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磅|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2019年12月18日，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胜利召开。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国务院

国资委原副主任王瑞祥；原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于珍；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副局长阎晓宏，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刘晓凯，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李朋义，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印刷复制处处长路洲，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

气室主任雷宇，大会执行主席徐建国、王文斌、陆长安、刘克利，以及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第七届、第八届理事会成员，协会会员单位代

表，各省(市）印刷行业协会及港澳台印刷业商会负责人，行业媒体代表等出席了大会。共计723家会员单位、850位会员单位代表到会。会议由大会

执行主席、中国印工协第七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陆长安主持。

本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总结工作，表彰先进，审议《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修改协会章程等有关文件；选举产生第八届理事会和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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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致辞

雄壮的国歌声后，六位领导嘉宾先后致辞，对印刷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撑给予肯定，对中国印工协一直以来服务行业、服务企业的工作给予认

可，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印工协七届理事会理事长 徐建国

印刷产业是经济、技术和文化相结合的朝阳产业，肩负着“传承文明、传播美丽”的产业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拥抱新技术，实

现了“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迎来数与网”三次大跨越。我们还将在应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过程中，由“印刷

大国”向“印刷强国”迈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 王瑞祥

印刷产业的水平和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到各行业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印刷产业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印刷设备领

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大大缩小。但冷静分析后应该看到，我们还不是印刷强国，印刷产业集中度有待提高，转型升级的任务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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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技术创新能力、产品质量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异。希望在新一届理事会领导下，协会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推动印刷产业加大创新力度，技改投入，从传统印刷向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不断优化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副局长 阎晓宏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自成立以来，始终紧紧围绕全产业技术进步努力工作，先后提出了“16字发展方针”“28字技术指导方针”以

及“35字战略指引方针”，在我国印刷工业“告别铅与火，走进光与电，迎来数与网”的技术跨越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指引作用。2018

年，我国印刷产值超过1.2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大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人与印刷人齐心协力、不懈奋斗的结晶。我们要继续为文

化和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基于现时面对的机遇与挑战，有三点建议：1.自觉提高政治站位；2.高度关注新技术发展趋势；

3.积极推进“印刷产业生态圈”建设。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 刘晓凯

中国印工协成立34年来，在历届理事长为首的领导班子的率领下，在全体会员的拼搏努力下，在产业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的指导作用，协会各项工作扎实有力，卓有成效，深得人心，协会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不断增强。当前我国印刷业发展改革面临

新的机遇，在经济下行压力当中显现出韧性和亮点，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1.党对印刷业的领导加强；2.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为印刷业释

放巨大潜能；3.印刷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系统设计正在有序推进；4.印刷业的区域协同发展全面提速。针对协会发展，我有三点建议：

1.坚持正确发展方向；2.完善行业治理体系；3.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印刷业是我党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和平台，是一个充满活力、

永远朝阳、不断变革的产业，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印刷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李朋义

热烈祝贺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出版协会与中国印工协在长期的友好互动中建立起了深厚的

友谊与坚实的合作基础。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印工协的各项工作，紧密合作、互鉴交流，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齐心聚力，为

创建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这一共同目标携手奋斗！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室主任 雷宇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包装印刷行业列入VOCs综合治理重点行业，明确提出治理目标与任务。在这

样的背景下，中国印工协高度重视，在全国行业协会中率先设立了专门机构，组建了“绿色印刷及VOCs 治理工作委员会”“印刷产业

VOCs 治理企业联盟”，针对印刷行业的不同工艺特点、生产工况、污染物排放特征、污染防治管控政策、治理技术路线做了大量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为生态环境部提供了专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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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版权协会、中国出版协会等海内外51家单位发来贺信，热烈祝贺中国印工协第八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报告

会议期间，中国印工协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徐建国作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根据徐建国理事长介绍，第七届理事会的工作的着力点是：认真贯彻党

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中国印刷工业应有的贡献，主要围

绕5个主题开展工作，包括：1. 坚持“企业家办会、开放式办会”的办会方向；2. 凝聚行业共识，践行发展理念；3. 创新运作方式，发挥“全产业链”优

势；4.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高国际大展水平；5. 培育工作品牌，促进协同发展。

对于新一届理事会，徐建国理事长提出了建议：1.坚持“全产业链”的定位，增创“全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新优势；2.提升协会运作载体的水平和效益；3.

