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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正式掛牌

新 組建的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掛牌儀式 ，

於3月22日分別在原國家廣電總局、新

聞出版總署舉行 ，標誌著新聞出版、廣播影視

業邁向了新的歷史進程。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局長、黨組副書記、國

家版權局局長蔡赴朝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黨組書記、副局長蔣建國出席儀式 ，並為國家

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家版權局揭牌。原國家

廣電總局副局長聶辰席、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

中 央國家機關政府採購中心最近下發2013

年中央國家機關定點印刷工作有關事宜

的通知。通知稱 ，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及所

屬在京各級行政事業單位 ，印刷金額在二萬元

（人民幣 ，下同）以上、120萬元以下的印刷項

目 ，必須按照此通知要求 ，到中央國家機關定

點印刷企業印刷。根據通知 ，2013年定點印刷

項目需按照印刷品類別和金額 ，採取不同的採

購方式。

一、各單位單次或批量印刷金額（以下簡稱印

刷金額）在二萬元以下（包括二萬元），可直接

選擇到定點或非定點印刷企業印刷。

二、印刷金額在二萬元至20萬元（包括20萬

元），採購單位可直接在定點印刷企業中選擇。

三、印刷金額在20萬元至120萬元（含120萬

元），採購單位須在定點印刷企業中選取三家或

以上進行密封報價 ，其中至少一家企業須通過

中央政府採購網在定點企業中隨機產生；20萬

元至50萬元（含50萬元）的書刊類採購項目 ，

2013年國家定點印刷

採購方式有新變化

長鄔書林分別主持揭牌儀式並致辭。原新聞出

版總署領導閻曉宏、宋明昌 ，原國家廣電總局

領導王莉莉、李秋芳、張丕民、童剛、胡占凡、

王求等出席揭牌儀式。 

根據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 國

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為進一步推進

文化體制改革 ，統籌新聞出版廣播影視資源 ，

將新聞出版總署、國家廣電總局的職責整合 ，

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其主要職責是 ，

統籌規劃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事業產業發展 ，

監督管理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機構和業務 ，以及

出版物、廣播影視節目的內容和質量 ，負責著

作權管理等。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加掛國家

版權局牌子 ，不再保留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

版總署。■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

必須在2-A包中隨機產生一家規模較小企業。

除隨機產生的定點企業 ，其他定點企業的選取

辦法由各單位自行確定。在滿足採購單位需求、

質量和服務相等的前提下 ，原則上應選擇報價

最低的印刷企業 ，否則須在《 定點印刷採購情

況表》中詳細說明理由。

四、印刷金額總額超過120萬元（包括但不限

於期刊、彙編等分批次執行的印刷項目 ，以年

度總採購金額為準），各單位須委託國採中心組

織公開招標 ，確定承印企業。

五、信封印刷方面 ，各單位可在信封類入圍印

刷企業中直接選定承印企業 ，依據信封類數量

價格梯度表執行。其他種類民用信封 ，可比較

質量、價格後擇優選定；機要專用信封和其他

特種信封 ，執行國家有關規定。

六、對於20萬元以上的項目 ，雙方應簽訂採購

合同 ，合同內容由雙方約定。■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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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稅務總局發佈《 關於承印境外圖書增

