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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導，中國將2014年GDP增速目標設

定為7.5%左右，強勁的經濟增幅目標，

將發出強而有力的信號，即中國政府將支援經

濟增長；同時，「7.5%左右」留有餘地，不至

於讓政府陷入尷尬境地。

野村證券認為，政府與增長目標相關的措辭值

得關注，可能表明政府是否至少在某些季度中，

容忍低於目標的增長率。過去一年，高層多次

強調不以GDP論英雄，各地方也早已敏銳地捕

捉到這一風向，紛紛下調GDP預期。

總理李克強之前在多個場合闡述了其經濟思路。

「我國正處於必須依靠經濟轉型升級才能持續健

康發展的階段，統籌推動穩增長、調結構、促

改革十分重要」，「這樣一個合理區間內，要著

力調結構、促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 資料來源：騰訊財經

中國2014年GDP增速目標

設定為7. 5%左右

中央財政通過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安

排2.77億元(人民幣，下同)支援中國鐵

道出版社綠色數字印刷、北方傳媒全綠色印刷

系統等43個項目，進行環保印刷設備更新，推

動印刷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鼓勵印刷業

環保、節能、可持續發展。截至目前，綠色

印刷從印刷過程擴展到出版、發行等新聞出版

全產業鏈，全國有20%出版社採用綠色印刷，

370家印刷企業通過綠色印刷認證，近120萬

印刷從業人員的工作環境得到改善。

今後，財政部將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通過對

重點印刷企業的扶持，逐步推動環保印刷技術、

工藝、管理的創新和產業化，提升印刷企業核

心競爭力和市場影響力，為中國出版產業長遠

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 資料來源：中國行業研究網

中國中央財政部將進一步

加大對印刷企業
支持力度

中國印刷工業

已經進入
新發展時期

中國印刷工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市場正在向高端轉移，雖然國外傳統和

新興印刷設備製造商仍然佔領者國際和國內的

技術高地，但中國上海高斯圖文、上海光華和

遼寧大族冠華分別收購了美國和日本的世界頂

尖印刷機械製造企業，從而進入印刷設備製造

的高端領域。

這些收購國際大公司的企業，是中國印刷設備

製造業的生力軍，下一步應該推進高端產品的

產業化，完成仿製、消化和再創新的產品轉化

過程，推動中低端產品走向高端，積極加入國

際市場競爭，把被國外產品佔領的市場奪回來，

並帶動印刷設備製造業的快速轉型。■

� 資料來源：中國行業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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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從全國印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獲悉，

