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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出版系統

啟動「十二五」規劃中期評估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通知，決定在

全國新聞出版系統組織開展《新聞出版

業「十二五」時期發展規劃》和《新聞出版業

「十二五」時期發展專項規劃》（以下統稱《規

劃》）中期評估工作。這次評估採用資料截止日

期為2013年6月30日。

這次評估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對《規劃》提出的

重要發展指標實現情況作出客觀評估；對《規

劃》提出的「十二五」時期新聞出版業發展戰略

重點、重點任務、重大工程實施情況、促進新

聞出版業發展的政策措施落實情況作出評估；

根據新聞出版業發展的新形勢、新要求、新任

務，提出進一步推動《規劃》實施的對策建議，

包括是否需要對《規劃》的相關內容進行調整

和修訂等；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議。

這次評估將採取總局獨立組織評估，以及各省

（區、市）新聞出版行政主管部門自評估相結

合，總體規劃評估與專項規劃評估相結合的基

本原則組織開展。通知還強調，要從貫徹落實

《規劃》情況、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加強

《規劃》落實措施有關意見建議等方面作出評估

報告。■�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5月官方中國採購經理人

指數（PMI）為50.8，較上月上升0.2個

百分點，遠高於市場預期，並連續八個月維持

在50的榮枯線上方。然而，滙豐中國發佈的

數據稱，經季節性調整的5月滙豐PMI為49.2，

不僅低於上月的50.4，而且較4月中旬公佈的

初值49.6也再次下降，達到最近八個月以來的

最低點。反映大企業情況的官方PMI，與主要

關注中小企業情況的滙豐PMI截然相反，一個

逆周期上漲，而另一個下降超於預期。

海外需求持續減弱，新出口訂單連續兩個月收

縮，許多中小廠商反映客戶需求轉弱，尤其是

美國市場，導致出口訂單整體出現收縮。滙豐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認為，5月滙豐製造

業PMI的終值下調，表明受內需走弱拖累，製

造業活動在5月進一步小幅放緩。鑒於外需仍

然疲弱，決策層需要提振內需，以防製造業產

出進一步下滑及其對勞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

有財經評論員表示，兩個數據走勢背離只是表

像，實際上二者內在是統一的。業內人士認為，

在中國經濟回升並不穩定的情況下，中小企業

發展面臨的嚴峻形勢超過大中型企業。兩者之

間的差異已經開始顯現，說明目前的經濟結構

性矛盾依然突出。綜合歷史數據和其他指標來

看，目前製造業的增長勢頭仍然疲弱，經濟下

行壓力較大。另有經濟學家觀點認為，目前談

論經濟開始復甦為時過早，中小企業急需政策

支持。■� 資料來源：華夏時報

國內製造業冰火兩重天

官方與滙豐PMI數據走勢再度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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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與滙豐PMI數據走勢再度背離