值稅適用稅率問題的公告》稱 ，國內印

刷企業承印的、經新聞出版主管部門批准印刷

且採用國際標準書號編序的境外圖書 ，屬於

《 增值稅暫行條例》第二條規定的「圖書」，適用

13%增值稅稅率。公告自2013年4月1日起施

行。據了解 ，此前印企承印境外圖書 ，在不同

地區執行13%和17%兩種稅率。

據介紹 ，新聞出版主管部門審批承印境外圖書

業務時 ，與審批國內出版單位出版的圖書一樣 ，

對圖書內容進行嚴格把關 ，兩項審批的內容和

目的相同 ，因此 ，相關圖書應適用13%增值稅

稅率。

國內印企承印境外圖書

4月起增值稅統一為13%

每 逢年節或是重要紀念日 ，書畫印刷品特

別受到人們的關注。據調查發現 ，近兩

年國內書畫印刷品的年均增長率達到雙位數字 ，

印刷企業也實現了15%至20%的增長。業內人

士對2013年的市場預期普遍看好。

在書畫印刷複製行業裡 ，規模較大的企業數量

屈指可數 ，當中以小作坊式企業居多 ，民營企

業佔絕大多數。從各地情況看 ，國有企業的經

營手段和生存狀況不如民企活躍 ，其產量、產

值在印刷工業總量中佔比較小。由於一幅書畫

複製印刷的利潤相對可觀 ，因此很多企業紛紛

進入這個市場。

北京印刷協會理事長任玉成表示 ，總體而言 ，

書畫複製市場的總量在整個印刷工業中佔比較

小。北京地區的古書畫藝術品複製水平和質量

較高 ，在全國屬一流 ，這個市場受到大家的關

注。但隨著進入的企業增多 ，有不少人不遵守

行業規則 ，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這個市場的秩

序與健康。■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 

國內書畫印刷市場

未來前景可觀

國稅總局表示 ，在公告執行日之前 ，可能存在

不同地區理解不一、執行標準不同的情況 ，根

據一般情況下「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 ，此前已

發生並處理的事項 ，不再調整。■

 資料來源：中國證券報

在 2012年 ，中國文化產品出口總體呈現快

速增長態勢 ，全年文化產品出口額同比

增長16.3%，達217.3億元（美元 ，下同）；其

中 ，印刷品出口額為28.5億元 ，增長7.1%。

從出口市場結構看 ，2012年中國文化產品對

拉丁美洲、東盟和非洲等新興市場出口增長較

快 ，對上述地區出口額分別為17.2億元、15.4

億元和13.6億元 ，同比增速分別達到72.2% 、

120%和120%。■ 資料來源：石家莊印刷網 

2012年中國印刷品

出口總額達
28.5億美元
增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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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

國內印刷設備器材進出口情況一覽

海 關統計資料顯示 ，2013年1月中國印

刷設備、器材進口 2.1105億元（美

元 ，下同），同比上升45.74%；其中印刷設

備進口1.8036億元 ，同比上升49.14%；印

刷器材進口0.3069億元 ，同比上升28. 51%。

從各子項進口來看 ，除膠印版材（歷來進口

金額較小 ，2013年1月僅佔進口總金額的

0.35%）有較大幅度下滑外 ，其它各項均有

雙位數字的增長；其中 ，其他常規印刷機增

長達115%。 

出口方面 ，2013年1月印刷設備、器材出口

1.7171億元 ，同比上升14.10%；其中 ，印

刷設備出口1.2155億元 ，同比上升14.58%；

印 刷 器 材 出 口0.5016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12.96%。各子項中起伏最大的是印刷機 ，雖