关注新技术发展趋势，把握新技术给印刷产业发展带来的契机。

徐建国理事长提及，第七届理事会的实践探索使我们深深体悟到：印刷产业是经济、技术和文化相结合的朝阳产业。印刷产业的产业使命是“传承文

明、传播美丽”。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对印刷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中国印刷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出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伴随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中，实现印刷业自身的创新转型，开创中国印刷业在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按照大会议程，中国印工协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大会执行主席徐建国随后宣读了中国印工协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情况说

明；大会执行主席王文斌宣读了关于《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章程》的修改说明；大会执行主席刘克利宣读了关于中国印工协第八次会员代表

大会会员代表产生办法的说明、关于中国印工协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及八届一次理事会选举办法的说明；中国印工协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沈幸华

宣读了第七届监事会工作报告及关于《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监事会条例》的说明；中国印工协财务总监李莹宣读了第七届理事会会费收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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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报告；中国印工协七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陆长安宣读了关于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组成原则的说明，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名单，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计票人候选人名单，关于设立中国印工协第八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副理事长的决

定。

与会代表以举手的方式全票通过了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以及上述文件和议案。

新一届领导班子诞生

大会期间，协会八届一次理事会召开。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人事部主任刘增报宣读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关于同意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换

届方案的批复》，此后，经过近300名理事代表无记名投票选举，中国印工协新一届领导班子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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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

理事长
于珍

名誉

副理事长
杨金溪　周绍湘　陈永隆

理事长 王文斌

副理事长 刘克利（专职）

副理事长

李　莉　李孝廉　邢宪卿

杨　斌　张　亦　张　涛

陆有海　陈　斌　陈宁俊

陈邦设　邵　行　罗学科

周炳松　郑　斌　项建龙　

郝吉库　姚　毅　栗延秋

郭　健　彭　勇（按姓氏笔划为序）

秘书长 刘克利（兼）

监事长 沈幸华

理事长

顾问
徐建国　陆长安

同时，选举马楚力、王涛、王文良等49人为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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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理事长王文斌代表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对大家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谈及， 3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在广大会员的关心支持下，

中国印工协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行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天大家把接力棒交给我们，虽然未来任务繁重、挑战很多，但我们有信心把肩上

的担子担起来。

对于协会未来的工作，王文斌理事长提出了几方面的想法，1. 加强与中宣部、发改委、工信部、生态环境部、科技部的联系，准确、完整、持续地向

他们反映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企业的诉求、建议；2. 加强对行业发展动态、趋势的跟踪研究；3. 加强行业创新能力建设；4. 加强对行业VOCs治理

和发展智能制造的咨询服务；5. 加强对行业市场秩序的监控；6. 加强行业信息生态的建设；7. 加强对行业形象的塑造；8. 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充分

发挥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单位在行业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充分发挥各分会、各专业委员会的专业能力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协会本部各分系

统、各部门综合功能和办事能力。

王文斌理事长希望广大会员一如既往地关心、参与、支持协会的工作，通过共同的努力，真正把协会办成会员之家，办成会员的代言者、贴心人。

专家论道

对企业而言，“智能”已然成为一节必修课，因为在可以看得见或无法预见的未来，其或将支撑起我们生活、工作中的种种。就印刷行业而言，智能，

这么近，也这么远。所谓近，在于就大多数印刷人而言，已经意识到“智能”是发展的必然，是现时了解与开发的重点；所谓远，在于我们对于如何深

层次理解“智能”，将其更好地与印刷结合，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突破口。基于此，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两位专家同与会嘉宾分享其对于“智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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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刘洋

姚毅   姚毅   

颁奖仪式

富士康集团副总经理刘洋

引领制造数字化转型   科技赋能新制造

富士康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1988年—1998年，主要依托人力优势进行发展；第二个阶段，1998年—2008年，引进

