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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二月製造業PMI超預期

訂單指數加快增長

今年2月匯豐中國製造業PMI初值為50.1，

出乎市場預期反彈，預期49.5，1月終

值為49.7。繼前兩個月均低於榮枯線50後，首

次回升至50上方，創四個月新高。除了PMI初

值創四個月新高，分項指數中產出指數由1月

的50.3升至五個月來最高的50.8。與1月相比，

2月新訂單和新出口訂單加快增長，就業指數

加速回落，投入和產出價格下滑速度放緩。

至於今年1月的匯豐中國製造業PMI終值低於當

月49.8的初值，略高於上月49.6的終值，其

中新訂單和新出口訂單兩個分項指數均被下修，

僅略高於50，就業分項指數連續15個月萎縮，

顯示中國製造業需求仍低迷，尚需政府更多的

寬鬆措施支持

此外，海關總署公佈的今年1月中國進出口總

值同比均下滑，出口自去年4月以來首現同比

負增長，進口同比下降19.9%，為2009年5月

最大降幅。經濟學家點評：中國出口意外下滑

顯示，由於內外需皆疲軟，中國製造業面臨巨

大挑戰。■� 資料來源：華爾街見聞

在2014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

潤總額64,715.3億元（人民幣，下同），

比上年增長3.3%；實現主營活動利潤60,471.7

億元，比上年增長1.6%。

2014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

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4,006.7億元，比上年

下降5.7%；集體企業實現利潤總額538億元，

增長0.4%；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總額42,962.8

億元，增長1.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實

現利潤總額15,971.8億元，增長9.5%；私營

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2,322.6億元，增長4.9%。

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28個行業利潤總額比

上年增長，兩個行業持平，11個行業下降。全

國規模以上印刷和記錄媒介複製企業總額同比

上年增長9.2%。■� 資料來源：必勝印刷網

中國經濟增速在2014年有所放緩，中國製

造業處於轉型升級的重要關口，實現向

製造業強國的轉變，轉型升級、闖關道路上需

警惕諸多「攔路虎」：（一）中國部分製造企業的

發展理念亟須轉變，杜絕盲目投資產能過剩行

業，或資本「抽逃」實體經濟；（二）人口紅利減

退，製造業面臨大挑戰；（三）廠房建設、員工

工資、稅收負擔不斷增長，企業生產成本增大；

（四）中國製造業現在面臨創新能力不足的瓶頸；

（五）「中國製造」的自主知名品牌少；（六）國際

市場需求疲軟，發達國家製造業回流，國際市

場競爭加劇，「中國製造」遭遇貿易壁壘漸多。

未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追趕和發達國家的圍

堵將成中國製造面臨的常態。中國製造業一方

面需不斷提高「中國製造」水平，以質取勝；同

時要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周邊國家、金磚

國家的合作，加強互惠貿易安排，互通有無，

合作共贏。■�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全國規模以上印刷複製企業

2014年利潤總額
同比上漲

中國製造業

需掃除
六隻「攔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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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面部署

2015年印刷複製發行監管工作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關於做好

2015年印刷複製發行監管工作的通知》

（以下簡稱：《通知》）。《通知》強調，全年印

刷複製發行監管工作要從三方面著手：一是組

織好印刷複製發行專項檢查行動；二是以印刷

複製委託書網上備案系統建設為基礎，創新手

段。三是加強立法制度建設，做好印刷複製發

行領域立法的頂層設計，堅持依法嚴管，規範

執法程序，提升行政執法的法治化水平。

《通知》明確指出，今年監督檢查有三個重點：

一是印刷企業承印驗證制度落實的情況，超範

圍經營出版物的情況，印製重大選題出版物的

情況，特別是反動、淫穢、迷信、暴力、恐怖

等內容。二是光碟複製企業光碟模具蝕刻來源

識別碼，以及報送樣盤的情況。三是發行單位

進銷貨清單制度執行的情況，重大選題特別是

涉及民族宗教問題出版物銷售的情況，進口出

版物管道和銷售的情況。■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中國新《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管理辦法》發佈