然整體上升24.59%，但膠印機下滑23.13%，

其他常規印刷機上升50.04%，數碼印刷機上

升21.39%，出口金額差距越拉越大。 

從與去年同期的比較數據看 ，今年1月形勢

很好、開局不錯。但稍加分析則可得知並非

如此 ，因為去年春節在一月 ，進出口受到一

定影響 ，同比有所上升不足為奇。此外 ，今

年1月進出口金額較去年12月均有較大幅度

下滑 ，從與去年月進出口平均值來考察 ，進

口下滑幅度較大 ，出口基本持平。預計今年

2月的形勢不容樂觀 ，因為2月本身天數少 ，

更加之春節的影響 ，進出口必定受影響。■

 資料來源：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2013年

1月

2012年

12月

2012年

1至12月

2012年

月均

進口

設備器材 2.1105 2.7900 28.1679 2.3475

設備 1.8036 2.4322 24.1297 2.0108

器材 0.3069 0.3758 4.0400 0.3367

出口

設備器材 1.7171 2.0252 20.4609 1.7051

設備 1.2155 1.4981 14.4524 1.2044

器材 0.5016 0.5271 6.0085 0.5007

項目 進口 出口

2013年

1月

2012年

1月

同比

增減%

2013年

1月

2012年

1月

同比

增減%

1 印刷設備 1.8036 1.2094 49.14% 1.2155 1.0609 14.58%

1.1 印前設備 0.0598 0.0413 44.93% 0.0755 0.0982 -23.06%

1.2 印後設備 0.2037 0.1616 26.03% 0.1655 0.1625 1.85%

1.3 印刷設備 1.2584 0.8397 49.85% 0.8707 0.6988 24.59%

 膠印機 0.6966 0.4912 41.81% 0.0499 0.0649 -23.13%

 其他常規

 印刷機
0.2847 0.1321 115.48% 0.2687 0.1791 50.04%

 數碼印刷機 0.2770 0.2164 28.03% 0.5521 0.4548 21.39%

1.4 輔機零件 0.2817 0.1667 69.01% 0.1038 0.1014 2.36%

2 印刷器材 0.3069 0.2388 28.51% 0.5016 0.4441 12.96%

2.1 印刷油墨 0.2794 0.2270 23.09% 0.1184 0.0823 43.84%

2.2 膠印版材 0.0073 0.0112 -34.55% 0.3803 0.3618 5.11%

2.3 柔性印刷版 0.0202 0.0006 3,024.33% 0.0030

印刷設備器材 2.1105 1.4482 45.74% 1.7171 1.5050 14.10%

參考項：膠片 0.3678 0.2237 64.42% 0.0312 0.0294 6.32%

2013年1月與2012年12月

以及2012年全年月均進出口比較

2013年1月

中國印刷設備器材進出口統計

（單位：億美元）

（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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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歐美經濟體連續推出量化寬鬆貨幣政

