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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布2014國家印刷示範企業名單，共有30家，與前兩批

59家印刷企業一樣，成為推動產業發展、建設印刷強國的骨幹力量。■

2014年「國家印刷示範企業」名單

2014年國家印刷示範企業

序號 企業名稱
2013年資產總額

（億元人民幣）

2013年銷售收入

（億元人民幣）

1 北京利豐雅高長城印刷有限公司 4.3517 4.4008

2 北京東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 3.4330 2.4293

3 遼寧虎馳廣告印刷有限公司 3.0207 5.2182

4 上海金鼎印務有限公司 5.2279 6.5958

5 上海寶鋼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24.2234 10.2831

6 上海安興匯東紙業有限公司 3.311 6.0381

7 龍利得包裝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5.4073 5.3114

8 富康集團有限公司 4.9628 5.1937

9 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印務有限公司 5.4824 4.6128

10 杭州中糧包裝有限公司 12.293 9.0082

11 寧波成路紙業製造有限公司 3.3137 4.1082

12 立可達包裝有限公司 8.8678 7.1187

13 大東集團有限公司 3.4583 6.2156

14 浙江茉織華印刷有限公司 3.0851 2.4751

15 安徽金輝印務有限公司 8.8567 8.5337

16 江西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17.4221 3.8408

17 肥城新華印刷有限公司 4.8321 3.2487

18 青島黎馬敦包裝有限公司 4.8649 6.8722

19
河南省防偽保密印刷公司

（河南省郵電印刷廠）
2.6357 3.1252

20 長沙鴻發印務實業有限公司 2.631 2.1812

21 東莞中編印務有限公司 3.0341 2.2732

22 中山中榮紙類印刷製品有限公司 6.6222 7.2045

23 汕頭東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5.0642 13.4298

24 深圳九星印刷包裝集團有限公司 4.7342 5.8525

25 深圳勁嘉彩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5.0726 21.3651

26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7.4919 3.0957

27 深圳市裕同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3143 25.9420

28 廣東壯麗彩印股份有限公司 7.0608 3.6375

29 四川藍劍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10.0935 6.6688

30 雲南出版印刷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5.1479 3.5003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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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21家印刷企業

獲批綠色認證

隨著綠色環保工作的不斷深入發展，越來

越多的印刷企業申請並通過綠色印刷認

證。2014年11月，獲批綠色印刷認證的企業

共新增21家；其中，四川省新增四家，北京三

家，是這次獲認證企業最多的省份。值得一提

的是，名單中票據印刷企業有七家，佔這次獲

證企業的三分之一。■� 資料來源：中國印刷

中國包裝印刷行業

面臨的
四大難題

近年，中國包裝印刷業已成為最具成長性

的行業之一，連續多年以10%至12%的

速度增長，但是現在行業仍然存在一些阻礙健

康發展的問題：

（一）中國包裝印刷業以小企業偏多，從佈局上

看，包裝印刷企業相對比較分散，不利於印刷

業的日常監管。從企業規模上看，沿海等發達

地區包裝印刷企業規模較大，而內陸等地區相

對較小；（二）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包裝印刷

行業的勞動效率較低，甚至不到發達國家的十

分之一；（三）包裝印刷業的地區發展不平衡，

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經濟

發展較快，行業呈繁榮之勢，而西部內陸地區

的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其產業則比較低迷。（四）

中國包裝印刷行業設備水平參差不齊，明顯形

成了「兩極分化」，既有市場上各種高檔、處於

世界領先的進口印刷機，也有各種技術含量低、

品質低劣的印刷設備。■

� 資料來源：中國包裝印刷機械網

國務院於早前發佈一項決定，取消和調整

了一批行政審批項目，將82項工商登記

前置審批事項調整或明確為後置審批，其中包

含九個與新聞出版業相關的項目，包括：

一、� 從事出版物批發業務許可

二、� 從事出版物零售業務許可

三、� 設立從事包裝裝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

刷經營活動的企業審批

四、� 印刷業經營者兼營包裝裝潢和其他印刷品

印刷經營活動審批

五、� 音像製作單位設立審批

六、� 電子出版物製作單位設立審批

七、� 音像複製單位設立審批

八、� 電子出版物複製單位設立審批

九、� 設立可錄光碟生產企業審批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中國九個新聞出版相關事項