新建標準化基地專家評審會上，確立組

建三個全國印刷標準化教育培訓推廣基地，以

及一個全國環保印刷紙張標準化試驗與推廣基

地。此前，中國印刷行業已經組建了13個標準

化試驗基地，涉及膠印、立體印刷、包裝印刷

等領域。至此，全國印刷標準化試驗基地擴容

至17個。

在這次評審中，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杭州電子

科技大學、曲阜師範大學三所高校，獲命名為

全國印刷標準化教育培訓推廣基地。山東泉林

紙業有限責任公司因在環保紙張研發方面成就

突出，獲命名為全國環保印刷紙張標準化試驗

與推廣基地的企業。

標委會秘書長胡桂綿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標

委會將和基地所屬單位充分合作，在編輯相關

教材、進行技術研發等方面，推動專業教學和

產業發展。■�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全國印刷標準化試驗基地

增至17個

中國國產設備現在要做強，急需配套技術

支撐，讓單機化的局面得到徹底改善，

研發整條包裝生產線，已成為整個包裝行業發

展的一種趨勢。

如今，中國包裝機械行業發展愈來愈難，一來

是因為國內同業競爭大，二來是因為市場發展

有了一定的基礎，新設備研發困難。改變目前

的市場狀況，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只有用心

研發，掌握市場發展方向，才能滿足市場的需

求。

面對這一問題，包裝機廠家必須改變政策和以前

的概念，才能步入正軌及穩定發展。廠家要強

化自主創新，引進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完善體

系和提高生產率等。只有這樣，才能適用社會

發展，解決目前狀況，在市場中穩定發展。■

� 資料來源：中研網

中國包裝機械行業

在發展過程中
愈來愈難

2013年全國報紙印刷總印量

為1,505億對開印張

中國報業協會印刷工作委員會發佈了2013

年度全國報紙印刷量調查報告，半島傳

媒印刷廠的印刷量趕超了南方報業傳媒，位居

第二位，年總印量為40.10億張，僅次於廣州

日報社印刷廠。

2013年度全國報紙印刷量的調查統計工作早前結

束，調查單位為中央各報、各省市自治區，以

及部分地市報紙印刷廠共計149家。這149家報

紙印刷單位，2013年的報紙總印刷量為1,053.33

億對開印張，較2012年的1,630億對開印張減

少125億，下降幅度為7.67%。2013年全國報紙

年度總印刷量，延續了2012年的下降趨勢，而

且下降幅度加大，全年耗用新聞紙338萬噸，較

2012年的366萬噸降低了7.65%。■

� 資料來源：半島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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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小印企備受衝擊

省印協
否認「倒閉」說

福建新聞出版產業

總體經濟規模全國第十

最近，印刷業頻頻傳出倒閉潮、洗牌和整

合等關鍵字。當記者走訪華南區最大的

掛曆集散地時，不少印刷商都大吐苦水，直

言「明年這條街（掛曆一條街）可能就會消失」。

中山市印刷行業協會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倒閉的企業挺多的，困難的數量估計能達到五

成。」國內部分印刷企業現出蕭條、不景氣的狀

況。

不過，廣東省印刷複製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孔環

基表示，對小型印刷企業來說，一系列的衝擊

確實給他們帶來了不少影響，「尤其是地域偏遠

的，交通成本本來就高，技術革新也跟不上，

當然經受不起衝擊」。但他並不認同「五成（倒

閉）」這一說法，「要按地域和類別來劃分，總

體情況沒有大家說的那麼可怕。」■

� 資料來源：羊城晚報

從福建省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工作會議獲

悉，2013年福建省新聞出版產業實現營

業收入706.26億元，同比增長10.4%；增加

值143.32億元，同比增長11.5%；資產總額

661.16億元，同比增長6.2%；利潤總額35.9

億元，同比增長16.6%。總體經濟規模位居全

國第十位元。

去年福建省大力推動新聞出版產業發展，海峽

國家數字出版產業基地獲批設立，成為中國第

一個以「海峽」命名的國家級數字出版基地；七

個項目入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3年度改

革發展重點項目庫；海峽出版發行集團入選全

國首批「數字出版轉型示範企業」；全省具有互

聯網出版資質單位增至15家。■

� 資料來源：福建日報

山東聊城市文廣新局在公佈全市印刷發行

業管理及產業發展情況時透露，2015

年，全市印刷發行業總產值有望超過30億元。

根據聊城市印刷發行業發展規劃，按照「優化

結構、提升檔次、壯大實力、合理佈局」的原

則，聊城市將重點發展印刷複製業，主要辦好

各個出版物印刷基地的建設，支持跨縣（市、

區）域、跨部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出版物

連鎖經營，並鼓勵發展民營發行業，發展各類

中小型專業書店和特色書店，建立、規範並發

展聊城圖書城，辦好高唐縣書畫經營產業園區

和圖書物流中心建設。■

� 資料來源：聊城晚報

山東聊城三大印刷基地

2015總值
有望超30億

中國包裝機械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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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優惠擴大範圍

小微印刷企業或受益

財政部：排污權交易試點

三年內
推至全國

安徽全省開展印刷複製業

專項整治行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

提出，將小微企業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優惠政策實施範圍的上限，由年應納稅所得額