新《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辦法》）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局務會議通過，並已經發佈，從2015年4月1

日起施行。新《辦法》總計28條，比原有《辦

法》增加了14條，相關規定進一步細化。

新《辦法》對內部資料出版物的准入條件和審批

程序作了更加規範、細化的規定，排除了不屬

於內部資料範疇的一般印刷品和應當由出版單

位出版的作品。明確了廣告印刷品、介紹推廣

單位基本情況的宣傳資料，或者僅含有曆法信

息及廣告內容的掛曆、枱曆、年曆等一般印刷

品，無需申領《准印證》；對於中小學教科書

及教輔材料、地圖、個人畫冊、個人文集等應

由出版單位出版的作品，不予核發《准印證》；

規定了內部資料在內容、版本記錄及發送範圍、

經營管理、人員機構、印刷等方面的規範要求；

明確了內部資料的樣本繳送制度、審讀制度、

培訓制度、監督檢查制度。延期換證時間調整

為每年一次，還有進一步細化了相關法律責任

等。

值得關注的是針對校內學生編辦內部資料的情

況，現規定各級各類學校學生自行編印僅面向

本校發送的內部資料，由該校校內有關主管部

門負責審批和管理。■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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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國印刷設備器材

進出口貿易逆差又現新低

去年中國印刷設備及器材進出口總金額為

49.7794億美元，較上年下滑4.81%；其

中進口25.6621億美元，較上年下滑11.89%；

出口24.1173億美元，較上年增長4.11%，貿

易逆差1.5448億美元，創近年新低。

2014年中國印刷設備進口金額為21.8638億美

元，其中膠印機進口7.9159億美元，同比下降

18.98%（數量下降3.99%）；其他常規印刷機

進口2.5350億美元，同比下降18.13%（數量

下降43.48%）；數碼印刷機進口4.0644億美元，

同比增長9.42%（數量增長6.05%）。

中國印刷設備出口金額為17.6770億美元，

其中膠印機出口0.6951億美元，同比增長

10.86%（數量下降3.55%）；其他常規印刷機

出口2.6514億美元，同比增長5.28%（數量增

長23.66%）；數碼印刷機出口7.5457億美元，

同比增長3.46%（數量增長26.78%）。

2014年中國印刷設備器材進出口金額進口繼續

下滑、出口持續上升。膠印機進口金額已經連

續三年下跌，今年跌幅更達到18.98%；數碼印

刷機進出口金額雙增長。■

� 資料來源：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廣電局黃小玲局長表示，

廣東印刷業生產總值近1,900億元（人民

幣，下同），約佔全國總量的五分之一；全省印

刷企業兩萬多家，從業人員80多萬人。廣東印

刷產業各項指標均為全國前列，廣東省已成為

中國的印刷大省、強省。

近年，廣東印刷業保持快速發展，產業規模和

生產能力持續擴大，生產總值不斷增長，廣東

省印刷技術和印刷設備已邁入國際先進行列，已

基本形成區域性的印刷產業帶。根據廣東省印刷

業制定的「十三五」計劃，未來廣東省將重點打

造若干上規模、上檔次、有知名度、年產值達

30億元的企業和全球性的區域品牌，印刷業高

新技術升級改造率達60%，印刷業總產值繼續保

持全國第一。同時為提高「印在廣東」的影響力，

力爭印刷業對外加工產值於2020年達到1,000億

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南方都市報

廣東印刷產業年產值
近1,900億元

仍為中國印刷
大省強省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北京舉辦的2015

年「出版3．15」監督抽查工作座談會，

公佈了2014年抽查中七種印刷品質量不合格

的圖書，涉及七家圖書出版單位和七家印刷企

業。監督抽查結果顯示，目前中國圖書印刷品

質總體較好，印刷品質單冊合格率為99.41%，

批品質合格率為98.83%，環保品質達成率為

96.30%，複製品質合格率為90.23%。

其中，大多數受檢圖書的封面經過覆膜或上光、

燙箔、壓凹凸等表面整飾處理，設計精美、外

觀整潔，墨色均勻、印跡清晰、套印準確、顏