2012年中央財政共安排34.63億

支持文化產業發展

據國家財政部網站消息，為加快推動文化

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2012年

中央財政共安排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34.63億

元人民幣，重點支持文化體制改革、骨幹文化

企業培育、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建設、金融資本

和文化資源對接、文化科技創新和文化傳播體

系建設、文化企業「走出去」等六大方面。

與往年相比，2012年資金分配工作首次引入合

規性審核、專家評審工作機制，調整完善項目

分類方法，項目遴選更為嚴格規範，進一步提

高了資金分配的科學性、規範性和合理性。■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理事長徐建

國指出，近年，中國印刷工業雖然面臨

諸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挑戰，但仍保持著持

續快速的發展態勢。「十一五」期間，中國印刷

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速達到19.3%，高於國內GDP

增速。預期「十二五」期間，印刷工業仍將保持

平穩較快的發展速度。

他續指，受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影響，未來一段

時期，中國印刷工業將面臨比以往更迫切的轉

型升級壓力。印刷工業的發展將從主要追求速

度和規模的粗放式增長，逐步轉變為更注重質

量和內涵的集約型發展模式。為了充分應對競

爭環境的變化，未來中國印刷企業將會在綠色

印刷、數碼印刷和印刷數字化方面進行更多的

探索和嘗試，同時通過採用更智能化、自動化

的設備，實現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

此外，他認為，印刷企業之間的整合、重組將

會加速，印刷企業數量的減少和印刷總產值的

增加可能成為行業的常態。印刷工業的集約化

程度將進一步提高。■� 資料來源：必勝網

印工協理事長徐建國：

中國印刷業
需加快轉型升級

全國首批64家書刊、包裝、票據印刷企業

和印刷設備及耗材企業，獲評首批中國

印刷行業A級以上信用企業，並由主辦單位中

國印刷技術協會在北京舉行授牌儀式。

伴隨著首批信用企業的接牌「上崗」，2013年度

印刷行業信用等級評價活動也拉開了序幕。據

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副秘書長劉毅勇介紹，2013

年度等級評價活動的首輪初審上報截止日為8月

15日。與2012年評審工作不同的是，從今年

起將在原有申報流程採取協會「抓兩頭」、第三

方機構認證「做中間」測評方式的基礎上，首次

推行《中國印刷行業企業信用等級評價申報與

審核暫行辦法》，試行期三年。根據《辦法》，

自2013年起，將圍繞中國印刷行業信用工作

委員會，實行由高級審核員和專職審核員形成

的審核員制度，設立信用評價部，也將在各省

（區、市）設立地方信評部、行業分會信評部。

授牌儀式當日還舉行了信用評價工作委員會第

一次全體工作會，為了確保未來評審工作的公

正性，委員們形成了寧缺毋濫、樹立行業典型

的共識。■�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

全國首批64家

印刷信用企業
正式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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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舉行的ISO/TC130�WG12印後工作組

會議，由該組召集人、來自中國的何曉

輝女士主持。中國、巴西、德國、英國、美國、

意大利、日本、瑞典、印尼等九個國家的31位

專家參加了會議，在會上分別研究推進目前已

經著手制定的兩項國際印後標準。

經過兩年的努力，以ISO/CD16763《印刷技術�

印後加工�裝訂產品》作為NWIP&CD聯合投票於

2013年5月5日結束，通過了NWIP（新工作項

目提案），並於2013年5月13日開始正式進入

到CD（委員會草案）階段。ISO/CD16763在投

票階段共收到來自美國、德國、英國、意大利、

瑞典的78條意見。在這次會議上，與會專家對

其中技術性意見進行了重點的討論，一般意見

和編輯性意見普遍獲得採納。

至於ISO/WD�16762《印刷技術�印後加工�一般

要求》標準草案，由於會前沒有收到任何評論

意見，且執筆人John�Charnock提出的最新修改

版本未能提前發給該組註冊專家，會議決定待

會後將最新草案發給各國專家討論並提出建議，

並在今年11月在柏林舉行的ISO/TC130秋季會

議上再進行討論。

另外，John�Charnock為得到英國標準化管理機構

支持，提出擔任該組副召集人，因此會議同時

討論起草任命其為副召集人的決議，並同意會

後將該決議遞交ISO/TC130秘書處，供各國家

成員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投票表決。■

� 資料來源：科印網

根據《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管理條例》的規

定，自今年9月1日起，中國質監部門

將全面查處未獲得食品用紙包裝、容器等製品

生產許可認證，而生產、銷售或使用紙製品的

行為。

消費者日益重視食品安全，以及食品包裝印刷

中有害物質殘留超標的問題。食品包裝被稱為

「特殊食品添加劑」，作為食品的「貼身衣物」，

其安全將直接影響食品質量。國家印刷裝潢製

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副主任張黎明表示，中國

目前的食品包裝主要還是使用溶劑型油墨，這

類油墨含有有害溶劑，如苯、甲苯、二甲苯等，

而苯超標會引發癌症，特別是血液系統疾病。

此外，油墨中的重金屬如汞、鉛、砷等含量也

對人體存在極大的危害。

國際公認食品印刷所用油墨，必須遵守無轉移

的原則；食品包裝物內表面印刷時，不得使用

常規油墨；承印廠商必須確保印刷後油墨中的

溶劑全部揮發，油墨則要求固化徹底，並達到

應用行業的相應標準。■

� 資料來源：中國食品安全報

今年9月起

國內將嚴查紙包裝製品
生產許可認證

中國主導兩項印後國際標準

ISO/TC130春季會議上取得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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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中國中西部九省