調整為後置審批

2014年11月獲得綠色印刷認證的企業
北京伊諾爾印務有限公司 中國鐵道出版社印刷廠

湖南天成印務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進第二印刷廠有限公司

上海怡和印刷有限公司 四川新財印務有限公司

重慶市鴻海印務有限公司 安徽聯眾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彩雲龍印刷有限公司 濮陽市升晨彩印有限公司

鄭州市金匯彩印有限公司 牡丹江郵電印務有限公司

長春第二新華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南京海洋廣告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內蒙古科技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寧夏銀報有限公司

西安新華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四川聯翔印務有限公司

四川北彩印務有限公司 成都勤德印務有限公司

天津市寶文印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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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包裝機械發展大趨勢

近年來，中國包裝機械行業有長足的發展，

成為了中國十大機械行業之一，但與國

外先進技術相比還是有明顯差距。中國包裝機

械出口額還不足總產值的5%，進口額卻與總產

值相當，大部分先進的機械設備需要從國外引

進，過度依賴國外先進技術。

隨著中國商品經濟繁榮與發展，人民生活品質

及消費水準提高，大量的的廢棄物造成了資源

浪費和環境污染，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這點，

環保從源頭抓起，包裝材料也因而改變。新型

材料的出現促使包裝機械企業從原料、設計、

製造，再到產品的使用回收，每個環節都做到

減量、節源、高效、無害，實現整條產業鏈的

環保。■� 資料來源：中國食品機械設備網

為應對人才斷層的局面，深圳2014年完成

了數碼印刷專項職業能力標準和題庫開

發，舉辦了深圳市印刷行業數碼印刷專項職業

技能競賽，獲獎選手不僅可獲得「技術能手」稱

號，大賽一、二、三等獎人員在申請辦理人才

引進入戶時，可根據深圳人才引進政策獲得相

應積分獎勵，這是深圳首次將數碼印刷人才納

入積分入戶。

「目前深圳的印刷企業中有20%到30%從事數

碼印刷，但從業人員中90%為傳統膠印從業人

員，人才斷層的問題凸顯。」海德堡中國區印前

及數碼印刷侯建彤總經理說：「數碼印刷要求從

業人員不僅具備印刷的知識，還必須具備電腦

和網絡知識。目前大專院校沒有開設專門的數

碼印刷專業，而市場上傳統膠印從業人員如要

轉型做數碼印刷，上手至少要三個月時間，熟

練至少要一至兩年。」據介紹，數碼印刷從業

人員的收入比傳統膠印從業人員更為可觀，工

資普遍高兩成以上。■� 資料來源：晶報

隨著包裝行業不斷壯大、印後精美化需求

不斷增加，預塗膜產品的品種和應用範

圍也在不斷豐富和擴大。特別是對高檔商業廣

告印刷品來說，表面精美的覆膜工藝更能映襯

出產品的品質，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對推動產

品的銷量增長和市場開拓有重要作用。

新型的產品觸感預塗膜是一種表面有絲絨光滑、

細膩的特殊觸感的啞光預塗膜。各類紙張印刷

選擇所需圖案顏色後，利用常規覆膜設備加熱

與紙張貼合，表面即可達到絲絨光滑的特殊觸

柔效果，並具有極高的透視啞度，確保複合後

印刷品毫無盲點丟失；提高印刷品的光澤和藝

術美感，起到美化的作用，使產品更具有吸引

力；亦讓印刷品表面具有良好的抗磨擦及防污

性能。這產品主要應用在豪華汽車、高級化妝

品、時尚消費電子產品、通信、IT技術、高級

時裝及奢侈品等行業的包裝印刷上。■

� 資料來源：印後精英

深圳市數碼印刷人才

可享積分入戶

預塗膜新技術 

開創印後
覆膜新天地中國九個新聞出版相關事項

2014年11月獲得綠色印刷認證的企業
