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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文化 印刷智造

甬港創意印刷合作研討會
圓滿舉行（上）

寧波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香港貿易發展局及寧波市印刷行業協會，聯同香港印

刷業商會舉辦的「甬港創意印刷合作研討會」，於10月16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研討會以「創意文化 印刷智造」為主題，共有70多位來自寧波及香港的印

刷業界人士及嘉賓出席。會上，寧波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及香港印刷業商會更簽

訂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甬港印刷業發展與升級。

研討會既有主題演講，又有推介環節，來自香港和內地的印刷業專家分享交流。《香

港印刷》將分兩期，與讀者分享這次活動的精彩內容。

寧波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香港貿易發展局及寧波市印刷行業協會，聯同香港印

刷業商會舉辦的「甬港創意印刷合作研討會」，於10月16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寧波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陳佳

強局長、香港印刷業商會楊金

溪永遠榮譽會長，代表雙方簽訂

了《關於進一步促進甬港印刷產

業發展合作備忘錄》。根據備忘

錄，雙方將共同推動印刷數字

化、印刷標準化和綠色印刷的

實施，探討建立綠色印刷服務基

地，加強兩地在產業轉移、對外

宣傳、人才引進、重大活動等

方面的協作，打造開放、合作、

共贏的發展格局。

甬港簽訂合作備忘錄
共同推動綠色標準數字化印刷

▓ 寧波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陳佳
強局長（右）、香港印刷業商會楊
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左），代表雙
方簽訂了《關於進一步促進甬港印
刷產業發展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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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玉強副局長首先代表寧波方致辭。他指

出，寧波位於東海之濱，與上海隔灣相

望，是國家計劃單列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作為7,000年河姆渡文明的發祥地和海上絲綢

之路的始發港，歷史的積澱和現實的傳承，書

寫了寧波崇文善賈的發展軌跡，成就了一代代

寧波人誠信、務實、開放、創新的精神。今

天，寧波已成為東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長

三角區域性中心城市，以及國家創新型試點城

市，城市綜合競爭力躋身全國10強。社會經濟

文化的迅速發展，帶動了寧波印刷業的發展，

2012年底，寧波有印刷企業近3,000家，創造

工業總產值近200億元（人民幣，下同），生產

規模和經濟效益均居全國前列，產品遠銷歐美，

有力推動了寧波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目前，

綠色印刷、數字印刷、創意印刷都漸漸成為寧

波印刷業發展的新趨勢和追求。

香港與寧波同為港口城市，人緣相親、文化相

近，海外寧波幫半數集中在香港，更使兩地淵

源深厚。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對寧波的發展產

生了巨大影響，兩地商貿往來日益頻繁。在印

刷領域，香港與寧波的合作也由來已久，早在

1992年就有港資印刷企業在甬設立，至今香港

在寧波印刷行業的投資已經超過二億元。同時，

香港成熟的金融環境、國際樞紐的地位、卓越

的服務意識，使得香港印刷業高度發達，不僅

是世界四大印刷中心之一，也成為行業學習的

藍本和寧波印刷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首選平台。

當前，正是國家調整經濟發展戰略，推動產業

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印刷業也進入新的發展

周期。要實現由量到質的蛻變，推動印刷業走

向高端化、標準化和國際化發展之路，就要突

破以往的發展局限，建立新的發展框架，在這

方面香港作了許多有益嘗試，積累下許多寶貴

經驗。這次研討會以「 創意文化 印刷智造 」作

為主題，就是希望通過兩地印刷業界的專業交

流、學習，借鑒香港的先進發展理念，構建更

為開放、包容、靈活的合作機制，為兩地資源

整合、優勢互補、共同拓展國際市場打好基礎、

創造機會。相信有各位領導、專家及香港同行

的關心和支持，甬港合作一定會取得成效，寧

波與香港的未來一定會更加美好。

寧波：冀汲取香港印刷業先進經驗
寧波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副局長  孫玉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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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國浩高級經理指出，寧波市近年經濟發

