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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正式掛牌

黃小玲任局長

今年10月9日，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和省廣

電局正式合併運行，同時掛上廣東省新

聞出版廣電局的「新牌子」。原省廣電局黨組書

記、副局長黃小玲，任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省版權局）局長、黨組副書記；省文聯原黨組

書記白潔任黨組書記、副局長。原廣東省新聞

出版局局長朱仲南調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正

廳級）。

據悉，原省新聞出版局編制59個，原省廣播電

影電視局編制63個，合併後的新聞出版廣電局

則擁有行政編制120個，比之前減少兩個。內

設機構數量為15個，比合併前減少一個。機構

改革的變化更多體現在職能的梳理與整合上。

合併後，部分處室名字微調，原新聞出版局新

聞出版管理處拆分為新聞報刊處和出版管理處

（數字出版處），新聞報刊處職能涉及期刊和報

紙，出版管理處（數字出版處）職能涉及音像、

圖書、電子和數字出版。掛牌後有一段時間的

過渡期，暫時仍然分開兩地辦公。■

� 資料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3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

評審結果

經資料審查、評審專家審議和評審領導小

組最終審定，2013年國家印刷複製示範

企業評審結果已經產生。■

序號 企業名稱

2012年
資產總額
（億元
人民幣）

2012年
銷售收入
（億元
人民幣）

1 北京中融安全印務公司 5.1929 4.5222

2 天津海順印業包裝有限公司 4.7850 4.5214

3 河北新華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8.7830 5.1667

4 上海包裝造紙（集團）有限公司 10.1383 7.5330

5 上海中豪紙品加工有限公司 10.8059 11.4638

6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5.1528 3.3899

7 昆山市張浦彩印廠 6.8387 6.8839

8 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2.3683 2.6384

9 立華彩印（昆山）有限公司 5.0127 4.2869

10 浙江美濃世紀集團有限公司 10.0625 7.8791

11 廣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1.7278 10.3707

12 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7.9368 4.3093

13 安徽安泰新型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4.3561 5.2323

14 福建鴻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2.4930 6.8224

15 山東鴻傑印務集團有限公司 11.6476 8.6757

16 東港股份有限公司 13.2823 5.5334

17 河南省瑞光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2.8496 2.6952

18 湖北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3.4782 2.5571

19 湖北金三峽印務有限公司 7.4471 5.5961

20 湖南凌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5.4545 3.9208

21 常德金鵬印務有限公司 10.5229 17.1690

22 湖南永州奔騰彩印有限公司 3.7656 6.0546

23 東莞雋思印刷有限公司 2.6235 5.2186

24 廣西真龍彩印包裝有限公司 5.2143 6.3232

25 桂林澳群彩印有限公司 4.3396 4.2175

26 四川宜賓普什集團3D有限公司 8.9023 17.9275

27 西安西正印製有限公司 4.1501 4.1007

序號 企業名稱

2012年
資產總額
（億元
人民幣）

2012年
銷售收入
（億元
人民幣）

1 湛江華麗金音影碟有限公司 5.2336 1.8923

2 廣東省粵東磁電有限公司 2.4096 3.4746

3 廣東昂特音像有限公司 5.6951 3.1562

27家印刷企業名單及有關情況

三家光盤複製企業名單及有關情況

� 資料來源：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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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情況說明