策 ，特別是日本央行開啟的「無期限」寬

鬆貨幣政策 ，一些經濟體貨幣相繼貶值的趨勢

日漸明顯。此外 ，受日元貶值影響 ，韓元等一

些國家貨幣紛紛走軟 ，貨幣貶值的「多米諾骨

牌」（Domino Effect）效應漸顯。日元等貨幣的

貶值將如何影響中國經濟 ，引發市場的廣泛關

注。

發達國家貨幣的競相貶值 ，對以出口為主要拉

動力的新興市場國家影響不言而喻。根據中金

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的估算 ，人民幣對日

元升值20%，將大致對應中國實際有效匯率上

升1.5%左右 ，可能造成中國實際出口下降約

2.5%。他預測今年中國對日本出口量可能出現

最多四個百分點的小幅回落。在向其他國家出

口方面 ，日元貶值將給中國印刷機械、汽車零

件、電視和晶體管領域出口帶來競爭。但他同

時認為 ，在中日雙邊貿易上 ，對日出口的重要

性已大幅下降 ，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日元貶

值對中國出口的負面影響。 

此外 ，中國社科院世經所國際投資室副主任張

明也指出 ，日元貶值所帶來的外溢效應表現在

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給其他國家造成升值壓力 ，

甚至引發匯率戰、貿易摩擦升級；二是加劇全

球短期資本流動的規模和波動性；三是導致全

球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震盪 ，從而給包括

中國在內的國家帶來輸入性通脹壓力。■

 資料來源：人民網

根 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品質法》、《 產

品質量監督抽查管理辦法》和《 廣東省產

品質量監督條例》的規定 ，廣東省質量技術監

督局對印刷機械、塗料、家俱、安全隔離變壓

器、印刷及辦公耗材和鋼化玻璃等六種產品進

行定期監督檢驗。

這次抽查了廣州、深圳、肇慶、惠州、東莞、

汕頭、順德等七個地市（區）25家企業生產的

印刷機械產品31批次 ，檢驗不合格四批次 ，不

合格產品發現率為12.9%。抽查依據GB5226.1-

2008《 機械安全機械電氣設備第一部分：通用

技術條件》、GB23821-2009《 機械安全防止

上下肢觸及危險區的安全距離》、GB12265.3-

1997《 機械安全避免人體各部位擠壓的最小距

離》等標準 ，結合各印刷機械國家或行業推薦

性標準中的安全衛生要求 ，以及經備案現行有

效的企業標準及產品明示質量要求進行。檢驗

項目包括以下13項：印刷機械的上肢觸及危險

區安全距離、下肢觸及危險區安全距離、避免

人體各部位擠壓最小距離、印刷速度、適應印

品厚度、套印精度（重複定位精度）、印刷質量、

電氣安全、機械安全、軸承溫升、雜訊、主要

部件裝配質量、外觀質量等。

此次抽查發現的四批次不合格產品 ，涉及電氣

安全和機械安全兩個項目。廣東省質量技術監

督局已責成相關地級以上市質監局按照有關法

律法規 ，對不合格產品及其生產企業依法進行

處理。■ 資料來源：中國質量新聞網 

廣東定期監督檢驗

印刷機械等產品質量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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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印刷業年度統計資料出爐。資料顯

示 ，2012年上海印刷業全年實現工業

總產值773.11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增

長12.14%；銷售收入780.14億元 ，同比上升

13.37%；工業增加值（GDP）230.00億元 ，同

比增加14.94%；利潤總額57.87億元 ，同比增

長18.75%；對外加工貿易額79.78億元 ，同比

上升14.60%。

2012年 ，上海共有印刷企業4,572家 ，同比下

降1.27%；印刷業員工總數167,927人 ，同比

增長1.73%。2012年 ，在經濟增長持續下行的

形勢下 ，上海印刷企業總體保持了持續增長的

態勢。■ 資料來源：上海市人民政府

今 年全國政協會議大幅減少會議簡報、大

會發言報告等紙質印刷品 ，改為主要通

過委員辦公系統平台及官方網站發佈。僅此一

項 ，已可節省會議支出約200萬元人民幣。

據了解 ， 以往每年全國政協會議印刷的紙質大

會發言稿和簡報 ，都消耗大量紙張 ，而且其中

不少在大會結束後就被隨意丟棄。今年為了改

進會風、厲行節儉 ，會議期間不再提供紙質大

會發言稿和簡報 ，記者可以通過資料袋中的密

碼函，登錄全國政協門戶網站，獲取相關資料。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關於改進會風的16條

具體改進辦法 ，其中就包括精簡文件材料 ，從

嚴控制會議紙質文件的印製和發放。■

 資料來源：大河網 

2012年上海印刷業

保持持續增長態勢

江西新聞出版產業中

印刷佔比58.16%

江 西省召開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工作會。會

議提出 ，今年要抓好印刷包裝、數字出

版兩個重點 ，推動產業發展提速 ，力爭產業增

速不低於30%，全年營業收入將達到580億元

（人民幣 ，下同）。

據悉 ，在江西省2012年新聞出版產業447億元

的營業收入中 ，有260億元來自印刷產業收入 ，

佔總收入的58.16%。為實現新的有效增長 ，該

省將以建設中部地區印刷產業基地為目標 ，支

援有條件的市縣建立印刷產業工業園 ，大力發

展包裝裝潢印刷業和數字印刷、個性印刷、3D

印刷等新型業態。同時 ，進一步支持贛州創建

國家印刷包裝產業基地 ，推動建設南昌市綠色

文化創意產業園。江西省數字出版業目前雖然

總量偏小，但近年以超過50%的年均速度增長，

2012年產值達到60億元。

此外 ，2012年江西省新聞出版系統在農家書屋

工程建設、機關黨建工作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

績 ，被總署評為「2012年農家書屋工程建設突

出貢獻單位」。江西省局機關黨委被評為「全國

創先爭優先進基層黨組織」。此外 ，在第四屆中

華優秀出版物評獎中 ，江西省在圖書、音像、

電子及科研論文四個類別中均榜上有名 ，共有

九部作品獲得獎勵。■ 資料來源：必勝網 

今年政協會議精簡文件印刷

節省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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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成以上商品