北京伊諾爾印務有限公司 中國鐵道出版社印刷廠

湖南天成印務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進第二印刷廠有限公司

上海怡和印刷有限公司 四川新財印務有限公司

重慶市鴻海印務有限公司 安徽聯眾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彩雲龍印刷有限公司 濮陽市升晨彩印有限公司

鄭州市金匯彩印有限公司 牡丹江郵電印務有限公司

長春第二新華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南京海洋廣告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內蒙古科技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寧夏銀報有限公司

西安新華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四川聯翔印務有限公司

四川北彩印務有限公司 成都勤德印務有限公司

天津市寶文印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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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福州市共有海西報刊亭192家，自

2012年以來近30家報刊亭先後關停，同

時還有70多家處於虧損狀態。近年來，福州市

城市建設不斷加速，地鐵建設、內河整改、景

觀改造等，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部分報刊亭的

經營。關停的近30家報刊亭裡，營業額普遍下

降60%至70%，其中，最嚴重的下降了90%。

為了改變報刊亭經營困難的狀況，福建省郵政

報刊零售公司在經營上做了相應的調整，不僅

增加暢銷報刊圖書的種類，還讓報刊亭填補商

業業務和社區基層服務的缺失，提供各種便民

服務，如提供公用電話、給電動車充電等。福

建省郵政報刊零售公司張永賢經理表示：「今後，

我們將嘗試把報刊亭建設成文化、信息、便民

『三位一體』的平台。例如快遞寄存處；信息平

台則是通過亭體改造，增設LED，在LED上滾動

播報新聞、宣傳政策，還可以植入商業廣告，

讓報刊亭自身擁有造血功能。」■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福州報刊亭逾三分之一虧損

近30家先後關停

去年底台灣「九合一」選舉期間，宣傳的標

語、彩旗到處可見，各式選舉口號一個

比一個精彩。政治人物們到處打文宣戰，同時

帶動了島內選舉經濟。

在台灣，每次遇到選舉年，就是印企發財的好

時機。從設計到印刷，甚至到安裝、裱掛都由

印刷企業包辦；而且參選人需要印製大量的印

刷品，僅僅花在文宣方面的宣傳品就達幾百萬

元（新台幣，下同）、上千萬元，其中包括巨幅

參選人照片、各種印有參選的彩旗、彩帶，還

有枱曆、日曆、紙質宣傳品等等。

「2014年是台灣近幾十年最大規模的一次地方選

舉，估計全台灣花在文宣上的費用高達數十億

元甚至上百億元。」台北市一位現任議員指出，

由於台灣文宣印刷費用比大陸高很多，金門縣

一些議員乾脆就到文宣品價格便宜的福建去印

刷。■� 資料來源：人民政協報

台灣「九合一」選舉

撬動島內
數十億文宣商機

上海交通大學與常州印刷電子產業研究院

簽訂了成立「印刷存儲技術聯合研發中

心」的合作協定，這是全球首個印刷存儲技術聯

合研發中心。印刷電子是將傳統印刷工藝應用

於製造電子元器件和產品的新興技術，在常州，

綠色製造技術已經初步形成完備的產業鏈，並

推出了一批印刷電子新產品。

常州印刷電子產業研究院成立了一年多，是江

蘇常州市致力於印刷電子產業化發展的產學研

合作平台。目前研究院已經引進包括印刷電子

功能油墨材料、印刷紙電池、印刷儲存器、印

刷感測器等多個項目入駐，並與英國國家印刷

電子技術中心、芬蘭國家技術研究中心等建立

了國際合作關係。■� 資料來源：常州新聞

全球首個印刷存儲技術

聯合研發中心落戶常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