六萬元（人民幣，下同）進一步提高，並將政

策截止期限延長至2016年底。中國社科院財經

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說，上一次是從三萬

提到六萬，如果考慮到價格因素，十萬是應該

的。儘管小微企業優惠政策頻出，一些小微企

業仍難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優惠。

2010年，受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等多方面因素

影響，中小企業生產經營面臨困難，為此財政

部出台了財稅[2009]133號和財稅[2011]4號

國家財政部將在全國推動建立排污權有償

使用和交易制度，力爭二至三年在全國

主要省（市）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

對具備條件的省（市）均支持其開展試點，將

更多的排污單位納入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

點，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減排中的作用。

目前，財政部、環境保護部、國家發展改革委

聯合起草的《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工作

指導意見》已上報國務院辦公廳。同時，積極

推動跨區域排污權交易，主要是在同一大氣污

染防控區內推動大氣污染物排污權交易，在同

一流域內推動水污染排污權交易。■

�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文件，分別規定2010年度和2011年度，年應

納稅所得額低於三萬元（含三萬元）的小型微

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

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 資料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早前，安徽省「掃黃打非」辦公室、省新聞

出版局、省公安廳、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聯合發文，開展為期兩個月的全省印刷複製業

專項整治行動。

據介紹，此次專項行動主要有四方面內容，一

是全面檢查印刷複製企業。組織轄區內印刷複

製企業開展自查自糾，內容包括承印（制）手

續是否齊備；承印（制）驗證、登記、保管、

交付、殘次品銷毀制度是否落實；印刷品承印

管理「五項制度」是否張貼上牆；有無超範圍印

刷行為和違規經營事實等；組織有關部門對印

刷複製企業進行抽查，對發現的問題嚴格按照

《印刷業管理條例》等有關規定處理；檢查由批

准許可機關與印刷複製企業簽訂守法經營承諾

書落實情況。二是堅決查處取締無證無照印刷

複製窩點。三是嚴厲打擊非法印製和侵權盜版

活動。四是狠抓大案要案查處，依法查處印製

含有違禁有害內容、假冒商品標識等國家明令

禁止的印製行為。對涉嫌違禁有害內容、淫穢

複製品、封建迷信等內容的非法印製活動案件

要嚴查徹辦，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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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改革委先後在2010年和2012年，

組織開展了兩批共42個國家低碳省區和

低碳城市試點。據悉，各試點地區按照國家部

署和各地低碳試點實施方案要求，工作取得積

極進展，提前完成2005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

工作，部分還安排專項資金，加強統計核算體

系建設和能力培訓。

碳排放權交易試點自2011年啟動以來，各項工

作進展順利。據發改委透露，下一步將研究建

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並加快試點示範地區

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及統計核算體系建設，優

先建立重點行業企業溫室氣體排放報告制度。■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網

發改委：中國將建立

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每年都要進口大

量飲料和啤酒包裝機械。這些生產線的

引進，使中國部分飲料和啤酒企業的包裝水準

與發達國家同步發展。同時，中國包裝機械的

生產也取得了很大進步，部分罐裝、封口一體

化設備已經達到較高水準，可滿足中型企業需

要，部分已可替代進口設備，並逐年提高出口

量。

目前，國內包裝機械行業仍保持高速發展狀態，

但對引進技術的過度依賴，一直是阻礙國內包

裝機走向國際化市場的絆腳石。不合理的產業

結構，阻礙了行業的發展腳步，成套大型生產

包裝線依賴進口的狀況也需盡快改觀。

與國外相比，國內包裝機械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需要不斷地提升設備技術。國內很多大型的知