色飽滿，紙張等原輔材料品質較好。

2015年，總局會繼續開展「出版3．15」監督抽

查活動，重點對少兒讀物和教輔材料品質進行

專項監督檢查。總局質檢中心抽查範圍擴大至

17個省（區、市）的130家圖書出版單位。■

�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網

「出版3．15」抽查顯示

中國圖書印刷
品質總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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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促進印刷包裝產業

轉型升級

安徽省桐城市有包裝印刷企業1,600多家，

從業人員達七萬餘人，行業年產值160

億元，規模以上企業達160家，實現規模產值

145億元。包裝印刷成為桐城主導產業之一，

但是市場不集中、不規範、增長方式粗放、技

術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也始終存在。

針對包裝印刷企業總量大，卻存在水平低、重

複建設的現象，桐城市計劃用二到三年時間

精心打造園區，引進國內外包裝印刷龍頭企

業，加強中小包裝印刷企業的整合重組；引導

傳統包裝印刷業向「特、精、專」轉變，爭取到

「十二五」末，實現規模以上包裝印刷工業總產

值300億元，打響桐城包裝基地品牌效應，形

成集聚效應。下一步園區將加大力度，支援及

鼓勵其他的企業增加資金和科技投入，不斷進

行技術改造，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完

成轉型升級。■� 資料來源：中國包裝網

仍為中國印刷
大省強省

包裝印刷業被稱為都市型工業，是近年中國

工業中最具成長性的行業之一。但仔細分

析中國包裝印刷行業的現狀，仍然存在一些亟須

解決的問題，阻礙中國包裝印刷業健康發展。

佈局上，中國包裝印刷企業比較分散，不利於

印刷業的日常監管。企業規模上，沿海等發達

地區包裝印刷企業規模較大，而內陸等地區包

裝印刷企業的規模相對較小。業務結構上，僅

有少數企業貨源充足，大多數企業貨源緊張。

中國包裝印刷行業的勞動效率較低，甚至還不

到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國民經濟的地區發展

不平衡，導致了中國包裝印刷企業的分佈不均

衡。如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長三角、珠三角地

區經濟發展較快，包裝印刷業呈繁榮之勢，而

西部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其包裝印

刷產業則比較低迷。目前，行業設備水平參差

不齊，形成了兩極分化：即市場上既有高速、

高檔的印刷機，也有技術含量低、品質低劣的

印刷設備。未來，印刷包裝行業應著力破解這

些難題，促進中國包裝印刷業的健康發展。■

� 資料來源：全球包裝網

阻礙中國印刷包裝行業

健康發展的瓶頸

近年由於食品安全事件頻發，各國有關食

品的安全衛生的要求越來越嚴格，針對

食品包裝等商品的監管持續升級。歐盟、美國、

日本等主要市場及印尼等新興市場相繼發佈食

品包裝及食品接觸材料的新規定，防控力度頻

繁加碼，中國相關出口企業須高度重視。

2014年10月，美國九大組織請願，要求禁止

食品包裝中存在高氯酸鹽、長鏈全氟化碳類等

多類用於塑膠食品包裝材料的化學物質。由

2013年起，歐盟、澳洲等國家禁止在奶瓶等嬰

幼兒用品中的使用雙酚A；2015年1月，法國

宣佈全面禁止生產、進口、出口或銷售任何含

有雙酚A的食品包裝。此外，歐盟國家也逐漸

禁止使用有毒油墨等食品的包裝。

國外食品包裝要求的不斷更新，將對中國食品出

口企業，以及食品包裝容器生產企業在原料採

購、生產流程監管、原輔料及製成品質量檢測等

方面帶來一定影響，也將對相關產業帶來一定衝

擊，相關出口企業應提高風險應對意識。■

� 資料來源：中國食品科技網

國外食品包裝要求頻繁加碼

中國出口企業須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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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貿區開通印刷對外加工貿易平台