會上，自貿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戴海波

對負面清單管理進行了簡要說明。所謂負面清

單，相當於投資領域的「黑名單」，列明企業不

能投資的領域和產業。國家發改委利用外資和

境外投資司司長孔令龍說，對負面清單之外的

領域按內外資一致的原則，將外商投資項目由

核准制改為備案制。

2013版負面清單中，可見製造業的其中一個管

理小類為「限制投資出版物印刷（中方控股），

註冊資本不得低於1,000萬元人民幣」；而文化、

體育和娛樂業中，則「禁止投資圖書、報紙、

期刊的出版業務」。

據悉，負面清單按國民經濟分類，共列出18個

門類1,069個小類。其中對約190個小類有管

理措施，約佔整個產業小類的17.8%。換言之，

超過80%的外商投資項目將由核准制改為備案

制。■� 資料來源：新聞晨報

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出爐

限制投資
出版物印刷

2013國家印刷複製示範企業

27家印刷企業名單及有關情況

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顯示，2013年9月，

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51.1%，比8月上升0.1個百分點，連續三個月

回升。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認

為，PMI連續三個月回升，表明中國製造業經濟

繼續穩中有升。他認為，企業發展的信心進一

步增強。反映國內外市場需求的新訂單指數和新

出口訂單指數，分別為52.8%和50.7%，比8月

上升0.4和0.5個百分點，均連續三個月回升。

同時，企業對未來市場信心也不斷增強，主要

表現在不少企業積極備產、加大採購力度，拉

動原材料購進價格進一步上漲。9月採購量指數

為52.5%，創八個月以來新高。主要原材料購進

價格指數為54.5%，比8月上升1.3個百分點。

不過，趙慶河表示，製造業生產雖總體企穩向

好，但發展不平衡。大中型企業企穩向好的態

勢進一步鞏固，但小微企業經營仍比較困難。

9月，小型企業PMI為48.8%，較8月下降0.4

個百分點，說明在產能過剩、市場供過於求的

狀態下，小微企業經營壓力較大。■

� 資料來源：新京報

國內9月PMI指數連續三個月回升

小微企業經營仍困難

國家工信部在網站發佈《產業關鍵共性技

術發展指南（2013年）》，八大領域的

261項技術獲確定為當前優先發展技術。三種

高檔印刷設備獲列入其中的裝備製造領域。

2013年版指南在2011年版指南基礎上修訂。

新版指南的技術體現了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

業，加快提升和改造傳統產業，推進產業結構

優化升級，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求。三

種優先發展的高檔印刷設備分別是：高端、智

能化印刷機墨色控制系統技術，高端、智能化

印刷機電子軸（無軸）傳動系統技術，噴墨數

字印刷機壓電式噴墨打印頭製造技術。■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三大高檔印刷設備

列入中國當前優先發展技術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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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印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SAC/TC170）

