光碟複製示範企業，頒發了牌匾和

證書。此外，三家國家印刷示範企業代表分別

針對各自的發展思路和經驗，進行了交流發言。

其後，與會代表還參觀考察了國家印刷示範企

業之一的瀋陽美程在線印刷有限公司。

在第二天舉行的綠色印刷培訓班上，北京印刷

學院校長助理、北京綠色印刷包裝產業技術研

究院院長周忠教授，向各省（區、市）規模以

上重點印刷複製企業，以及準備申報環境標誌

產品認證的企業代表，介紹了當前國內外綠色

印刷的發展情況；中國印刷技術協會陳迎新副

秘書長，向與會者介紹了綠色印刷認證的相關

情況；而環境保護部環境認證中心標準與政策

研究室曹磊主任，詳細解讀了商業票據印刷標

準，為前來參加培訓的企業代表傳授經驗和訊

息。

《中國印刷業發展情況》白皮書首發
2011年全國印刷規模達8,677億元

在當日的活動上，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還發佈

了印刷業首個白皮書—《中國印刷業發展情

況（2012年）》。白皮書顯示，截至2011年年

底，全國共有各類印刷企業102,484萬家，同

比下降1.8%；從業人員356.67萬人，同比減

少2.7%；印刷總產值8,677.13億元，同比增

長12.59%；資產總額9,256.66億元，同比增

長9.96%；利潤總額739.87億元，同比增長

8.31%；對外加工貿易額680.09億元，同比增

長2.9%。

■ 首批25家國家印刷示範企業和四家國家光碟複製示
範企業獲頒授牌匾和及證書，包括中華商務、東莞金杯、
鶴山雅圖仕、鴻興印刷等幾家外資印企（右圖）。

■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還發佈了印刷業
首個白皮書—《中國印刷業發展情
況（2012年）》，顯示2011年中國印
刷業發展呈現的六個特點，以及當前
印刷業存在五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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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顯示，2011年中國印刷業發展呈現六個

特點。

一是印刷業繼續保持較高增長速度。2011年，

中國印刷總產值達到8,677.1億元，同比增長

12.6%，高於同期國民經濟9.3% 的增長率，整

體規模接近全球第二位。同時，全行業資產總

額增長10%，利潤總額增長8.3%，企業數量減

少1.8%，從業人員減少2.7%。在企業和從業

人員數量均減少的情況下，總產值和利潤總額

仍保持增長。這表明中國印刷業集約化程度在

逐步提升。

二是規模以上企業績效大幅提升。2011年，全

國規模以上重點印刷企業2,439家，佔全行業

總數2.4%；這些企業總產值達4,396.9億元，

佔全行業總產值的50.7%，比2010年提高四個

百分點。規模以上重點印刷企業數量快速增長，

佔全行業總產值的比重持續提升，這表明在多

種結構調整政策措施的推動下，規模以上重點

印刷企業的整體實力不斷增強，已成長為中國

印刷業發展的主力軍。

三是長三角等地區比較優勢明顯。多年來，珠

三角是中國印刷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其印刷

總產值佔全國近20%，對外加工貿易一直佔全

國70% 以上。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匯率變

化及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響，廣東2011年

印刷對外加工貿易額減少近17%。但同時，上

海、江蘇、福建等地的對外加工貿易卻迅速增

長。上海印刷對外加工貿易額69.6億元，增加

50.5%；江蘇印刷對外加工貿易額80.7億元，

上升46.2%，從而帶動2011年全國對外加工貿

易總額上漲2.9%。這表明中國印刷對外加工貿

易開始由集中於珠三角，逐步向珠三角、長三

角地區共同發展轉變。

四是綠色印刷實施取得重要成果。兩年來，實

施綠色印刷在促進節能減排、調整產業結構、

惠及社會民生等方面已經取得了重要階段性成

果。據估算，印刷企業因實施各項環保措施，

能耗及材料綜合成本每年減少約五億元；每年

減少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排放量，佔

總排量約1.5%；綠色印刷認證企業數量（153

家）目前只佔全國0.15%，但其產值卻佔全行

業的4.5%；2012年中小學秋季教科書共1,000

多種、二億冊採用了綠色印刷，全國一半以上

的中小學生至少每人都有一本綠色印刷教科書。

五是數碼印刷實現持續高速增長。2011年全國

數字印刷企業799家，產值39.74億元，佔印

刷業總產值的0.46%。其中專營數碼印刷企業

144家，產值11.51億元；兼營數字印刷企業

655家，產值28.23億元。生產型數字印刷機裝

機數量2,145台。這說明，當前推動數碼印刷

發展主力是傳統印企，數碼印刷還具有廣闊的

發展空間。

六是印刷園區聚集引領作用顯著。目前，全國

有16個省（區、市）共建成印刷園區66個，

總投資212.7億元，入駐印刷企業964家，佔

全國企業總數0.94%；印刷總產值259億元，

佔全行業總產值3%，園區總產值增長率為

19.2%，遠高於行業平均水平，園區產業集群

效應和引領發展作用明顯。

    