展快速，各行各業蓬勃，為印刷業帶來

大量商機。香港是全球主要印刷中心之一，印

刷技術先進，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香港亦享有

高度的新聞自由，資訊發達並可自由流通，而

且中西薈萃，因此大量本地及國際報章、學術

刊物、期刊、宗教書籍及教科書，都可以在香

港印刷。

近年，香港印刷業的發展主要由新科技帶動，

整體趨勢是把印刷、印前和印後工序結合起來，

以提高準確性，減省時間和成本。香港印刷商

擁有先進的機器，很多公司引進了電腦直接製

版系統，以及可提高數碼印刷能力的最新機器。

張 雙儒常務副理事長指出，這次論壇圍繞

「 創意文化 印刷智造 」為主題，深入探

討創意文化對印刷業發展的激發力、拓展力和

推動力，將對當前印刷業發展有著重大現實意

義，也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環保是另一趨勢，越來越多印刷商選用環保產

品和材料。很多大型印刷商已將生產線移到內

地，並且自設廠房。這種發展改變了工作和物

流程序，大大提高效率和產品質素，令香港繼

續成為全球主要的印刷及出版中心。

2013年1月至6月，香港印刷品的出口總額為

84億港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其中，來自

中國內地的轉口產品總值達到72億港元，同比

增加3%。而按市場劃分，今年1月至6月，中

國內地比重為16.9%，增幅達到40%，比任何

其他市場都大，反映香港與內地在印刷業方面

的合作空間很大。

印刷業是配套經濟，也是跟隨經濟，與國民經

濟和文化產業發展有著較強的同步性，因此在

探討印刷業發展時，必須放在中國經濟文化發

展乃至世界經濟文化發展的大環境下觀察和思

考。

香港：與內地印刷業合作空間廣闊

創新驅動，轉型升級
努力打造中國印刷升級版

香港貿易發展局製造業拓展高級經理  梁國浩先生

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常務副理事長

全國印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張雙儒先生

擁有先進的機器，很多公司引進了電腦直接製擁有先進的機器，很多公司引進了電腦直接製

版系統，以及可提高數碼印刷能力的最新機器。版系統，以及可提高數碼印刷能力的最新機器。

的合作空間很大。

創新驅動，轉型升級創新驅動，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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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刷業隨國民經濟發展

保持穩中求進態勢

當前，中國經濟處在轉型升級階段。在國家總

體經濟穩中求進總基調的大環境下，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積極實施綠色印刷、示範引領、

項目帶動、園區聚集、技術創新五大戰略，以

提高產業發展質量為中心，引導印刷產業加快

轉型升級，效果顯著。根據總局2013年年度

核驗統計，至2012年底，全國共有印刷企業

10.44萬家，實現印刷總產值9,510.13億元（人

民幣，下同），比上年增長9.6%，仍高於7.8%

的 GDP 增速。雖然9.6% 的增速是改革開放30

多年來，印刷業第一次回落到單位數字，但它

仍反映了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同步性和適度超越

性。全行業總資產達1,0461.29億元，比上年

增長13%；利潤總額724.98億元，比去年增長

2%。中國印刷業保持了穩中求進的良好發展態

勢。

創意創新

努力打造中國印刷升級版

改革開放30多年裡，中國印刷一直持續高速發

展，「 十一五 」期間年均增長19.3%，遠高於

同期國民經濟11.2% 的增長率。但印刷業在快

速發展過程中，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在當前集

中凸顯出來，特別是大批重複建設、產能過剩、

結構不合理、集約化程度低、自主創新能力不

足、資源環境代價沉重等問題，已經嚴重制約

了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業界和印刷企業家要認

真分析形勢，進行戰略思考，堅定信心，充分

利用有利因素，把握轉折點，實施創新驅動，

提升內生增長動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一） 在印刷業結構調整中，
 選準企業主攻方向和新的增長點