存在過度包裝問題

早 在2010年6月已有報導指出 ，中國50%

以上的商品都存在過度包裝的問題 ，成

為世界上過度包裝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中國

的城市生活垃圾中 ，有三分之一屬包裝垃圾 ，

佔全部固體廢棄物的一半 ，年廢棄價值高達

4,000億元人民幣。在這些包裝垃圾中 ，一半

以上都屬 過度的豪華包裝。

包裝的基本作用是保護產品 ，也有美化產品、

促銷、便於儲運、提高附加值等功能。但現時

除了應節的糭子、月餅禮盒外 ，茶葉、保健品

禮盒的過度包裝也已成為一種常態。據北京市

質量技術監督局計量監督處工程師劉勇的介紹 ，

判斷一件商品是否存在過度包裝問題有三個標

乳 品及飲料行業近年已成為中國最具成長

性的行業之一。隨著人們對健康日益重

視 ，乳飲品及其配套包裝的種類層出不窮 ，無

菌灌裝技術、啤酒、牛奶的PET塑瓶包裝等技

術 ，正被越來越多的廠家所看好和採用。

伴隨著中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 ，包裝工業已成

為極具發展潛力的產業 ，必將有著廣闊的市場

空間。全國城市化率將在2020年達到60%，城

鎮居民將增加到九億人左右 ，城市群也將從目

前主要的三個增加到超過十個 ，分佈趨於合理。

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不僅為包

裝工業的發展提出更高要求 ，也帶來了新的機

遇。■ 資料來源：中國食品機械設備網

中國城鎮化建設高速發展

將為包裝工業
提供新機遇

有 調查顯示 ，中國數碼印刷的發展首先從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起步 ，並在短時間

內取得了快速發展。大城市的示範效應 ，帶動

國內其他地區投資者的熱情。目前 ，數碼印刷

設備的銷售已在全國各地鋪開 ，大部分大中型

城市都有數碼印刷機分佈。

隨著飲料、家庭裝飾產品等產品的小規模、地

區性加工不斷增多 ，部分新公司不願從跨國公

司採購包裝產品 ，為國內數碼印刷包裝帶來新

的市場機遇。預計未來四年 ，國內數碼印刷包

裝市場將增加至現時的三倍 ，並且增長速度有

望加快。■ 資料來源：必勝網 

國內數碼印刷包裝業

將迎來春天

準：包裝不能超過三層；酒類空隙率不能超過

55%，糕點類商品空隙率不能超過60%，糧食

類不能超過10%；包裝成本不能超過商品售價

20%。

有關專家表示 ，在環境不斷惡化、各種浪費驚

人的背景下 ，過度包裝顯然不合時宜 ，必須加

以糾正。建議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硬性規定，

通過法規來對過度包裝進行限制 ，除了國家標

準得到貫徹執行外 ，各地的補充標準不妨跟進 ，

而關鍵更是在執行。二是文化反省 ，反思中國

文化中奢華浪費的景象。進入21世紀後 ，商品

的包裝往往掩蓋了商品本身的價值 ，存在買櫝

還珠的現象 ，表面重於內涵 ，雖然在一定程度

上刺激了消費 ，但從長遠看卻是造成了極大的

浪費。■ 資料來源：中國廣播網 

節省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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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印刷行業發展