名生產廠家已擁有獨立研發能力，讓設備更高

一籌，相關科研成果得到國家的認可和財力支

持，將可使中國品牌馳騁世界。■

� 資料來源：中國行業研究網

近年包裝印刷行業不斷發展，而作為這個

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軟包裝已經獲得

了巨大的發展。但是包裝安全事件仍時常發生，

在該狀況影響下，軟包裝安全性能有待進一步

提高。

經過二十多年發展，中國軟包裝行業取得了極

大的進步，尤其在美觀性方面更是達到世界領

先水準。然而，在安全性方面，國內軟包裝行

業仍然存在一定問題。據調查資料顯示，軟包

裝的優勢已經逐步蠶食了金屬、紙盒等包裝材

料的市場，但是自身的安全問題不斷限制發展

進度。

軟包裝同其他包裝一樣，要考慮包裝的三要素，

即安全性、便利性和美觀（展示促銷）性。重

視安全（人身安全、勞動安全、食品安全、藥

品安全等）的新經營理念，有助企業逐步走向

規範，在原來重視質量、效率的基礎上，承擔

起更多社會責任。■

� 資料來源：中國包裝印刷機械網

中國包裝機械生產線

急需擺脫
進口依賴

國內軟包裝行業

安全性能
有待提高

專項整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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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廣州市

限制商品過度包裝管理暫行辦法》（以下

簡稱《暫行辦法》），其中首次提出，在廣州銷

售的商品，將實行商品與包裝分開銷售的機制，

並為相關企業設置了緩衝期，在《暫行辦法》

公佈後六個月實施。

這次發佈的《暫行辦法》第三章針對容易出現

過度包裝、與民生密切相關商品的包裝標準進

行細化。現實生活中，茶葉、酒類、保健品、

化妝品、月餅等產品商品高端化、奢靡化傾向

愈來愈嚴重，較易出現過度包裝。《辦法》提

出，將以這些領域的商品作為突破口，開展商

品過度包裝整治工作。■

� 資料來源：南方日報

廣州限制過度包裝

商品與包裝物將分開銷售

北京將制定包裝印刷等

七個大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

日前《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

計劃》（以下簡稱《計劃》）發佈2014年

工作措施，其分解任務達84條，每條都落實到

具體承辦單位，並設定了完成時間。2014年，

北京市將研究制定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以及

建築塗料揮發性有機物含量限值標準，排放揮

發性有機物的七個主要行業在管制範圍內，包

括包裝印刷業。

《計劃》以北京市PM2.5年均濃度達到每立方米

85微克為「總標尺」，推進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

的工業行業調整、生產工藝和設備退出。2013

年至2014年累計調整退出500家污染企業，其

中2014年退出300家污染企業。未能完成減排

任務的區域和行業實施區域、行業限批，除民

生工程外，不得批准建設排放大氣主要污染物

的項目。■� 資料來源：九正建材網

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正式印發《廣州市

限制商品過度包裝管理暫行辦法》（以下

簡稱《暫行辦法》），從今年10月1日起，明確

限制月餅、糉子、茶葉、酒類、保健食品、化
妝品的包裝層數應當在三層或以下。同時，上

述六大類商品的包裝成本總和，除初始包裝成

本外，不得超過商品正常銷售價格的20%。

《暫行辦法》中最受關注的是第三章的《限制商

品過度包裝的特別規定》，該章節中提出，對

於容易出現過度包裝、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日常

消費品和節日商品，廣州將細化包裝標準，進

行重點監管。

為提高違法成本，《暫行辦法》將罰款上限設定

為十萬元，懲處違反辦法的生產和銷售企業。

《暫行辦法》還要求自辦法公佈日起，應當一年

內完成制定實施辦法所需的各項配套制度。■

� 資料來源：南方日報

廣州商品過度包裝

將於今年10月
開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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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證券市場，商務印刷行業排名持續上