在北京召開「印刷標準複審工作會議」。

這次會議根據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標準化

管理委員會的統一安排組織，來自全國各地的

專家學者共計30多人分別參加了四天的會議。

會議共對82項標齡超過五年的印刷類國家標準、

新聞出版行業標準進行複審，即對標準的適用

性重新評價，最終確認23項標準（包括12項

行業標準、11項國家標準）繼續有效，四項國

家標準修改有效，29項標準（包括13項行業標

準、16項國家標準）需要修訂，27項標準（包

括25項行業標準、兩項國家標準）終止使用。

這次會議是SAC/TC170自1991年成立以來，首

次系統地梳理現有標準，會後SAC/TC170將根

據會議的結論，在今後幾年內陸續對29項標準

開展修訂工作。經過這次複審工作，保留的近

30項印刷類標準將更加精幹，而今後新制定項

目也將注重標準的實用性和適用性。■

� 資料來源：全國印標委

在2012年，有四台全新商業輪轉膠印機落

戶中國內地，包括三台高斯、一台小森，

分佈在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四台設備落戶三

家企業，其中一家為新晉商輪企業。至現時為

止，中國內地市場全新商輪保有量達到119台，

較上年增長3.5%。119台商輪分別落戶於61家

印刷企業，平均每家擁有全新商輪1.95台，相

比上年的1.92台有所提升。其中，近50%的企

業擁有兩台及以上全新商輪。

回顧過去十多年的數據，歷年商輪裝機量絕對

值呈現波段下降態勢，新增四台商輪的2012年

顯然是一個「低增長」年份，裝機量只略高於

2005年的三台最低點。

在採訪中，行業專家、商輪企業負責人一致認

定：「商輪市場大局已定，將不會再呈現爆發性

增長，長期呈萎縮趨勢」。■

� 資料來源：印刷經理人

中國商業輪轉裝機量

十多年呈
波段下降態勢

全國印標委組織

印刷標準複審工作會議

中國內地歷年商業輪轉機安裝數量

18

12 12
10

6 7

3

11
9

8

5

8
6

4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裝機量（台）

20
00
年
前

20
00
年

20
01
年

20
02
年

20
03
年

20
04
年

20
05
年

20
06
年

20
07
年

20
08
年

20
09
年

20
10
年

20
11
年

20
12
年



香港印刷業商會

039「UPM雅光」90克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准成立質檢中心

遼寧分中心和北京分中心。近三年來，

隨著原新聞出版總署和環保部兩部門綠色印刷

戰略的實施，出版產品綠色質檢機構的建設也

十分蓬勃。2011年5月，質檢中心上海分中心

成立，第一個綠色印刷檢測實驗室建成。之後，

江蘇、江西、陝西和遼寧分中心相繼成立。北

京分中心也已獲批，於今年11月掛牌。目前，

質檢中心已成立六個分中心，分佈在長三角、

環渤海、中西部、東三省四大地區，初步形成

綠色印刷質檢體系。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質檢中心主任齊相潼表

示，這六個分中心，加上湖北、廣東、河北、

山東、西藏、福建、湖南等七個已獲批籌建的

分中心，將有13個網點，未來最多再建兩、三

個，一個覆蓋全國的出版產品綠色質檢體系正

在形成。

據悉，分中心的建設不僅增強了傳統的質檢能

力，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綠色檢測能力。在當地

政府的資金扶持下，分中心的建設都堅持高起

點、高標準，一般投資為300萬元到500萬元

人民幣，均設有綠色印刷檢測實驗室。在對今

秋綠色印刷教科書的環保檢測中，這六個分中

心就發揮了重要作用，分別承擔了自己及相鄰

地區的環保檢測任務。■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綠色印刷質檢機構

全國佈局初成

京滬率先實現

教科書綠色印刷全覆蓋

北京的一些公交站牌多了一條廣告：「新學

期起，北京中小學教科書全部採用綠色

印刷。」為提高社會各界，尤其是中小學生對

綠色印刷的認知，北京市新聞出版局在100個

公交車站投放了綠色印刷公益廣告，並要求出

版單位在教科書上加上綠色印刷宣傳標語。

2013年秋季學期，北京和上海在全國率先實現

中小學教科書綠色印刷全覆蓋。兩地的綠色印

刷教科書，全部由獲得中國環境標誌認證的印

刷企業印製，按照平版印刷標準，採用了綠色

環保的紙張、油墨、設備、工藝。兩地印刷品

質檢機構都抽檢了中小學教科書，環保質量檢

測全部合格。

京滬兩地政府也將獎勵或補貼相關單位。北京

市新聞出版局已從市財政申請到近1,400萬元資

金（人民幣，下同），用於獎勵今年春秋兩季綠

色印刷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和印製單位。北京

市局還將於今明兩年開展優秀青少年讀物綠色

印刷示範項目，市財政已撥付2,000萬元獎勵

資金，每年獎勵1,000萬元。上海也擬對承接

教科書的印刷企業，給予每令紙20元的補貼，

從而保證教科書印製的原材料符合環保要求。

此外，還有部分地區的覆蓋率已超過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提出的60%要求，例如：重慶達

80%，海南達70%，青海的漢文、藏文教科書

綠色印刷比例分別為95%和85%。■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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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亞洲國際標籤印刷展覽會新聞發佈