提高境外出版物審讀效率

印刷對外加工貿易綜合服務平台開通暨上

海新聞出版數字傳媒服務中心揭牌儀式

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舉行。印刷對

外加工貿易綜合服務平台的目的，是以印刷對

外加工貿易為突破口，利用行政審批方面的改

革創新，以及提升配套服務水平，為印刷業的

發展提供新的機遇。

印刷對外加工貿易綜合服務平台開通後，將進

一步釐清境外出版物審讀、印刷品備案的政府

職能，以及推進印刷對外加工貿易市場行為的

關係，加強境外出版物內容監管，提高境外出

版物審讀效率，並且使境外出版物的審讀打破

地域限制，多語種的審讀人才可以全國共用，

為建立全國統一的境外出版物審讀、印刷品備

案平台奠定基礎。同時，該平台也將為進口出

版物採用先訂單、後印刷、一本起印的新型商

業模式提供便利，有望解決國內圖書的庫存，

以及中國圖書走出去等難題。■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由於受經濟環境等因素影響，2014年浙江

蒼南縣印刷行業遇到市場訂單減少、利

潤微薄、資金緊缺、融資困難、用工成本增加

和環境制約等困境，企業發展舉步維艱，全年

實現產值約100億元（人民幣，下同）。

從蒼南縣印刷協會獲悉，為助力企業突破困境，

持續發展，該協會先後組織企業參加香港印包

展和義烏文交會，參觀龍港印博會和上海全印

展，又幫助企業渡過環保關，做好企業整合提

升，加強宣傳平台，開展對外聯絡，並與兄弟

及上級行業協會聯誼互動，與台灣印刷機械工

會展開對話，協助主管部門做好行業統計、調

查、規劃和情況匯報工作。

2015年，蒼南縣印刷協會將進一步加強調查研

究，積極引導企業創新發展，研究對策，加快

培育以創新驅動為核心的新優勢，從加強宣傳、

人才培訓、聯絡溝通、信息服務、黨建工作入

手，積極發揮服務企業，促進發展的作用，理

順關係，推動行業健康發展。■

� 資料來源：蒼南新聞網

大健康醫藥產業作為貴州省「五張名片」之

一的支柱產業，為該省包裝企業提供了

新的一輪發展機遇，向大健康醫藥產業發力，

成了大勢所趨。2014年，貴州省委、省政府決

定出台了《新醫藥產業發展規劃（2014—2017

年）》，提出到2017年實現新醫藥總產值800億

元人民幣以上的目標，並制定了相應的優惠政

策。

貴州省包裝工業辦公室姜豐敏主任表示，包裝

產業是貴州省主要產業配套服務的行業，主業

興則包裝興，只有時刻圍繞行業、產業轉，才

能更有效地適應新的發展。百億級「大蛋糕」，

讓人看著十分眼紅。面對千載難逢的機遇，貴

州省內各家包裝企業也紛紛亮出實招、下血本，

以奪取更多訂單，參與新一輪爭奪戰。■

� 資料來源：華印軟包裝

浙江省蒼南印刷業

2014年實現
產值100億元

貴州將湧現上百億元

藥品外包裝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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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文化新聞出版廳組成檢查組，在當