成本問題成絆腳石

2013年1月中國紙及紙板

進口額增長近五成

數 字印刷作為一項在傳統膠印之後誕生的

印刷技術，常常被人們冠以一個「新」字。

儘管它到現在也已經走過了二十多年的發展歷

程 ，但與膠印、絲印、柔印等傳統印刷工藝相

比 ，仍略顯稚嫩。中國與歐美等國家在數字印

刷技術的發展上幾乎保持同步 ，但從具體到實

際應用 ，中國與西方國家還存在一定差距 ，這

主要由中國的國情決定。

隨著數字印刷設備的功能不斷完善、輸出效果

不斷提高 ，印刷質量已不再是影響其應用的主

要原因。普通消費者基本上很難分辨出 ，由膠

海 關統計資料顯示 ，2013年1月 ，中國

進口紙及紙板（未切成形）26萬噸 ，與

去年同期相比 ，增長42.8%；累計進口金額達

3.30731億美元 ，同比增長50.1%。■

 資料來源：中商情報網

印機或數字印刷機生產的產品存在何種質量差

別 ，他們更看重的是實際生產成本。

除了小型印刷企業的惡性競爭 ，數字印刷的成

本也是阻礙其在中國發展的最大問題。儘管近

年數字印刷的成本一直下降 ，但與膠印相比還

存在一定差距。雖然數字印刷具有速度快、靈

活性高和不受場地限制等優勢 ，但如果其價格

超過消費者的承受能力 ，那麼也不可能得到大

規模的應用 ，尤其是在與傳統膠印抗衡的情況

下 ，更會處於劣勢。■

 資料來源：中部印刷包裝網

中國造紙商

嚴重依賴再生紙

受 市場對紙張和紙板需求量不斷上漲的影

響 ，中國的再生紙產量近年增長明顯 ，

再生紙的消費量也從1994年的760萬噸 ，增加

到2011年的7,100萬噸。亞洲國家 ，特別是

中國和印度等木材短缺的國家 ，目前仍十分依

賴再生紙 ，預計未來需求仍將增長。2011年 ，

中國共使用5,660萬噸再生纖維紙漿 ，約佔紙

漿總消費量的62%。在國內 ，大約有38%的再

生紙會被回收利用。

中國造紙行業協會副理事長牛慶明認為 ，中國

應該通過回收和合理使用廢紙 ，建設能源節約

型和環保型社會。目前 ，再生紙已成為中國造

紙業的重要原材料來源 ，2010年 ，在中國排名

前30位的造紙企業中 ，有三分之二都在利用再

生紙進行生產。

儘管增長迅速 ，但中國的再生紙產業仍處於初

級階段。以2011年為例 ，中國共回收4,350萬

噸廢紙 ，只佔全國產生廢紙總量的45%，遠低

於全球57%的平均水平。■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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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額增長近五成