升，首度位居榜首。東方證券表示，印

刷行業面臨大變化，雲印刷是轉型方向之一。

隨著資訊技術、互聯網技術、電子技術等各大

領域與印刷行業的不斷融合，雲印刷服務提供

客戶所需，重視個性化定制，將是傳統印刷企

業調整轉型的重要策略。

東方證券測算預計，到2015年，中國商業印

刷加工產量產值將達到464億元。以70%的雲

印刷替代比例，也有320億元的潛在空間，加

之未來個性化印刷大有可為，保守估計這一市

場也有100億級別，市場容量預計在400億元

左右。東方證券建議關注業內已經開始逐漸展

開該業務的盛通股份、長榮股份、鳳凰傳媒等

公司。■�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

雲印刷將成印刷行業

轉型重要方向
2014年國內商務噴墨

將大行其道

隨著4G的到來，讓移動互聯網迎來顛覆式

的高速發展，更讓多屏互動成為人們最

熱衷的需求之一。作為變革中的傳統行業，移

動打印也正在全面顛覆傳統的打印觀念。2013

年，各大廠商均在噴墨打印設備方面發力，針

對家用和商用市場，推出一系列商務噴墨打印

新品，為2014年噴墨打印市場的走向提前做了

鋪墊。

4G增大信息傳輸數量及速度和手機App打印軟

件的出現，使移動打印的趨勢越發明顯。從用

戶最關注的成本方面考慮，如今的噴墨打印設

備，單頁打印成本低至幾分錢，幾乎與企業商

務辦公最青睞的激光打設備相差無幾。因此，

未來商務噴墨打印機前景大有可觀。如果說

2013年是商務噴墨打印全面推出的一年，2014

年有可能成為其真正走進普通企業，且大行其

道的一年。■� 資料來源：中國包裝網

上海綠色印刷監管新模式：

增補貼抓源頭

今年春季學期開學，上海中小學生將再次

拿到帶有綠色環保標誌的新教材。經過

連續兩季教材的綠色印刷，上海已確保實現每

本基礎教育學段的教材，包括教師參考資料，

都是「綠色」的。

由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上海市新聞出版局聯合

下發的《關於開展本市中小學（幼稚園）教材

綠色印刷工作的通知》，不僅明確劃定了出版、

印刷、發行和質檢各個部門的責任歸屬，還嚴

肅處理違規行為，一旦發現不符合綠色印刷標

準，將取消印刷單位的印刷資格，同時取消出

版社繼續出版該教材的資格。

在管理方面，為幫助企業達到綠色環保要求，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和上海市教委還制定了非常

人性化的措施—全程監控和財政補貼。眾所

周知，綠色印刷教材的「綠色」主要體現在所用

材料上，材料如有問題，成品的品質也就無從

保證，上海實施靠前檢測無疑抓住了源頭。■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廣州商品過度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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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新聞出版廣電局早期下發《2014年

全省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產業預期發展計

劃》，提出2014年全省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產業

預期發展目標。

《計劃》提出，在去年經營收入693億元（人民

幣，下同）的基礎上，增加157億元以上，達

到850億元，實現同比增長22.64%。其中，新

聞出版產業要通過轉型升級、擴展業態、多種

經營等方式，力爭增幅超過20%，在去年531

億元的基礎上增加收入109億元，實現經營收

入640億元；廣播影視產業要通過精品化創新

發展、技術創新轉型升級實施節目和產品品牌

戰略，在上一年經營收入161.5億元的基礎上，

增加收入48.5億元，達到210億元，保持30%

以上的增速。■�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江西新聞出版產業

今年將力爭增幅超20%

人民幣貶值對損益表的影響，顯示「雙刃

劍」的效果。受益於人民幣貶值的行業，

包括出口產品或服務的家電、客車、汽車零部

件、電子、紡織服裝和建築公司等，而可能受

損於人民幣貶值的企業領域，主要包括涉及進

口產品較多的公司，如銅、鐵礦石、航油、紙

漿、大豆等。而對於造紙企業來說，由於紙漿

進口的比率一直很高，在需求疲弱的背景下，

人民幣貶值令紙漿成本上升，恐怕將讓行業雪

上加霜。■� 資料來源：證券時報

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早期召開專題會議，

研究部署廣東省2014出版物質量專項年

活動。出版物質量專項年活動的重點，包括繼

續加強對出版流程的動態監管，促進出版單位

精細化管理；強化行業監督檢查，加強選題審

核、成書品質檢查和品質保障體系建設等方面

的工作；著重抓好精品項目的品質建設，促進

粵版出版物的品牌建設；加強人才隊伍建設，

為打造精品出版物提供人才支撐；加大不合格

產品曝光力度，及時通報一批不合格的出版物

和出版單位，廣泛接受社會監督等。

為配合活動的開展，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還

印發了《廣東省音像電子出版物選題系統管理

實施細則》、《關於進一步規範出版流程、加強

圖書出版動態管理的通知》等文件。■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人民幣貶值顯「雙刃劍」效果