地文化、教育等部門的配合下，督導及

檢查了西寧市、海東市、海南州、黃南州等市、

州的18所中小學校、六家印刷企業、七家新華

書店、41家民營書店和部分地區校園周邊出版

物市場。這次專項檢查結果顯示，青海省印刷

企業和出版物發行市場總體經營秩序良好，今

年春季中小學教科書「課前到書」的完成情況比

往年好。全省中小學教科書全面實行綠色印刷，

教科書品質較去年大大提高，中小學教材、教

輔材料發行管道日趨規範。

這次檢查集中幾方面：對印刷企業重點檢查少

兒出版物、中小學教輔材料，以及政經類重大

選題，特別是涉及民族宗教問題出版物銷售情

況；在中小學校園周邊出版物市場，檢查了有

無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有害出版物和盜版

侵權教材教輔讀物等；也檢查了中小學教科書

的「課前到書」、印裝品質和綠色印刷的實施情

況。■� 資料來源：青海新聞網

青海省中小學教科書

全面採用綠色印刷

近十年中國柔性版印刷設備、印刷工藝、

印刷材料和柔性版材等方面技術的提高，

都取得了可喜成果。一方面政府部門大力支持

柔性版印刷，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中國印刷技

術協會、中國印協柔性版印刷分會等部門，高

度重視綠色柔性版印刷，並制定相關政策，還

給予資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國家行

業標準發佈，都有助提高印品質量。

2004到2014年間，柔印標籤設備、工藝配套

器材迅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

印刷設備製造廠不斷增加，並不斷提高功能水

平；（二）柔版標籤機型主要為多功能組合機組

式、高速衛星式柔版機及層疊式柔版機；（三）

綠色柔版印刷使用範圍更廣泛，帶來很好的經

濟效益；（四）柔印綜合技術不斷提高。

目前，柔版標籤印刷進入高速上升階段，國外

廠商在國內建廠，國產化也在逐步加大，國產

設備的功能水平不斷提高，但與進口設備還有

差距，仍需繼續努力攻關衛星式柔版機的部分

關鍵技術。■� 資料來源：環球傳媒

山西省質監局早前公佈了七類產品品質監

督抽查結果，其中不合格食品包裝材料

含甲苯。七類產品分別為絕熱夾芯板、新型牆

體材料、鋼制法蘭及鍛件、耐火磚、食品包裝

材料、煤層氣、混凝土外加劑。

食品包裝材料粘合劑使用的溶劑，一般是乙酸

乙酯，使用過程中稀釋劑也應是乙酸乙酯，不

排除生產企業為降低成本，使用甲苯作為稀釋

劑的可能；食品包裝材料中的石墨中發現含有

甲苯、丁酮、乙酸乙酯和異丙醇等，而生產企

業為降低成本，可能會大量使用甲苯。■

� 資料來源：太原晚報

山西省質監局抽檢

發現食品包裝
含甲苯

中國柔性版標籤印刷

十年結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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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綠色原輔材料供應商