印刷行業國家主管部門力圖通過加快國家印刷

示範企業建設、積極穩定推進綠色印刷、引導

數字印刷跨越發展、修訂完善《印刷業管理條

例》等四項有扶有控的政策措施，促進生產要

素流動和整合，實現優勝劣汰，化解結構過剩

的主要矛盾。

關於結構過剩，具體情況大致如下：按產品類

別劃分，書刊印刷過剩，包裝印刷不足；按發

展層次劃分，低端加工過剩，高端印製不足；

按系統生產服務劃分，生產加工過剩，創意設

計與物流不足；按生產方式劃分，傳統方式過

剩，數字網絡新興方式不足；按從業人員劃分，

普通工人過剩，技能人才不足等等。

對照一下，寧波2,965家印刷企業，如何在整

個印刷產業裡不足的高端印刷、包裝印刷、創

意設計、數字印刷等方面選擇新突破，在優化

結構中發揮作用。如條件接近，要爭取進入國

家政策扶持的國家示範企業行列，打造有競爭

力的大企業或企業集團。如企業達不到大規模

的標準，就要逐漸整合成產業鏈，打造「 專、

精、特、新 」中小企業集群。

（二）創意文化，催生印刷新業態

2009年，國務院將印刷納入文化產業加以大力

扶持，也激發了創意文化的興盛。創意是創新

的前端思維，創意思維拓寬視野，引發創新理

念、產業創意設計成果，衍生了印刷產業鏈，

催生印刷新業態。

近年來，許多印刷企業嘗試了創意設計及其應

用。在出版物印刷方面如兒童讀物、特裝圖書，

個性化書簽、賀卡、圖冊、掛曆、枱曆、文

化禮品等等；包裝設計則更是如火如荼、方興

未艾，包裝設計大賽也層出不窮，有的企業本

身就有設計部門；在生產方式上就有網絡印刷，

合版印刷；網版印刷在多個領域的應用都有許

多突破；電子印刷引領印刷進入了高新技術的

高地，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3D 打印則是讓印

刷進入革命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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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思維，推進綠色印刷

綠色印刷是全球印刷業發展的主流趨勢，也是

中國印刷業發展的國家戰略。推動生態文明環

保型社會建設，大力推動印刷業綠色轉型，也

是企業經營理念的最佳選擇。

綠色印刷和清潔生產是創新性思維方式，改變

了以往環保工作被動的末端治理模式，強調進

行主動、提前的預防，將整體預防的環境戰略

持續運用於產品設計、生產過程、產品和服務

中，從生產源頭做起，實行生產全過程控制，

最大限度地消除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

不僅環境狀況從根本上取得改善，而且能源、

原材料和生產成本降低，經濟效益提高，實現

經濟與環境的雙贏。

如何全面認識綠色印刷，總局印刷發行管理司

王岩鑌司長在「 印刷經理人年會 」的報告中提

到了三句話：「 實施綠色印刷，是主動提升不是

被動應付，是習慣再造不是單純認證，是結構

調整不是全部淘汰。」這三句話解答了當前社會

上和行業裡一些對綠色印刷模糊的認知。在推

動中小學教科書實施綠色印刷的過程中，出現

不同的現象，一些印刷企業焦急取得認證、有

些企業認為認證增加了成本負擔、也有的企業

認為綠色印刷認證是實施綠色印刷的唯一途徑

等。

在寧波的2,965家印刷企業中，目前已取得綠

色印刷認證的屬極少數，廣大印刷企業如何實

現綠色轉型？這正是需要探討的問題，按照中

央簡政放權、減少資質資格許可的精神，要拓

寬綠色印刷實施的層次和途徑，就可參看北京

的例子。北京市在治理霧霾天氣中，尋找 VOC

排放的污染源，凹版印刷和印鐵製罐排放量雖

不大，但也屬排放源頭之一，治理辦法是政府

向主動實施清潔生產的企業，給予資金支持，

而在一定時間內達不到 VOC 排放標準的企業就

要遷離北京市。主動實施清潔生產，為印刷企

業實現綠色轉型拓寬了途徑，也可以讓員工在

習慣再造上收到良好效果。在這方面可以多向

實施香港清潔生產較早的企業學習，創造出既

符合國家綠色印刷政策要求，又適合自己企業

具體實踐經驗。

（四） 技術創新，
 用數字技術改造傳統印刷

數字印刷是未來全球印刷業的主流技術，也得

到中國印刷行業主管部門的重視，2011年就出

台了《數字印刷管理辦法》。近年來，中國數字

印刷以遠高於傳統印刷的速度快速發展。2012

年，中國數字印刷企業共有738家，比上年增

長40%；全國共有生產型數字印刷設備2,354

台（套），比上年增長32%；數字印刷總產值為

62.9億元，同比增長81.8%；全國已建成多條

出版物按需印刷生產線，包括2012年江蘇鳳凰

集團率先成功完成的按需出版物數字印刷連線。

生產型數字印刷機的製造和進口，列入了進口

設備免稅鼓勵目錄。數字印刷將是中國印刷業

快速發展的領域。

印刷數字化，是指用數字技術來優化、改進傳

統印刷工藝、流程、管理和服務，提高設備性

能、利用率，以及生產效率，提升印品質量，

是傳統印刷和印刷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

業界可藉此機會，加強技術創新、管理創新、

加大信息化建設力度，完善和提升 ERP 系統，

利用互聯網，使傳統印刷煥發新生機。

電子印刷是通過印刷的方式，把一些功能材料

以油墨的形式，印刷或黏貼到承印物上，形成

導電線路。電子印刷是印刷技術與電子線路、

電子器件製備技術結合的一個交叉行業。它和

互聯網、雲計算密切相關，尤其現在的電子產

品、電子信息產業都離不開印刷電子，這是一

個新興市場，電子印刷應是一個很有潛力發展

的產業，國內的山東東港、上海伊諾爾等企業

在這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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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細管理，加快標準化建設