包裝印刷項目可享優惠

國家發改委、商務部聯合發佈2013年第1

號令，公佈《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

產業目錄（2013年修訂）》，該目錄自6月10日

起實行。

該目錄包括全國22個省（區、市）鼓勵類產業

條目，其中印刷包裝類條目有三種：山西、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雲南、

海南九省，將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列入；內蒙

古、廣西、西藏、新疆四區，將少數民族特需

用品、工藝美術品、包裝容器材料列入；遼寧

省將金屬包裝、自動化立體倉庫及倉儲物流設

備製造列入。

廣電動漫類條目有三種：雲南、湖南、海南三

省，將廣播電視節目、電影製作業務（限於合

作）列入；海南將電影院的建設、經營（中方

控股）列入；吉林、黑龍江、安徽、四川四省，

將動漫創作、製作（廣播影視動漫製作業務限

於合作）及衍生品開發列入。

兩部委公告稱，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

（國務院令2002年第346號）的規定，屬於該

目錄的外商投資項目，享受鼓勵類外商投資項

目優惠政策。符合該目錄規定的外商投資在建

項目，可按照該目錄的有關政策執行。■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2016年中國特種印刷市場

將突破5,000億元

特種印刷產品按照印刷方式劃分，主要包

括：金屬印刷產品、玻璃印刷產品、皮

革印刷產品、塑料薄膜印刷產品、軟管印刷產

品、曲面印刷產品、磁卡和智能卡印刷產品、

票證防偽印刷產品等。特種印刷行業各細分市

場蓬勃發展，中國特種印刷行業前景可期。

2012年，特種印刷行業規模以上企業數量

有2,670家，比上年增加317家；從業人員

449,071人， 同 比 增 長9.11%； 資 產 總 計

2,330.99億元（人民幣，下同），負債合計

1,072.03億元，銷售收入2,825.81億元，利

潤總額260.97億元，產品銷售利潤446.14億

元，工業總產值2,859.79億元。預計2013年

至2016年，中國特種印刷行業年增長率將保

持在14%以上，2016年行業銷售收入將達到

5,150.37億元。

具體而言，金屬特種印刷在「十二五」期間的

年增速將達到8%左右。標籤印刷行業每年的

增長率在15%至20%，是全國印刷行業增速最

快的分支之一。根據近年塑料包裝行業的年複

合增長率，結合「十二五」期間國家可能對塑料

製品的規範生產和限制使用，預計到2015年，

塑料特種印刷市場容量將超過2,000億元。另

外，根據《產業用紡織品「十二五」規劃》所示，

「十二五」期間預計有10,000億元的市場潛力，

紡織品特種印刷市場也將因此獲益。■

� 資料來源：前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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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業可能只會注重自身產品的質量，