會上，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名譽理事長武

文祥指出，過去1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國內

物質產品極大豐富，標籤作為產品的標識、「身

份證」，越來越廣泛應用於食品、醫藥、日化、

服裝、電子產品等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

中。

近幾年，中國標籤行業的年均增長率一直保

持在15%至20%，超過GDP年增長率。其中，

2012年中國標籤印刷工業實現總產值260億元

人民幣，產量34億平方米，較2011年分別增

長13%和14%。可喜的是，國內標籤業不僅在

產值上獲得增長，在產品種類、深加工及創意

設計等方面均有所突破。■

� 資料來源：必勝網

國內標籤業年均增長穩定

取得全面突破

內地包裝別具新意

綠色蔬果
變身時尚禮品

在國內，個性化定制有機農產品的禮品日

趨風行。有市民表示，以往每年中秋都

是送月餅，中秋過後根本吃不完，造成很大浪

費；今年朋友間開始贈送農產品禮盒，新鮮又

實用，大家都樂於接受。有糧食開發公司負責

人表示，大家很在意每天都要吃的大米品質和

安全，產自雲南的有機大米既富營養又安全。

該公司的各類大米禮盒銷售火爆，除了當地消

費者外，也有不少來自其他地區的訂單，出現

供不應求的情況。

在農博會上，不少企業都推出禮盒裝的農產品，

而一些專門從事農產品禮品銷售的企業，更將

常見的產品包裝做得別具新意。初級農產品從

產地到門店再到顧客的餐桌，當中的毛利可

觀。業內人士介紹，以有機蔬菜為例，剔除運

輸、包裝，銷售後產品的利潤可以達到30%至

50%；與此同時，銷售額每年至少以超過20%

的幅度在增長。■� 資料來源：春城晚報

台灣綠色印刷希望工程

從環保標章開始

經過漫長四年的醞釀與催生，台灣擁有第

一個平版印刷的環保標章。業界認為，

這不僅是印刷產業重要的綠色指標，更是台灣

印刷產業極具意義的里程碑，亦是督促印刷產

業達到綠色制程及企業社會形象的重要依據。

未來更會結合政府綠色採購的措施一併推動，

突破現有營運框架，增加產業價值，將台灣的

印刷產業推向高獲利、高精緻與高環保的三贏

局面。

台灣業界認為，相比中國大陸自2010年起大力

推行綠色印刷，種種措施落實有效，台灣綠色

印刷政策與標準的啟動落實不僅晚了三年，而

且廠商對綠色印刷推動的自覺性與責任感需再

加以啟發。

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自2010年起，與台

灣藝術大學合作環保標章制定問卷調查，每

年均利用研討活動不斷加以倡導。自2011年

起，更強化印研中心在碳足跡與溫室氣體盤查、

ISO14001、麥當勞認證等相關輔導師的養成訓

練，並且聘請環工相關科系人才，加入綠色印

刷輔導服務的行列，希望透過中心的專業能量，

以及協助廠商申請政府資助的方式，加速台灣

綠色印刷推動的成效，並促使廠商提升對環保

化推行的自覺感。■� 資料來源：印刷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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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羅湖13家企業
納入職業病監測

印刷行業在列

深圳羅湖區13家企業納入職業病監測範

圍，主要存在的重點職業病危害因素包

括寶石行業的矽塵、印刷行業的正己烷、製鞋

箱包行業的1,2-二氯乙烷、家具製造行業的苯。

據了解，近期深圳市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

會下發《深圳市重點職業病危害監測預警項目

實施工作方案》，按照方案要求，羅湖區通過

開展重點職業病危害預警監測，動態掌握了羅

湖區矽塵、三氯乙烯、三氯甲烷、1,2-二氯乙

烷、正己烷、苯、鎘和鉛等重點職業病危害情

況，並對重點職業病危害進行監測和預警，控

制職業病危害事故發生，保護勞動者健康。■

� 資料來源：深圳商報

廣州禁止用金屬盒包裝茶葉酒類

違者最高可罰10萬元

早前《廣州市限制商品過度包裝管理辦法》

公開徵求意見，對茶葉、酒類等商品的

包裝作出「特別規定」：茶葉包裝禁止使用木材、

金屬、紡織物，空隙率不得超過30%，層數必

須在兩層或以下；包裝成本總和不得超過商品

銷售價格10%。酒類包裝也禁止使用木材、金

屬、紡織物，而空隙率則不得超過45%，層數

必須在兩層或以下；包裝成本總和不得超過商

品銷售價格15%。

《辦法》還要求，如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在生

產、使用、銷售過度包裝商品，將被責令限期

改正，並處2,000元（人民幣，下同）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款；如情況嚴重，將處二萬元以