紙漿價格上漲

造紙業有望走出低谷

有 國內紙行業人士樂觀估計 ，造紙業今年

有望走出低谷。據悉 ，國內木漿現貨市

場價格已經比較明朗 ，木漿市場中針葉漿出現

了高位成交案例 ，闊葉漿與本色漿也有報盤提

漲的情況。進口木漿較春節前普遍上漲150至

每噸200元人民幣。 造紙行業認為 ，實際成交

價格將有望繼續抬頭 ，而廢紙價格未來至少將

保持穩定。 

江 蘇省勞動就業管理中心公佈《 關於2013

年全省企業春季用工需求狀況的調查報

告》，結果顯示 ，今年江蘇省企業工資比去年

稍有上升 ，但由於就業崗位同期減少 ，節後不

會出現大規模缺工現象。在接受調查的5,235

家企業中 ，共有員工175.57萬人 ，比2012年

初減少5.19萬人。受國際經濟形勢和國內經濟

增速放緩影響 ，今年企業用工更加謹慎。僅有

63.8%的企業計劃在春節後招工 ，比2012年下

降11.4%；計劃招工26.86萬人 ，每家企業平

均招工79人 ，分別比2012年減少5.84萬人和

三人。

從產業類型看 ，各產業用工需求均呈下降趨勢。

工業企業節後計劃招工21.89萬人 ，比2012年

減少3.48萬人、下降13.7%；其中 ，造紙及印

刷業下降50.9%，降幅居第一位。

江蘇造紙及印刷業

春節後招工
需求下降

據悉 ，現在原材料成本已經開始上漲 ，部分低

毛利率的紙品勢必要通過漲價來消化。去年第

四季度 ，造紙行業龍頭已經對箱板／瓦楞紙進

行提價 ，下游市場對漲價的接受度較高。分析

師認為 ，箱板／瓦楞紙、雙膠紙的供需關係相

對平衡 ，而銅版紙提價動力較充足 ，以這三種

紙品為主的生產企業彈性空間相對較大。另外

經歷去年紙價持續下跌 ，紙業已經整體處於較

低水平 ，認為繼續下跌的可能性較低。 

另外 ，過去兩年 ，造紙企業紛紛改造或者投資

溶解漿項目。但在棉價大幅下挫及低價進口漿

粕的衝擊下 ，普遍遭遇虧損停產。今年 ，這類

項目有翻身的可能。2月上旬商務部針對進口漿

粕提出反傾銷調查。如果能夠落實 ，對進口漿

粕開徵反傾銷稅 ，將扭轉國產溶解漿的供應形

勢。造紙行業經歷雙觸底後 ，將迎來反彈。■

 資料來源：上海證券報

受總體用工需求下降影響 ，企業對2013年度招

工普遍較樂觀。有35.2%的企業節後沒有招工

計劃 ，比2012年提高10.4%；58.9%的企業節

後招工人數與上年度持平或有所減少 ，比2012

年提高11.4%；49%的企業認為節後招工會有

一定困難 ，比2012年下降5.2%。

在人工成本方面 ，有65.3%的企業預計 ，2013

年的用工成本將上升 ，員工月均全額工資為

2,511元（ 人 民 幣 ， 下 同 ）， 比2012年 增 長

3.8%。1,500元至2,500元是全額工資（包含加

班工資）的主流價位 ，59.3%的企業預計2013

年員工月工資在這個水平之內 ，6.3%在1,500

元以下。■ 資料來源：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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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部「十二五」期間

將制定及修訂600項環境標準

環 境保護部發佈的《 國家環境保護標準

「十二五」發展規劃》（下稱「規劃」）顯

示 ，將把保護人體健康作為制定環保標準的重

要出發點之一。在「十二五」期間 ，環保部將完

成600項環保標準的制定及修訂 ，並正式發佈

300多項環保標準。

根據規劃 ，在「十二五」期間 ，環保部還將開展

60項重點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制定及修訂工

作 ，主要包括：35項固定源大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體系 ，行業型、通用型和綜合型排放標準；