預期影響造紙業

廣東啟動2014年

出版物質量專項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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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春季教材印質抽檢

合格率達100%

中國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

支持發展綠色印刷

西藏圓滿完成2014年春季教材印刷裝訂品

質監督抽查工作，抽檢樣書印刷裝訂品

質全部合格。這標誌著西藏教材印刷品質又邁

上了一個新台階。

這次監督抽查，西藏出版物質量檢測鑒定中心

集中組織力量，要求三家教材承印單位印製的

25種691冊教材，按抽檢批量進行抽樣檢測，

並檢查了三家印刷廠送檢的241種723冊樣書

做。檢查內容主要包括產品的外觀、圖文印刷

及裝訂品質等方面。從檢測情況看，抽檢和送

檢的樣書印刷裝訂品質高、整體水準顯著提升。

此外，西藏出版物質量檢測鑒定中心還檢查了

三家印刷廠印製的33種綠色印刷教科書。據悉，

西藏自治區新聞出版局正研究制定一系列具體

措施，確保年內實現中小學教科書綠色印刷全

覆蓋。■�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早前財政部發佈資訊，2013年中央財政通

過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安排了2.77

億元，支援中國鐵道出版社綠色數字印刷、北

方傳媒全綠色印刷系統等43個專案，以進行

環保印刷設備更新，推動印刷產業結構調整和

轉型升級，鼓勵印刷業環保、節能、可持續發

展。統計顯示，截至目前，綠色印刷從印刷過

程擴展到出版、發行等新聞出版全產業鏈，全

國20%的出版社採用綠色印刷，370家印刷企

業通過了綠色印刷認證，近120萬印刷從業人

員的工作環境得到了改善。

財政部表示，今後將進一步加大支援力度，通

過對重點印刷企業的扶持，逐步推動環保印刷

技術、工藝、管理的創新和產業化，提升印刷

企業核心競爭力和市場影響力，為中國出版產

業長遠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正式批復同意，認

定北京綠色印刷包裝產業技術研究院（下

稱研究院）為「國家綠色印刷包裝產業協同創新

基地」，並正式掛牌成立。

該基地是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印刷包裝領

域首個批復建設的協同創新基地，在產業發展

決策諮詢、技術創新以及加強人才培養、推進

產業應用、服務綠色發展等方面，為研究院發

揮積極作用，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援。學校將發

揮體制機制優勢，在「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方

面，以多層次人才培養、多管道智力支援和全

方位科技服務，儘快成為作用更強、具有更大

影響力的產業技術創新平台，帶動行業輻射，

全面推動印刷包裝產業加快轉型升級，在更高

層次和更寬領域，為新聞出版強國事業作出更

大貢獻。■� 資料來源：北京印刷學院

國家綠色印刷包裝產業

協同創新基地獲批

人民幣貶值顯「雙刃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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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海外
傳播動態資料庫
平台系統啟動

未來五年浙江文化產業

獲銀行授信額
達1,150億

國內外專家學者在國家單位的支持下，發

佈了中國文化海外傳播動態資料庫平台

系統。該資料庫包括76種語言，旨在收集和分

析中國文化海外傳播資料，為國家制定文化發

展戰略，推動文化走出去及提供決策諮詢。

專案內容主要包括「中國走出去資料庫」、「世

界看中國」、「綜合分析」和「效果評估」等板塊，

全面展現中國文化在外部世界傳播和接受的真

實情況，進而對各類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形

成多種調研報告。

據了解，在中國走出去方面，資料庫首期建成

了「出版」、「文化藝術」、「傳媒」、「企業」及「漢

語傳播」等五個資料子庫，動態地反映中國文化

走出去的狀況。在「世界看中國」方面，已建成

了「中國學研究外文資料庫」、「中國學研究中文

資料庫」、「中國典籍外譯書目資料庫」、「中國

學研究外文文獻資料庫」、「中國學研究中文文

獻全文資料庫」和「國外中國主題出版機構資料

庫」等八個資料子庫。■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首屆浙江文化產業項目推介會上，各大銀