上10萬元以下罰款。■� 資料來源：新快報

由環保部起草的進口廢紙環境保護管理規定

（以下簡稱徵求意見稿）明確提出，禁止將

進口的廢紙交給其它單位或個人分選後再加工利

用；不再審批年產一萬噸以下，以廢紙為原料的

造紙生產線；加工利用企業應具有與加工利用能

力相適應的污水收集、處理設施，並通過竣工環

境保護驗收；進口廢紙加工利用企業要安裝自動

監控設備及其配套設施。

環保部透露，進口廢紙是中國主要可用作原料的固

體廢物類別之一，在允許進口的固體廢物中，廢

紙審批量最大，實際進口數量也最多。以2012年

為例，進口廢紙2,827萬噸，佔進口各類固廢總量

一半以上，由此也帶來嚴重的環保問題。環保部

表示，相當部分廢紙加工企業管理不規範、污染防

治措施不到位。露天堆放廢紙經雨淋後產生廢水及

漿渣，廢水中化學耗氧量、揮發酚等超標甚至高達

70倍。同時，非法夾帶洋垃圾、走私進口廢紙案

件、進口廢紙非法倒賣現象依然存在。■

� 資料來源：法制日報

中國萬噸以下

廢紙造紙生產線
不再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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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新聞紙價格呈下降趨勢

市場供需矛盾依然

今年上半年，國內新聞紙價格呈下降趨勢。

到6月，國產新聞紙全國平均價格從去

年年底的每噸5,100元（人民幣，下同）下滑

到每噸4,550元左右，海內外新聞紙市場都難

掩頹勢。

在進口新聞紙方面，中國上半年累計進口量約

4.5萬噸，主要來自韓國、新西蘭和美國。中

國報業協會有關負責人分析認為，按照代理

商的報價，6月進口45克新聞紙的價格在每噸

4,700元左右，若報社直接採購，價格還會更

低。美國廢紙價格6月以前每噸180多美元，

進入6月基本維持在170美元至180美元之間，

貨源不緊張，這個價格近期不會有太大波動。

國內供應方面，中國報業協會預計，今年國內

新聞紙總產量約為380萬噸，基本與去年持平。

而在需求方面，由於報業廣告業務持續下滑，

以及佔有報業市場很大份額的都市報發行量下

降，報業新聞紙採購量也在持續走低。由於價

格的下降，個別紙廠為緩解成本壓力，降低新

聞紙質量。近期有報社反映，個別紙廠生產的

新聞紙在白度、拉力、勻度等方面有所下降。■

� 資料來源：中國綠色時報

在2012年，廣東文化產業法人單位增加值

為2,706.5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增長14.8%，佔全省GDP比重4.74%，已成為

廣東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近年，廣東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超過12%，