而忽略了該產品包裝物的安全衛生標準。

不久前，國內某兒童用品生產企業接到歐盟

REPEX系統通報，用於包裝其兒童床毛毯的塑

雖然2012年全球經濟不景氣，大部分行業

低迷，但中國造紙印刷行業淨利潤卻實

現了高速增長，同比增速達79.46%，位居各行

業之首。

據統計，目前已公佈2012年年度業績的各行業

公司有1,944家，共實現淨利潤5,942億元（人

民幣，下同），同比下降4.084%。從各行業的

排名來看，僅有四成行業業績同比出現增長；

其中，淨利潤最高的行業為金融保險業，房地

產業則排第二。據各行業的淨利潤增速數據顯

示，造紙印刷行業淨利潤同比增速最快，為

79.46%；電力行業與食品飲料業以70.86%及

55.95%分列二、三位。■

� 資料來源：中信銀行

料袋通報為不合格。該塑料袋出口前未經第三

方檢測，及後經芬蘭國家兒童用品監管部門抽

樣檢測，發現該產品包裝塑料袋鎘含量為每公

斤320mg，超過歐盟0.01%（即每公斤100mg）

的限量規定，因存在環境污染問題而被拒入境。

這事件提醒了廣大企業，出口塑料包裝袋化學

安全要求不容忽視。對於一般產品來說，出

口塑料袋包裝應符合環保及有毒有害物質限

量要求，歐盟規定包裝材料中有害物質：鉛、

鎘、汞、六價鉻的總含量都不允許超過每公斤

100mg。出口企業應切實提升出口產品的整體

質量管理意識，積極應對出口塑料包裝袋可能

遇到的問題，進一步規避出口風險。■

� 資料來源：中國工業報

今年4月，國內紙包裝企業業績增長勢頭

強勁。年初以來，紙包裝、金屬包裝企

業呈現突出的業績，主要得益於下游家電、IT

電子設備、啤酒、飲料等的強勁回暖勢頭。同

時，紙包裝上游的白卡紙、白板紙價格低位維

穩，瓦楞紙、箱板紙價格在廢紙價格下跌帶動

下，環比跌幅達2%至3%，年初至今均價同比

下跌10%左右，低成本仍然鎖定。塑料包裝略

顯疲弱，下游食品、化妝品、藥品呈現弱復甦

行情，3月至4月產量同比增速達10%左右；成

本方面，年初至今塑料顆粒、薄膜價格同比上

漲4%至5%，3月至4月雖因油價下跌有所回調，

但預計全年將不具備明顯成本優勢。

另外，傳統印刷在經歷1月至2月的高增長之

後，3月至4月增速有所回落。卷煙依然持續低

迷景氣，1月至4月累計產量同比下降0.04%，

未實現增長。彩票銷售行情較好，增速逐月回

升，1月至4月累計同比增長16.5%，利好相關

彩票印刷企業。■� 資料來源：興業證券

出口外包裝塑料袋

要求日趨嚴格

2012年中國造紙印刷業

淨利潤
實現高速增長

4月國內紙包裝行業

下游回暖強勁
上游低成本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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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印協召開
會員代表大會

李新立當選
新一屆會長

上海市行業印刷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在上海科學會堂國際廳舉行。會議審議

通過了上海印協第二屆理事會相關工作報告，

選舉產生第三屆理事會成員。李新立當選為新

一屆理事會會長，會議亦聘任傅勇任秘書長，

印德明等七人擔任顧問。中國印刷技術協會理

事長于永湛到會祝賀，期待上海印協在新一屆

協會領導班子的帶領下，為行業提供更多服務，

辦更多實事，工作再上新台階。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黨組書記、局長方世忠在講

話中指出，行業協會要進一步找準定位、創新

服務、加強自律。服務是協會的生命之本，立

命之本。協會要為企業服務、為會員服務、為

行業服務，共同促進上海印刷業健康發展。■

� 資料來源：中國上海網

2013年4月中國銅版紙

進出口量雙雙減少

據中國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4

月，國內銅版紙進口量為23,195.825

噸，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4.58%；進口金額為

26,951,937美元，均價約每噸1,162美元，環

比3月上漲2.83%。同期，銅版紙出口量為

111,636.110噸，同比減少12.67%；出口金額

為98,008,604美元，均價約為每噸878美元，

環比3月上漲0.34%。

為進一步降低揮發性有機物和PM2.5污染

排放、推進空氣質量改善，北京市環保

局印發《關於進一步開展印刷行業專項執法檢

查的通知》，並在4月至5月對出版印刷、紙盒

紙箱、印鐵製罐、塑料和複合包裝印刷等五類

重點企業，在全市開展專項執法檢查。

檢查分申報登記、現場檢查、監督抽查和總結

四個階段，工作的重點如下：一是明確三個工

作目標；即實現轄區企業全面申報，督促去年

489家未安裝淨化設施的印刷企業加裝治理設

施，強化企業危險廢物監管；二是強化動態活

動水平核查，檢查企業排污申報登記情況，對

未申報登記的企業現場發放排污申報登記表，

或下達限期改正通知書，並認真審核申報數據；

三是嚴格現場檢查，重點檢查企業廢氣收集處

理設施安裝運行、有機溶劑使用量記錄、危險

廢物儲存處理、環保審批及驗收手續等情況，

依法嚴格處罰存在違法環境行為的單位。■

� 資料來源：北京印刷協會

北京環保局

對印刷業開展
專項執法檢查

此外，2013年4月，中國木漿進口總量為

132.70萬噸；其中針葉漿進口量為54.15萬噸，

環比下降9%；闊葉漿進口量為62.85萬噸，環

比增長17.3%；本色漿進口量為4.68萬噸，環

比下降16.95%；化機漿進口量為11.02萬噸，

環比下降30.94%。■

� 資料來源：中國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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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出版改革發展項目庫項目