標準化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工

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現代生產的重要科學

手段，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強力助手。標準是評

核產品質量的依據，是產業、企業間競爭的最

高層次，是國際貿易遊戲規則的仲裁依據。

標準制訂和貫徹實施，香港企業有著較早的實

戰和較高的水準，他們在國家標準制訂方面發

揮了積極作用。在這方面，相信寧波和香港印

刷企業也將會有著良好的合作。今年，中國印

刷技術協會獲得國家標準管理委員會批准和國

際標準化組織的認可，承接了國際印刷標準化

委員會秘書處，並已開始實際工作。按照承接

秘書處工作的國家派任該委員會主席的規則，

近日中國還將向國際標準化組織申請派任該委

員會主席。這將大力促進中國印刷業在標準化

的建設，增加了中國在印刷標準化的國際話語

權，但要確實在印刷業國際標準工作中起作用，

還需依靠國內標準化水準的提高來支撐，要靠

香港和內地印刷企業和專家的參與和支持，希

望業界在這方面能夠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創 意是什麼？只要是打破常規的想法和構

思、在現有基礎上的智能拓展，都可以

稱為創意。就像中藥的藥方，要實現新的療效，

本質上就是把基本的藥材進行變化組合，達到

想要的治療功效，這就是創意。創意是無窮無

盡的，是增值的最好途徑。只要「 人無你有 」，

受到市場歡迎，那就成功了。

創意設計與工藝技術

為印刷加分

印刷是創意的最佳展現平台。就以大家最熟悉

的書本來說，加些創意，比如精裝書不再使用

傳統的硬紙板作為封面，而是把其他材料引入

到封面設計中，如布料、瓦楞紙、塑料、金屬

等等，這本書馬上會變得與眾不同，不僅價值

得到提升，還能夠大大增加讀者的購買欲。更

進一步，把其他行業的工藝引入到精裝書的封

面設計中，如木雕外盒、鑲嵌玉石和水晶之類

的工藝，書本立刻顯得名貴起來，身價倍增，

並且還能增加收藏價值。

除了書本封面，在內容中融入創意，也能令書

本大大增值。以兒童書為例，在介紹知識性內

容的時候，旁邊附上一些實物樣品，比如介紹

羽毛的時候，黏附一根羽毛；平面圖像，設計

成立體的圖像或玩具，增加互動；介紹水果的

時候，使用各種有水果香味的油墨印刷。

跨界融合
讓創意拓展無限增值空間
香港印刷業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楊金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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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還可以使產品增值，產生「1+1>2」的效

