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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材料加快应用 新需求开辟差异化市场

绿色化给印刷业带来新商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70年来，我国印刷业经历了“铅与火”“光与电”的发展过程，正加快向绿色化、

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发展。不仅印刷企业开展了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

治理全过程防治，而且绿色设计理念不断得到运用，绿色包装、环保包装也逐渐成

为包装印刷企业实现差异化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绝佳机会——

预计今年底可提前完成2020年发电装机目标——

三产用电增长快 绿色能源来助力
本报记者 顾 阳

本版编辑 杜 铭

□ 新旧动能转换体现在用电主体变化上。上半年，高新技

术产业用电保持较快增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用电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同比增长13.6%。

□ 电力生产延续绿色低碳发展态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

机比重继续提高，发电量也快速增长。预计到今年底，全国

发电装机容量可提前完成2020年20亿千瓦规划目标。

“上半年，全国电力生产运行平
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预计下半年
电力消费将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全年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5%左右。”在
日前举行的 2019 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
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会上，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于
崇德说。

据统计，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3.40 万 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增 长 5.0% ，
一、二季度分别增长 5.5%、4.5%。从
电力消费特点看，第一产业用电中速增
长，第二产业及其制造业用电稳定增
长，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量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其中，第三产业和居民生
活用电占比合计为 31%，同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用电占比为 68%，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用电
占比与上年持平。

新旧动能转换体现在用电主体变化
上。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用电保持较
快增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用电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同比
增长13.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
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用电量增速均保持
在两位数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电能替
代持续推广，促进第三产业用电快速增
长 ， 充 换 电 服 务 业 用 电 量 增 长

126.9% ， 港 口 岸 电 用 电 量 增 长
316.9%，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用电量增
长18.6%。

从区域用电量来看，上半年绝大部
分省份用电量均为正增长，中西部地区
增速领先东部和东北地区。除青海、甘
肃、上海3个省 （市） 用电量同比下降
外，28 个省份用电量正增长，在 14 个
用电量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的省
份中，除海南、河北外，其余均属于中
西部。

“电力生产延续绿色低碳发展态
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继续提
高，发电量也快速增长。”于崇德表
示，截至6月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

容量 19.4 亿千瓦，同比增长 6.1%。其
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
41.2%，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全国规
模以上电厂发电量为 3.37 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3.3%；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数为1834小时，同比下降24小时。

上半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4074 万千瓦，同比少投产 1194 万千
瓦。其中，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
量 2506 万千瓦，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
量的 61.5%。新增煤电装机 984 万千
瓦，同比少投产54万千瓦。

上半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快速增
长，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水电发电量513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8%；核电发电

量1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1%；全
口径并网风电、并网太阳能发电量分别
为2145亿千瓦时、1063亿千瓦时，同
比分别增长11.5%、29.1%。

与此同时，跨区跨省送电量也实现
了较快增长，清洁能源得到大范围优化
配置。上半年，全国跨区、跨省送电量
分别完成 2243 亿千瓦时、6426 亿千瓦
时，同比分别增长 11.2%、12.0%。西
北区域是外送电量最多的区域，占全国
跨区送电量的40.6%。

据预测，下半年电力消费仍将延续
上半年的平稳增长态势，预计今年全社
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5%左右。

“预计发电总装机容量年底达20亿
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比重提高至
42%。”于崇德说，到今年底，全国发
电装机容量可提前完成2020年20亿千
瓦的规划目标，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远
超2020年1.1亿千瓦的规划目标，非化
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也将超过 2020 年
39%的规划目标。

针对当前我国已进入迎峰度夏关键
期，加之下半年重大活动保电任务较为
繁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建议，要根
据电力供需趋紧形势，加快系统调峰能
力建设和需求侧管理，扎实做好电力供
需平衡工作，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在日前举办的“2019中国印刷业创
新大会”上，绿色发展成为出版印刷业共
同关注的焦点。在本次大会上，行业内
优秀企业分享了各自绿色化发展的经
验，企业在不同领域、不同发展阶段有哪
些绿色化实现路径？行业如何探索未来
绿色化发展重点突破方向？记者采访了
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