可優先申報2014年度國家出版基金

近日，《2014年度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申報

指南》正式對外發佈。《申報指南》總體

框架基本延續往年模式，主要包括「指導思想

與基本原則」、「資助範圍與資助重點」、「申報

要求」、「申報程序」四大部分。資助範圍與資助

重點仍為七個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

設、宣傳和普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

和建設，經濟社會發展和黨的建設，文化建設

和中華文化傳承，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

工程技術，對外交流等。

據了解，2014年度仍然採取按申請資助金額分

級申報項目的辦法，除了延續前兩年的做法，

將列入「十二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的項

目作為優先申報項目外，還將列入新聞出版改

革發展項目庫的項目，作為優先申報項目。■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

台灣出版業望海興嘆

門檻問題難應付

對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利好台灣文創

業，台灣出版業者表示「其實沒有想像

中有利」。

業內人士指出，多年來內地出版管制嚴格，業

界已知曉不能碰觸禁忌，同時商機最大的也不

是容易引起爭議的書籍，而是各種小說、兒童

書、流行生活類圖書等。在這種狀況下，放寬

與加速審查只是有利於內地出版業者購買台灣

書籍與版權，對台灣業者立足內地並無實惠。

他強調，內地書號（ISBN）尚未對台灣出版業

開放，導致台資必須與內地出版社合資，令出

書成本增加。在圖書業利潤微薄的狀態下，這

是不小的考驗。另外，圖書極依賴通路，但由

於內地對投資圖書批發零售資本額門檻相當高，

因此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出版業根本無法應

付。■� 資料來源：台灣《旺報》

香港教育局公佈下學年中小學教科書價格。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課程發展）譚貫

枝在教育局網頁中表示，初步數據顯示，整體

書價較去年上升3.3%，較同期通脹低；在實施

教科書分拆定價後，下學年初中教科書將有約

三成凍價或減價，顯示分拆定價初見成效。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及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發

言人黃燕如表示，下學年教科書平均加幅低於

通脹，反映書商在調整書價上較為克制；她又

指，製作教科書的成本高，現時活躍的出版社

只有十多間，較高峰期減少一半。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嫻對教科書分拆後仍加價感

到失望。另有家長指出，政府與書商多年就書

價陷入「拉鋸」狀態，並沒有實際減輕家長負

擔，他們亦表示只接受約1.5%的加幅。東區

家教聯會副主席趙明則擔心，個別家長買書時

或會面對更高加幅，期望政府加快電子書推行

步伐。■� 資料來源：出版之門

香港教科書

新學年加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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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山東省標準化研究院獲悉，山東省將推

出強制性地方標準《中小學課業簿冊安

全衛生與品質要求》。

據了解，根據此前針對山東省學生體質與健康

的相關調研結果顯示，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居

高不下，且明顯有低年齡化趨勢。課業簿冊的

行高距離、亮度（白度）等相關特性，是學生

近距離用眼學習的關鍵環境條件，也是造成學

生近視率上升的原因之一。同時，封面印刷油

墨中的重金屬和揮發性化學物溶出、簿冊裝訂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有關負責人在博雅