亟待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綠色印刷工作正在加速推進中，從

2012年到2014年，獲得綠色認證的印

刷企業翻倍增長，企業在實現綠色印刷的過程

中需要使用越來越多的綠色原輔材料、環保設

備及新工藝。

然而，印刷企業認為綠色原輔材料供應商存在

亟待解決的問題：（一）降低價格，提升品質，

大多數印刷企業都是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資

金有限，在推行綠色印刷過程中，原輔材料成

本高是綠色印刷企業發展的主要障礙。（二）為

印刷企業提供真正的「環保輔材」。企業希望供

應商能夠加強學習綠色印刷的相關技術，提升

綠色原輔材料的研發能力，加強對綠色原輔材

料生產過程的控制、檢測與監督，確保產品品

質合格，盡快淘汰非環保型材料的生產，為印

刷企業提供真正可靠的「綠色輔材」。（三）提升

服務企業的主動性。供應商應及時地提供各品

種、各批次的標準檢測材料；綠色印刷企業在

接受年檢或複審時，應主動提供有關綠色原輔

材料的明細資料，協助印刷企業簡化手續；加

強更有針對性的宣傳與售後服務，主動跟進企

業應用新型材料的情況，對生產中出現的問題

及時給予指導與幫助。■

� 資料來源：中國印協通訊

為全力配合和推進「兩高一低」企業的順

利退出，東莞中堂鎮按照市專項工作組

的相關部署和要求，加強管理和監督預撥資

金，目前已經順利完成預撥獎勵資金的發放工

作，確保了獎勵資金專款專用。中堂鎮申領退

出獎勵資金的造紙企業共十家，全部與鎮政府

簽訂了《關停協議書》，涉及獎勵資金總額約

14,523.102萬元（人民幣，下同）。

造紙業曾經促進東莞經濟快速發展，但近57家

甚至更多的造紙企業要全面退出水鄉經濟區，

而淘汰的紙廠中大多是箱板紙、瓦楞紙、白板

紙廠商。■� 資料來源：華印紙箱

東莞關停十家造紙廠

花費1.45億元

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刷發行司指導，

總局出版產品品質監督檢測中心負責組

織開展，針對中小學生用品中文具印刷品的專

項監督抽查行動早前公佈結果。抽查結果顯示，

除六個品種紙張白度超過了《學生用品的安全

通用要求》內頁紙張白度小於或等於85%的標

準以外，其餘均合格，合格率為95.68%。

學生用品是國家質檢總局重點監督抽查的領域，

其中作業簿、筆記本等本冊類產品是學生用品

抽查中的重點產品種類。根據國家質檢總局的

抽查顯示，近年學生用品合格率呈現不斷提高

的趨勢。

總局質檢中心印刷複製檢測品質部信君副主任透

露，雖然有現成的測量方法和檢測儀器，但相

關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均沒有規定學生教材、教

輔及本冊等內頁紙張的螢光白度值，因此建議制

定或修訂相關標準，加入物理檢測，與即將出

台的綠色印刷系列標準形成體系，為保護青少年

健康權益、加強行業品質監管發揮作用。■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國內學生用本冊印刷品

「美白」應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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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關停十家造紙廠