行對一批重點文化項目的授信額度和直

接投資額度，總額近1,500億元。未來五年，

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公司、國家開發銀行、

工行、中銀、交行等銀行的浙江省分行還將為

浙江文化產業助力，授信額達到1,150億元。

巨額數字背後，是浙江金融資本對文化產業空

前高漲的投資熱情。

這幾年，浙江省文化市場主體不斷壯大，不僅

浙報傳媒、華數傳媒等國有文化集團成功上市，

還湧現出創業板「電影第一股」華誼兄弟、「網

吧軟件第一股」順網科技、「電視劇第一股」華策

影視等一批民營企業。目前，浙江擁有各類文

化企業七萬多家，在新聞出版、數字動漫、文

化製造等方面領跑全國。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文

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發佈的《2013中國

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報告》顯示，浙江進入我國

文化產業發展的「前十強」。■

�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在內地，傳統出版社開始在微信上賣書了。

率先「吃螃蟹」的北京華文天下圖書有限

公司負責人表示：「我們的『微店』開業兩周以

來，吸引了不少年輕讀者。」

記者在手機上嘗試訂閱華文天下的微信公賬號，

隨後在「購物專區」推薦的十幾本圖書裡，選擇

了該公司出版的《和這個世界溫柔相處》。這本

書原價35元(人民幣，下同)，在「微店」售價

僅為22.8元，點擊購買，並輸入送貨地址等資

料，再通過微信付款，就可以等候快遞送書上

門。華文天下的「微店」除了賣書，還有「新書

連載」、「出版資訊」、「我們的封面你來定」等眾

多服務。■� 資料來源：長江日報

內地出版社

爭開「微店」
拓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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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局長、黨組副書記