25項移動源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體系 ，其中包

括路、非道路的新車和在用車（發動機）排放

標準。此外 ，環保部還將選取約30項重大環保

標準開展實施評估 ，包括聲環境質量標準和生

態環境質量評估技術規範 ，以及製漿造紙等多

個行業污染物排放標準等 ，同時帶動相關環境

監測規範、管理規範類標準和環境基礎類標準

的評估。

據悉 ，「十一五」期間 ，中國共發佈國家環保標

準502項。截至「十一五」末期 ，累計發佈環保

標準1,494項 ，其中現行標準有1,312項。■

 資料來源：法制網

全國政協委員鄔書林提案

建議制定實施國家全民閱讀戰略

全 國政協委員、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

書林在兩會上提交了一份提案 ，建議把

全民閱讀上升為國家戰略。這份提案得到了新

聞出版、文藝、教育、社科、經濟等多個界別

政協委員的支持 ，成為今屆大會獲得最多委員

聯名的提案之一。提案認為 ，政府主導推動全

民閱讀戰略已成為世界潮流。世界主要發達國

家都將其視為國家綜合實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

以國家戰略的高度推進國民閱讀。其推進閱讀

的方式 ，主要包括政府立法保障閱讀、設立專

門機構推動閱讀、國家元首親自宣導閱讀三個

方面。 

雖然中國自2006年宣導並開展的全民閱讀工程

已取得優異成績 ，但委員們認為 ，還存在四大

問題需急切解決。一是缺乏國家法律法規保障 ，

全民閱讀工作還屬政府部門的自發活動 ，未能

納入到政府考核指標體系中；二是沒有國家層

面常設的全民閱讀組織領導機構 ，缺乏組織保

障和專項經費支援；三是國民閱讀能力總體不

高；四是特殊困難群體的基本閱讀需求得不到

有效滿足。

從中國實際國情出發 ，提案建議制定實施國家

全民閱讀戰略 ，並提出五項具體建議。一是成

立國家全民閱讀指導委員會 ，以加強領導 ，統

籌協調各地各部門資源 ，形成合力；建立長效

機制 ，形成國家長遠戰略；解決全民閱讀工作

中的重點難點問題。二是設立國家全民閱讀節 ，

將孔子誕辰日9月28日確定為全國閱讀節。三

是進行全民閱讀立法 ，由全國人大制定《 全民

閱讀法》、國務院制定《 全民閱讀條例》，以法

律法規的形式 ，推動全民閱讀工作納入法制化

軌道。四是制定全民閱讀規劃 ，作為開展全民

閱讀的指導性檔。五是建立國家閱讀基金 ，建

設全民閱讀重點工程。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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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 門市將開展中小文化企業的貸款貼息補

助工作。貸款貼息補助遵循項目導向的

原則 ，重點補助動漫遊戲、影視、創意設計、

數字內容與新媒體、文化旅遊、藝術品業、演

藝娛樂業和印刷複製等八大鼓勵發展的重點文

化產業項目。貼息年限為兩年 ，補貼額最高不

超過實際利息發生額的60%，每年貼息額最高

不超過50萬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廈門日報

廈門中小文化企業

將獲兩年貸款
貼息補助

香港3月展開電子課本試教

實行學校望當局加強財政支援

為 避免書商壟斷市場 ，香港特區教育局早

前推出「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畫」，批

出來自13所機構共30份申請 ，其中12份申請

來自五個非牟利機構 ，包括城市大學及香港大

學。獲批申請涵蓋初小至初中階段 ，科目包括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普通話及地理等。

教育局選定89所負責試教的夥伴學校 ，檢視電

子書的質素。當局亦已就夥伴學校的電腦裝置

及互聯網服務公開招標 ，每所學校可借用16台

平板電腦 ，由當局承擔上網費用。

按教育局安排 ，首輪電子教科書試教由今年3

月起至4月止 ，次輪將於9月推行 ，最後一輪

將於明年3月開始 ，期望電子教科書最終於明

年9月推出市面。

從試教現場所見 ，學生普遍熟悉平板電腦應用 ，

課堂具有傳統教學模式之餘 ，也能結合電子書

分組互動 ，運作大致暢順。不過有接受試教學

校的校長直言 ，每校或需額外投入60萬元至70

萬元資金 ，才能應付電子教科書推行 ，期望當

局加強財政支援。■ 資料來源：文匯報

兩 岸出版交流已進行了20多年 ，第一個

兩岸出版合作共同作業平台終於出現。

首家由兩岸出版集團共同投資成立的出版公

司—海峽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早前在台北、

福州兩地同時宣告成立。

該公司是國內第一家獲得「網絡出版許可」，以

及「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的台外商投資企業，

由台灣城邦媒體控股集團和福建海峽出版發行

集團共同投資成立。該平台將以紙本內容編輯

為基礎，發展移動閱讀，開啟全媒體經營模式，

由兩岸出版人合力經營 ，拓展全球華文市場。

■ 資料來源：出版之門

首家兩岸合資
出版公司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