花費1.45億元

據《中國紙業發展報告》資料顯示，2014

年1至12月，全國紙和紙板（外購原紙

加工除外，下同）產量累計為1.18億噸，同

比增長2.8%，增速比2013年增加了1.85%。

2014年上半年基本保持了3%至4%的平穩增

速，而下半年在8月增速5.1%達近兩年的一個

較高點後，從9月開始至12月又連續四個月出

現月度負增長。

從地區情況看，2014年廣東紙和紙板產量同比

增長了19.35%，以2,070.7（單位：萬噸，下同）

超越山東成為產量最高的地區。山東連續19年

成為全國紙及紙板產量第一大省之後，經歷了

連續兩年的產量下滑，最終被廣東超越。2014

年，全年產量過千萬噸的前四個地區分別是廣

東、山東、浙江、江蘇，產量分別為2,070.7 、

1,981.6、1,693.7、1,336.8萬噸，合計7,082.8

萬噸，佔全國總產量的60.1%。■

� 資料來源：中華紙業

教育部發佈《教育部辦公廳關於批准北京

工業大學電子信息與電工技術實驗教學

中心等80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的通知》，

公佈了2014年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名單，

北京印刷學院（以下簡稱：北印）「數字藝術與

創新設計實驗教學中心」名列其中，這是北印學

校首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教學方式方面，數字藝術與創新設計實驗教學

中心注重教學方法改革，提出了「專業理論與

實踐教學」、「課內訓練與課外實踐」、「傳統文

化與現代科技」、「藝術創新與文化創意產業」、

「實踐教學與科學研究」等五個相結合的實驗教

學方法，形成了以數字藝術為主的設計整合與

專業提升，以創新設計為核心的教學實踐體系

和機制，基於印刷傳統資源與新媒體的設計教

育探索，並建立起來一支數字與藝術並重的特

色師資隊伍，在專業建設、教學改革與創新、

教學科研與學科競賽，以及人才培養模式等方

面，取得了多項國家級、省級優秀成果。■

� 資料來源：慧聰印刷網

北京印刷學院教學中心

獲批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全國人大代表
建議禁止煙草廣告

煙草印刷企業
須警惕

工信部、衛計委、外交部、國家工商總

局等八部委組成的世界衛生組織《煙草

控制框架公約》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於

2012年12月，聯合發佈了《中國煙草控制規

劃（2012－2015）》，明確提出「禁止所有的煙

草廣告、促銷和贊助」。但日常大多數專賣點外

牆和櫥窗均有卷煙品牌的廣告語、海報、條幅

等，現行《廣告法》中所禁止戶外廣告的條文

形同虛設。許多專賣點散發宣傳折頁及印刷品，

即流動廣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

大法律委員會建議應以「不讓煙草廣告、促銷

和贊助成為吸引消費者的手段」為出發點，秉承

《公約》要求修訂《廣告法》，全面禁止所有的

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 資料來源：新華網

廣東成紙及紙板

產量第一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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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台北書展

創56萬參觀人次

第23屆台北國際書展這場盛大文化出版

盛會，共計國內外總數653家出版社參

與，不僅在國際交流上交出漂亮成績單，免費

開放18歲以下青少年入場更帶動台灣整體閱讀

氣氛，吸引了大批青少年讀者。展前五天統計

有18萬9千人次的青少年兌換參觀券入場，吸

引愛書人熱烈參與，更有總計747場的閱讀活

動面對面深度交流，旺盛的人潮也帶動銷售。

2016年的主題國為匈牙利，將迎接一個創意十

足的文化國度。

2015年書展參觀人數預估為56萬人次，對比

去年的50萬2千人次增長了超過百分之十。今

年推出18歲以下免費入場的優惠，吸引很多年

輕人入場，甚至有老師帶隊前來，將參觀書展

規劃為學生的假期活動，希望能讓年輕人更接

近及進入書的世界，書展基金會也會持續往這

個目標邁進。■� 資料來源：互聯網

歷時半年之久的TCT（Time�Compression�

Technologies）全國大學生3D打印大賽

決賽，在上海TCT亞洲展上決出勝負。TCT全

國大學生3D打印大賽於去年9月啟動，比賽以

FDM技術為依託，完成一個3D打印成型產品的

設計。該賽事共有來自全國各大院校的上百支

團隊報名，來自華東、華北、西北、華南、海

外五個地區的評委，根據設計方案的實用性與

美觀性兩個標準進行評分。總決賽共決出一等

獎一項、二等獎兩項、三等獎三項。

經過激烈角逐，由西南科技大學工程技術中心

張立紅老師指導的該校製造學院學生史亞秋拔

得頭籌，獲得大賽唯一的一等獎，同時，史亞

秋同學獲獎的優秀作品刊登在TCT�Magazine上，

並能進入國際知名3D打印公司實習與獲得工作

推薦。■� 資料來源：科技日報

西南科技大學學生

獲全國大學生
3D打印大賽冠軍

在加快產業技術與信息技術融合，加速轉

型升級和結構調整，主動融入新經濟時

代的大趨勢下，北京印刷業整體發展態勢平穩。

2013年北京印刷業人均利潤為4.22萬元（人民

幣，下同），比全國印刷業的2.33萬元高出近

50%，而2014年又繼續增加到4.69萬元，上

漲了0.47萬元。

北京印刷協會任玉成理事長早前發佈了2014年

北京印刷業的最新統計數據：北京地區印刷企業

（含出版物印刷、數碼印刷、專項印刷、包裝裝

潢印刷、其它印刷）共計1,664家，較2013年

減少5家；主營業務收入302億元，與2013年

基本持平；利潤總額30.5億元，上升了5.9%；

資產總額增加7.4%至474.3億元，年末印刷從

業人員數量則減少3,214人至65,022人。在印

刷企業和從業人員數量都減少的情況下，利潤

總額和資產總額反而增加，體現了信息技術迅

速發展，互聯網改造傳統產業的強勁勢頭，對

印刷業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的牽動作用。

綜合以上數據，現時北京印刷業的人均產能遠

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在行業轉型升級過程中，

引領作用漸露端倪。■� 資料來源：科印網

北京印刷業人均利潤

遠超全國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