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逐步提高。廣東

培育了平面媒體、廣播電視、出版發行、印刷

複製、文化產品和設備製造等優勢產業集群，

新型文化業態發展迅猛，多個領域領軍全國，

如2012年廣東數字出版產值近300億元，約佔

全國五分之一；動漫和網絡遊戲總產值近300億

元，佔全國三分之一。

廣東大力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推動文化

產品和服務走向國際市場。近年，廣東文化

貿易規模迅速擴大，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年

均增長超過20%。據商務部統計，2012年廣

東核心文化產品進出口總額116.7億美元，佔

全國42.6%；其中出口總額113.1億美元，佔

43.6%。文化出口覆蓋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

2012年廣東省文化產業

增加值佔GDP比重4.74%



香港印刷業商會

043「UPM雅光」90克

香港圖書市場印刷量小

書價整體高於內地

香港一本200多頁的書售價是100多港元，

而普通的大學教科書價格為300港元至

400港元，內地的書價普遍比香港低得多。

聯合出版集團助理總裁李家駒對此表示，一般

而言，香港的圖書價格比內地昂貴，主要原因

是受市場印量和收入水平的影響。相較於內地

龐大的市場，香港圖書市場小、印刷量小，成

本高，書價也水漲船高。另外，香港的收入水

平比內地高，人工成本和消費水平都進一步推

高了書價。

香港的版稅約佔每本圖書價格的10%至20%，

作家名氣不同，版稅水平也不同。印製成本則

控制在書價的20%以內，其他的必要間接成本

包括人力成本、營運成本、發行物流、稅收等

佔20%以上。餘下的部分則是利潤空間，由於

香港市場競爭者多，出版商給書商的折扣價不

一，出版商利潤無法一概而論。但出版社利潤

如果能達到30%，就很理想了。

另外，李家駒補充，在香港出版發行的書籍主

要有四類：港版、內地版、台版、外語版。除

了港版之外，其他三類書籍售價還需要考慮匯

率因素。■�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取消出版物全國連鎖經營單位審批

根據國務院有關規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

總局取消「設立出版物全國連鎖經營單位

審批」和「從事出版物全國連鎖經營業務的單位

變更《出版物經營許可證》登記事項，或者兼

併、合併、分立審批」項目的行政審批。總局

還下發通知，要求做好後續服務和管理。

根據通知，原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出版物全國

連鎖經營單位《出版物經營許可證》繼續有效，

但限於按照原許可證登記事項開展經營活動，

總局不再受理有關連鎖經營單位變更登記事項

申請；原核發的《出版物經營許可證》於有效期

滿後自動失效。如出版物全國連鎖經營單位符

合出版物總發行單位設立條件，可依法向總局

申請出版物總發行資質；不符合出版物總發行

單位條件的，可依法向所在地新聞出版行政主

管部門申請核發批發、零售資質的《出版物經

營許可證》。■�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澳門新聞局繼續舉辦《出版法》修訂建議草

案業界諮詢會，新聞局局長陳致平表示，

該局除了會分析整理諮詢過程中收集的意見和

建議外，亦會進一步與法律專家及法務部門共

同研究，力求將草案中的條文訂定得更清晰和

明確。

第三場業界諮詢專場當日，有來自12家本地周

報和月刊的12名傳媒機構代表出席。機構代表

在會上表達的意見主要包括：未來業界是否需

要自行設立自我規範和認證記者專業資格的委

員會，並制訂新聞工作者通則；《出版法》修訂

建議草案中有關接近資訊來源的自由和機密的

界定；透過出版品作出犯罪；法律中葡文文本翻

譯的準確性；記者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就草案中

部分條文作出探討。■� 資料來源：新報

澳門續辦《出版法》

修訂建議草案
業界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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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兩大報業集團合併重組

整合資源做大做強

上海兩大報業集團—解放日報報業集團

和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合併。這宗內

地最大的新聞集團合併案，將對內地新聞出版

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針對這次大手筆整合，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

院副院長張志安評論說，這是中國傳媒業應對

市場壓力的首次高端集團兼併重組，目的是整

合資源「做強」傳媒集團。他認為，兩家報業集

團未來的整合大有可為：首先，兩家集團可以

依托現有房產，整合採編人員辦公地點，減少

物業成本、盤活房地產資源；其次，可整合合

併發行、印刷、物流，減少發行成本；其三，

還可對現有多份報紙進行差異化定位。

據了解，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旗下的主要報

紙包括《文匯報》、《新民晚報》、《東方早報》、

《外灘畫報》等，解放日報報業集團旗下報紙包

括《解放日報》、《新聞晨報》、《新聞晚報》、《申

江服務導報》等。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2年新

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稱，解放集團、文新集團

的資產規模在國內報業位列第三名與第五名。據

知情人士透露，不會有報紙因合併停刊。■

� 資料來源：大公網

在2012年，中國出版的圖書達到414,005

種，冊數為79.25億冊，超越美國一倍

多，位居世界第一。但隨著近年書本供應在中

國逐漸豐富，民眾對於書本的興趣卻沒有同步

上升。根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今年發佈的《第

十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中國2012年人

均紙質圖書閱讀量只有4.39本，遠低於主要發

達國家。

相關數據顯示，與每天平均花在電視上的100

分鐘，以及45分鐘在網上相比，民眾只分15

分鐘給閱讀。不久前，有消息稱全民閱讀立法

已列入2013年國家立法工作計劃。似乎國民不

愛讀書已成「習慣」，到了必須要立法才能解決

的地步。

調查報告還顯示，2012年，中國18歲至70歲

國民的圖書閱讀率為54.9%，也即是在中國有

四成多的人很少閱讀。有1.3%的人認為自己的

閱讀量多，53.1%的人則認為自己的閱讀量很

少，有書不看和對自身閱讀狀況不滿並存。此

外，中國也是圖書庫存量最大的國家，以售價

計算，目前有884.05億元的圖書積壓在倉庫之

中。■� 資料來源：金羊網

中國圖書出版量全球第一

國民閱讀量
嚴重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