出版論壇上透露，總局正與財政部溝通，

希望借鑒歐美等國家對實體書店的低稅率或零

稅率做法，制定對國內實體書店減免稅賦的政

策法規。此前，上海、浙江、江蘇等地已加大

對實體書店的財政支援力度。

當日，在由北京大學現代出版研究所與外研社、

百道網共同主辦的博雅出版論壇上，政府主管

部門相關人員、行業從業者、高校學者等從整

個行業層面，探討和反思了移動互聯時代實體

書店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物或紙邊對皮膚的損傷，也容易威脅學生的安

全和健康。

為此，山東省分品質與安全兩部分編制了相關

《要求》，對紙張品質、內芯格線顏色、印刷品

質、裝訂品質、危險銳利尖端、可遷移元素最

大限量、溶劑殘留量、螢光白度、封面的脫色

程度等安全理化指標作出明確規定，實施後將

作為強制性標準，提升課業簿冊的品質水準。

■� 資料來源：大眾日報

自2003年起，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每年都會

舉辦「中國最美的書」評選，並將獲獎圖

書送往德國萊比錫，參加次年舉行的「世界最

美的書」評選。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祝君波介紹，「世界最

美的書」評選活動，反映了當今世界書籍藝術的

最高水平。它的藝術標準是在於圖書設計，如

文字的排式、比例，是否構成了藝術品，體現

出文化氛圍，不僅要吸引人的視覺，還要使人

手感舒適。把整本書作為設計的對象，字體、

材料和外觀都要花點心思，就連紙張的厚度和

成本都要加以考慮。迄今，中國已有11種圖書

獲得這一世界圖書裝幀設計界的最高榮譽。

如今，「中國最美的書」在普通讀者中也逐漸有

了廣泛的知名度。每年「最美的書」書單出爐，

都有讀者拿著報紙到各大書店照單尋找。這十

年來，「最美的書」所倡導的整體設計理念，更

是對中國的書籍設計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簡

約、流暢、輕盈、注重閱讀體驗，已成為中國

出版界和書籍設計界的共識。■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

山東中小學課業簿冊印刷

將有強制性
地方標準

內地或將出台

實體書店
減免稅賦政策

「中國最美的書」

推動中國書籍
設計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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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圖書成為「奢侈品」？

國內家長冀打造平價少兒圖書精品

內地「六一」兒童節前夕，多家書店調查顯

示，如今不少受到孩子熱捧的少兒讀物

精緻有餘，充實不足，價格更是高得驚人。一

本不到30頁的書，售價達20元以上，全書均

用銅版紙彩印，全部文字加起來不超過1,000

字。在卓越網、當當網等購書網站上搜索，可

發現套裝的少兒讀物價格更貴，全套《彩色加

菲貓全集》、《幻想數學大戰》等定價600元（人

民幣，下同）左右，即使打了折，價格也要

400多元。銅版紙印刷令很多少兒讀物「厚重如

磚」，如某出版社的《中國少年百科全書》四冊，

總重量竟超過四公斤。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學院博士陳家強認為，

歐美圖書價格雖然普遍高於中國，但這些國家

有比較健全的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同時許多

少兒圖書可由慈善組織免費提供予青少年。老

師、家長普遍認為，相關文化、出版部門應推

出更優惠的政策，著力打造一批青少年讀者喜

聞樂見的平價少兒圖書精品，佔領並引導少兒

圖書的主流市場，培養少兒更積極、健康的閱

讀習慣。■� 資料來源：城市快報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發佈《傳媒藍皮

書•2013年中國傳媒發展報告》。報告指

出，2012年中國傳媒產業的總產值為7,600.5

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年增長13.4%。報

告預測，中國傳媒產業在2013年將持續保持高

於GDP的增速，預計今年總體產業規模將超過

8,800億元。

報告認為，當今的傳媒產業主要由傳統媒體、

網絡媒體與移動媒體構成，這三大板塊就像傳

媒的三原色，相互交叉融合、演變出無數的新

媒體形態，並最終形成新的媒體行業。

展望2013年，報告認為，中國傳媒產業需要一

個具有長期戰略思維的統一傳媒管理機構，實

施全面規劃；既要考慮傳媒的意識形態功能和

信息服務功能，又要考慮傳媒的產業功能，以

此形成政策思路和框架。例如，在管理體制上，

國家廣電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的大部制合併調

整，改革報刊市場管理的刊號審批方式及進入

市場流通，擴大傳媒機構轉企改制，改進網絡

媒體審查方式和媒體自律方面的建設，對境外

網絡媒體管理方式的科學論證，以及制度程序

的合理性建設，都可能對傳媒產業格局的變化

產生重大影響。■

� 資料來源：中國財經信息網�

三大媒體構成中國傳媒產業

2013年規模將超8,800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