白皮書指出了當前印刷業存在的問題：一是集

約程度較低，缺乏核心競爭力，二是自主創新

投入不足，素質潛力有待提高。為此，白皮書

也提出了發展建議：一是加快綠色印刷實施，

大力調整結構；二是培育優勢骨幹企業，增加

競爭能力；三是加大創新改造投入，促進轉型

升級；四是完善行業監督管理，創造健康環境。

此外，白皮書還公佈了2012年25家國家印刷

示範企業名單，截至2012年10月已獲綠色認

證的153家印刷企業名單，以及2011年2,439

家全國規模以上重點印刷企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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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管理辦法》明確提
出，獲認定為國家印刷示範企業，可享有多項
優惠扶持，包括外資在內的各類印刷複製企業
均適用，歡迎更多合資格的同業報名申請。

《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管理辦法》明確提出，到

「十二五」期末，在全國建大約100家國家印刷示

範企業和大約十家國家光碟複製示範企業。該辦

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5年

末，對包括外資在內的各類印刷複製企業均適用，

歡迎更多合資格的同業踴躍報名申請。

首提中外合資合作印刷示範企業
允許外方控股

《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管理辦法》規定，獲認定

為國家印刷示範企業，可享有多項優惠扶持。在

產業政策方面，認定成為示範企業的中外合資、

中外合作出版物印刷企業、其他印刷品印刷企業，

外方可以控股或佔主導地位，但中方比例或者權

益不得低於30%。這突破了以往該類企業必須由

中方控股的要求，進一步擴大了中國對外資開放

的程度。

示範企業還可以優先獲得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給予

的產業發展項目，以及發展資金的支持。此外，

示範企業在接受委託印刷境外產品時，可獲審批

程序簡化的行政管理優惠，並且在申請中國出版

政府獎（印刷複製獎）、全國文化重點出口企業、

全國文化高新技術企業評定時，可獲優先考慮。

成為示範企業需具備八條件
外向型企業可遵循特別條件

《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管理辦法》明確了示範企

業必須具備的八個條件：

1. 遵守相關法規和規章，近三年內未被新聞出版

行政主管部門給予過行政處罰；

2. 主要經濟效益指標及全員勞動生產率居國內同

行業前列，最近三個財務審計年度實現贏利；

3. 關鍵生產設備居行業先進水平；

4. 研發投入達到銷售收入的一定比重，建有國家

級或省級企業技術中心或者研發機構；

5. 建立了先進科學的管理機制，近三年內未發生

重大安全生產事故；

6. 積極開展綠色生產，其中印刷企業能夠達到國

家綠色環保印刷標準的要求；

7. 具有較強的經營管理和技術研發隊伍；

8. 所在地省（區、市）對建立示範企業給予了切

實可行的扶持政策和措施。需注意的是，其中

不少條件都有更詳細的數字指標。

此外，為鼓勵印刷企業「走出去」，該辦法更特別

針對外向型印刷企業，規定了申報條件。外向型

印刷企業只要具備以下條件，即可申報國家印刷

示範企業：

1. 印刷企業年度承接境外印刷加工業務，佔企業

全面主營業務量的30% 以上，且年度對外加工

業務營業額達到2,000萬美元；

2. 企業的總資產報酬率應高於同期銀行貸款利率；

3. 企業應不欠稅、不欠工資，不欠社會保險金；

4. 企業資產負債率一般應低於60%，企業銀行信

用等級在 AA 級或以上。

5. 在同行業中，企業的產品質量、產品科技含量、

新產品開發能力居領先水平，原料綜合利用率

高，主營業務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環保政策和

質量管理標準體系。

詳細的政策內容，以及申報方式、手續、申請表

格，可參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印刷複製示

範企業管理辦法》相關網頁：http://www.gapp.

gov.cn/news/1663/103346.shtml ■

關於《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管理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