果，這在包裝領域中可得到良好的體現。包裝

向來是商品的「 門面 」，除了保護商品外，還

起到為商品增值、吸引消費者目光的最重要作

用。例如月餅包裝、茶葉包裝，現在倡導環保

健康、簡單大方、別具創意的獨立食品包裝，

這些包裝不僅衛生方便，而且送禮自用都很有

體面，消費者都樂意選購。相信這一領域在未

來將有廣闊的市場空間。

還有一些在生活中很常見，卻經常被忽略的印

刷品，可謂是創意與印刷技術的完美結合，而

最佳例子就是防偽印刷。大家每天使用的紙幣、

發票、證件等，上面的防偽標識包含大量創意

元素。煙酒的包裝盒上，都有經過每個品牌特

別設計，別具創意的防偽標籤，當中的圖案千

變萬化，再輔以激光鐳射、壓紋、全息等技術

和其他防偽材料印製，別人難以複製，美觀與

防偽作用兼備。

創意印刷與電子融合

拓展無限增值空間

我們鼓勵印刷同業善用創意，通過適當運用各

種高新科技，把其他行業的東西「 拿為己用 」，

為印刷「 加油 」。在書本的設計中引入 IT 元素，

植入微型電路板，就能夠配合書中的故事情景，

做成可發聲、有動畫的兒童書。加入了這些創

意元素，不僅讓書本的價值提高檔次，而且令

內容立刻形象生動起來，孩子的閱讀趣味和學

習興趣馬上提升，家長自然更樂意為孩子購買

這類書籍，最終令商家受益。

此外，印刷廠家印刷電子顯示屏、RFID 標籤、

IC 卡芯片、印刷線路板，已成為近年業界新興

的轉型方向，也是印刷與創意融合，通過各種

高新科技拓展增值空間的典型。

創意印刷變廢為寶

跨入裝修裝潢領域

創意印刷不僅善於博取眾長「 拿進來 」，也善

於「 走出去 」，進軍其他行業領域。面對現時

資源短缺，建築裝修的地板不再需要原木，可

以在木屑或塑料廢料壓縮的夾板上印刷各種木

紋，取代原木地板，平價美觀實用。已有印刷

廠家實現批量化生產。另外，也有造紙廠家以

造紙廢料，經過一系列特殊工序，製成輕巧、

堅固、耐用的生物板，用以製作地板、傢具，

廢物有效進行循環利用，環保又節能。

隨著移印或噴墨印刷技術的不斷發展，門窗、

玻璃、牆紙、瓷磚等傳統裝修材料，已不再是

從前千篇一律的樣子，顧客盡可按照自己的喜

好設計圖樣，在這些材料上噴上喜歡的圖案，

為家居裝潢增添個性化色彩。

現時，各大小公司都會參加一些展覽活動，不

僅展位內的桌椅、展架可以用瓦楞紙印刷造型

而成，甚至模特兒也能穿著由紙品印刷而成的

服裝展示產品。商家可以充分發揮創意，印製

與展示主題相配合的各種用品，相比傳統的展

位用品，不僅可有效凸顯公司的品牌特色，而

且更環保。

創意印刷

開闢個性化市場

香港、台灣有大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我

們鼓勵這些高素質人才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

智，實現千變萬化、無窮無盡的創意。這些年

輕人可以自主創業，成立一些資金門檻較低的

小型工作室，提供 T 恤、紀念相冊、手機殼、

玻璃杯、工藝禮品等個性化設計及小批量生產

服務，當中的利潤產生於人的思維，只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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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動腦筋，利潤空間可說是無窮盡。這一創意

平台也為高教育人才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

創意印刷

成影視動畫試水理想平台

創意可以通過不同的媒介呈現出來，但印刷品

的特點（實體，可以看得見摸得著，可反復使

用，可傳承），使之成為投資少、見效快、傳播

受眾廣的媒體。

以往，只有名作家或金牌編劇的作品，才有機

會獲拍攝成影視動畫。現在，不少電視劇、電

影、動畫片，都以自由創作人撰寫的原創小說、

漫畫為藍本，這些故事都先通過紙媒呈現，在

市場上成為暢銷作品後，就可能獲投資商發掘

成為影視動畫的劇本。相對於拍成影片，紙媒

作品的出版製作成本可說非常低，以此試水測

試市場反應，不僅可提高影視動畫的成功率，

而且還能為這個行業增加更多新意念，吸引更

多高質素人才參與其中，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

港台兩地有大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傳統

行業的機會有限。創意產業可讓這些高素質人

才充分發揮其優勢，一展所長，增進就業。

香港政府

大力支持創意產業發展

印刷需要創意，而印刷也正是創意的最佳展現

平台。香港政府大力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設立了創意香港辦公室，從成立初期的三億港

元基金，到今年再加碼三億港元，共六億元，

無論各行各業，只要是創意項目、或是為創意

產品推廣市場的項目，都可申請支助。

從2011年起，香港印刷業商會與香港出版總會

攜手，向創意香港辦公室成功申請到超過1,000

萬港元的資助，連續多年在北京、台北、廣州

「 南國書香節 」，法蘭克福、倫敦、意大利博洛

尼等國內外大型書展設立香港館，以「 騰飛創

意 」項目向國際展示及推廣香港業界的創意力

量，反響熱烈，取得顯著成效。

總結

創意印刷跨領域，與其他行業「 擦出火花 」，

開拓出讓人驚喜的商業新「 藍海 」。創意印刷

的市場廣闊無盡，只要思維不止，無限的增值

空間有待同業發掘開拓。■

▓ 「 甬港創意印刷合作研討
會 」於10月16日舉行，來
自寧波和香港兩地的印刷同
業聚首交流，互相學習，推
動甬港印刷業升級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