了精密制造的概念；第三个阶段，2008年直至现在，主要以机器替换人力，诸如检测等，从而实现智能化发展。可以说，富士康现已从传统

意义的“代工”向“带工”发展。

目前全球有16家灯塔工厂，富士康的深圳工厂就是其一，其拥有五大技术亮点，包括泛在物联网环境，AI助力的数字化线程（Digital

Threads），搭载专业应用的可扩展技术平台，柔性的自动化技术，以及增强现实助力人员操作。在实际操作中，富士康把复杂的系统工程划

分为基础设施、工业移动网基础环境，IaaS，PaaS，以及数据中台等几个模块，让系统的建立更加清晰。

凌云光技术集团姚毅博士

质量兴业，凌云关于AI技术实现智能印刷生产管理的探索

社会在变化，企业若可以跟上形势，则有可能会成功，若跟不上形势，那么只能被淘汰。人工智能就是当下的形势，其宗旨是提质增效、降能

减存，通过推动各行各业的发展，让人类的生产力和经济快速增长。

全球智能制造发展速度很快，其中攻关的难点之一在于，以机器替代人来做那些所谓艰难的事情，诸如依靠人的直觉完成的工作，这就涉及到

视觉技术。其是AI的核心关键技术，凌云在这方面已经深耕20余年。于印刷包装企业而言，建议三步走：1. 建立科学的品质基准与检测工

艺；2. 建立GMQM质量大数据；3. 建立以质量和效能改进为核心的智能生产管理。

首      页 品牌活动 印业动态 产业政策 市场信息 海外视线 展会活动 中华印制大奖 会员之窗 关于协会 分会活动

http://www.chinaprint.org.cn/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41.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02.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07.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03.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04.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17.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51.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18.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01.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21.html


大会同期举行了第七届中华印制大奖颁奖仪式。中华印制大奖是由中国印工协、香港印刷业商会、澳门印刷商会和台湾区印刷曁机器材料同业公会主

办的，表彰海峡两岸及港、澳印刷业优秀印刷作品和具有突出贡献人物的印刷业重要奖项。本届中华印制大奖，由十几位专家组成评审团，根据选送

作品的印刷质量、制作水平、装帧设计及工艺应用，从近1600件参赛作品中最终评选出金奖31个，银奖49个，铜奖95个，以及优秀作品62个；同

时，组委会通过全面考虑行业贡献、专业造诣、业务水平等特点，从30位候选人中选出了7位中华印刷杰出人物得奖者和1位特别贡献奖得奖者。

会议现场，香港印刷业商会永远荣誉会长杨金溪、台湾区印刷曁机器材料同业公会会长陈永隆、澳门印刷业商会会长周绍湘，以及中国印刷及设备器

材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徐建国，分别宣读了第七届中华印制大奖（中国大陆地区）的铜奖获得者（来自57家企业的80个作品）、银奖获得者

（来自30家企业的38个作品）和金奖获得者（来自20家企业的24个作品）的名单，以及印刷杰出人物获奖者（4名）名单，多位领导为获奖企业代表

和个人颁发了奖杯、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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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最后，中国印工协名誉理事长于珍作重要讲话。他衷心感谢在徐建国理事长带领的第七届理事会为协会创新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希望新一

届理事会的工作取得新的建树，实现新的发展。于珍名誉理事长对新一届理事会提出了三点建议：1. 希望新一届理事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引领行

业践行新发展理念。2. 希望新一届理事会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并不断创立新的建树。3. 希望新一届理事会在加强协会自身建设方面下更大的功

夫。

首      页 品牌活动 印业动态 产业政策 市场信息 海外视线 展会活动 中华印制大奖 会员之窗 关于协会 分会活动

http://www.chinaprint.org.cn/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41.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02.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07.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03.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04.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17.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51.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18.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01.html
http://www.chinaprint.org.cn/h-col-121.html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正式落下帷幕，而于中国印工协而言，确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期待，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

下，协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做好企业与政府的

纽带，更好地服务于企业、行业，力推印刷业实现自身的创新转型。

大会前一天举办了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七届八次常务理事会曁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推选出大会执行主席、大会秘书长，通过了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曁八届一次理事会会议日程。会议同期举办了八届一次监事会，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了监事会监

事：王天翔，杨俊义，沈幸华，蔺再坤。

上一篇：  继往开来，努力把协会办成会员之家

下一篇：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专利奖建议奖励项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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