黃小玲正張羅著一件廣東新聞出版廣電

工作的大事——籌備以廣東省政府名義召開的

全省新聞出版廣電「十二五」民生工程中期總結

推進會。她表示，今年計劃將一批優秀的影視、

圖書內容產品納入省文藝精品創作專項扶持資

金項目，培育重點報刊，鼓勵原創，支持開發

更多原創性廣播電視節目和動漫、網遊等內容

產品。

黃小玲介紹說，廣東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產業走

的是一條內涵式、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之路。局

方將力爭在全國率先建設市以上數字廣播網

（CDR）；加快傳統出版單位和印刷複製企業數字

化改造；通過舉辦南國書香節、中國國際紀錄

片節、漫博會、印刷展等對外交流會展，推動

優質出版物、節目和服務走出去；利用地緣優

勢，逐年擴大與港澳台和海外在出版、版權、

影視領域的合作。■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廣東將加快印刷複製企業

數字化改造步伐

中新天津生態城

打造新型
出版產業基地

據了解，天津市新聞出版局早前已經批准

中新天津生態城設立天津出版產業園區，

由中國政府與新加坡政府合作共建，佔地面積

約為30平方公里。計劃用十年左右時間，建

成一個人口達到35萬人，綠色建築比例達到

100%的國際生態城市樣板。

根據已有規劃，天津出版產業園區掛牌成立以

後，將在繼續吸納出版傳媒企業入園的基礎上，

培育、孵化一批特色中小型出版創意工作室，

打造出版發行的人才培育基地。同時，依託生

態城版權交易平台，形成出版、策劃發行、影

視、遊戲、動漫、廣告等產業之間的版權轉化，

集成規模效應，提升企業活力，打造以出版原

創為核心，以高新技術為引領的出版產業基地。

目前，生態城已匯聚20餘家國內知名的出版物

發行企業，去年納稅近1.5億元人民幣。■

� 資料來源：新華報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辦公廳日前印發通

知，對外公佈了2014年新聞出版改革發

展八項工作要點，內容包括：1）著力完善新聞

出版管理體制；2）穩步推進經營性新聞出版單

位體制改革；3）大力推動新聞出版企業兼併重

組；4）建立健全多層次新聞出版產品市場和要

素市場；5）加快推進新聞出版產業轉型升級；

6）鼓勵支持社會資本有序參與出版經營活動；

7）構建和完善新聞出版現代公共服務體系；8）

提升新聞出版開放水準。■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2014內地新聞出版

改革發展確定
八項要點 

未來五年浙江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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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要聞

中國將成為美國書展

2015年主賓國

日前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舉行簽約儀式，由

該局進口管理司司長張福海代表中方，與美

國書展代表史蒂芬．羅沙托執行簽署協議，確認中

國作為主賓國參加2015年美國EBA書展全球市場論

壇活動。屆時，中國將成為歷次展會中參展規模最

大的外方代表團。書展期間，中方會舉辦300多場

專業和文化活動。

對中國出版業來說，在國際重要書展上應邀舉辦中

國主賓國活動，是近年來中國對外文化出版交流活

動的重要手段。這次活動將與過去不一樣，把文化

傳播建立在貿易基礎上，使國際文化的交流與傳播

變得更長久穩定。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鄔書林副局長

在致辭中引用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國之交在於民

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開展圖書貿易活動是使

心相通的有效方法。■� 資料來源：新華網

國家財政部發佈《關於延續宣傳文化增值稅和

營業稅優惠政策的通知》，宣布自2013年1

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豁免徵收圖書批發

及零售環節增值稅。實體書店業呼籲多年，免稅

政策終於得到落實。

目前書店的增值稅大概在13%，稅率非常高，甚

至能壓垮實體書店，給實體書店免稅無疑是利好政

策。過去，只有新華書店享受稅收稅務優惠，新

規定落實後，優惠將擴大到全行業，凡是書店均

可受惠，政策更顯公平。書店的存在，關乎國民

整體素質，這次修改政策以扶持書店之舉意義重

大。■� 資料來源：大公報

基隆市文化局早前在文化中心兒童室推出「趴

趴GO」立體書展巡迴展，除了可供參觀之

外，有得玩又有電影免費欣賞，適合一家大小參

加。「基隆市文化局」表示，這次展出的160本立

體書，分別來自「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宜蘭縣

文化局圖書館」及格林出版社，也有私人收藏品。

部分圖書為免在翻閱時被參觀者弄壞，會放置在

透明展櫃內。

除了立體書外，當局也印製大批傳單介紹書展內

容，大人或小孩都可按照傳單上的指示，自己動

手將傳單變成一本簡單的立體書。■

� 資料來源：中華日報

中國扶持實體書店

意義重大
基隆文化中心兒童室

今年起推出
立體書展

深圳進一步推動文化發展

支援印刷等
民營文創企業

深圳正著力打造升級版文化產業，培育文化

＋科技／創意／旅遊／金融／電商／互聯

網等產業新業態，打造充滿生機活力的文化市場。

深圳的文化產業發展創出了「深圳模式」，從文化

新業態發展、資本市場、招商引資、對外貿易、

產業空間、園區升級、人才培養等方面完善扶持

政策，以及文化市場的准入和退出機制，鼓勵各

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進一步調動發展文化產業

的社會力量和市場力量。

當局啟動文化市場體系，降低社會資本進入門檻，

鼓勵支援民營文化企業發展，推動涉外高端印刷

企業、互聯網企業等相關領域優秀企業參與對外

出版、網絡出版，有助鞏固和提升深圳在文化創

意產業的地位，成為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出口基地

和黃金口岸。■� 資料來源：中國文化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