全程开展绿色生产

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梁言顺指出，
70年来我国印刷业经历了“铅与火”“光
与电”的发展过程，正加快向绿色化、数
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发展。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印刷业呈现出向高质
量发展迈进的崭新局面。

据统计，我国印刷业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千余家企业、不到10万从业者，
增长到2018年底的9.8万家企业、270.4
万从业人员，实现1.27万亿元印刷总产
值，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中的支柱行业。

据了解，我国自2010年起实施绿色
印刷战略至今已有9年。9年来，印刷业
绿色化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绿色理念
已经深入人心。印刷绿色化不再是简单

的印刷工艺和耗材“绿色化”，更延伸出
深刻的内涵。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很多企业都在
从源头削减做起，逐步推广使用更加环
保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比如，使用大
豆环保油墨、水性光油、免酒精润版
液、环保洗车水、植物淀粉喷粉、不含
苯或二甲苯的环保胶黏剂，以及逐渐增
加通过持续森林认证（FSC）纸张的使
用量，等等。

坐落在北京的纳米绿色印刷产业化
基地，不到 3 分钟即可制成一张印版。
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宋延林告诉记者,

“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可将所有信息
用计算机处理好，再通过打印直接得到
印版，还可以在瓷砖、玻璃和丝绸等纺织
面料上打印平面或立体图案。”

在过程控制方面，一些大型印刷
企业也通过采用集中供气、集中供水
和集中供墨系统减少固废产生；一些
企业还通过使用润版液过滤循环系
统，减少了 90%的新鲜水用量。在末
端治理环节，印刷企业主要开展了废
气、废水和危废三方面治理。印刷业
危废主要来自于印前废水和印刷废水
治理后的液体危废，及油墨桶使用后
的塑料内胆、吸附饱和后的活性炭、
擦机布。目前，很多企业对危废的处
置和运输都选择了有资质的第三方供

应商，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除了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

全过程防治，印刷企业在节能降耗、减少
排放、认证审核等方面也下了不少功
夫。比如，印刷企业用电消耗较大，但通
过改变能源管线和设施布局，可以节约
用电，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例
如，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将6台独立
空压机改造为 3 台集中供气节能空压
机，总输出功率下降超过 20%，可节约
用电量20%至30%，18个月就能收回改
造投资。

抓好源头绿色设计

在本届大会上，北京设计学会创始
人宋慰祖还介绍了绿色设计理念。比
如，针对印刷行业，工厂车间绿色设计可
提高空间利用率、节省人力、更符合环保
要求；文创产品绿色设计既可引导消费
者绿色消费，也可实现材料节约与创意
兼得效果。他认为，要实现绿色设计，需
要倡导新的理念、应用新科技，实现生产
的可持续性，重在生态、资源与科技、需
求相协调。

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张
彬认为，印刷业绿色化工程一个重要方
面是开发颠覆性技术，要对目前现有工
艺、装备、原料、信息获取、控制方式等实
行改革和创新。此外，还要强化基础研
究和理论研究，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在
开展绿色印刷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智能
化、数字化技术的研究。

北京印刷协会专家任玉成认为，仅

仅实现了产品绿色化，并不等于印刷生
产全过程都实现了绿色化；印刷业绿色
化发展关键是要从源头做起，做好系统
顶层设计，实现全产业链绿色化无缝
对接。

创新治理包装污染

近年来，随着国民消费能力不断提
升以及电子商务蓬勃兴起，我国消费品
市场呈现出了持续且快速增长态势，这
也极大地促进了包装印刷产业的迅猛
发展。

一方面，定制化、个性化、差异化
等成为包装印刷业重要的发展特征。另
一方面，随着印刷技术不断升级，以及
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智能印刷与绿
色印刷将成为未来包装印刷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

随着政府、企业、个人对环保重视
程度不断提升，绿色包装、环保包装逐
渐成为包装印刷企业实现差异化竞争和
可持续发展的绝佳机会。以最受人们关
注的环保快递包装为例，为解决包装污
染问题，各大电商与快递企业目前正纷
纷试水绿色包装。

绿色包装离不开科技创新与应用。
在推进包装绿色化方面，目前邮政企业
在 30 个省份完成了配发绿色包装箱，
在北京和河南试用可降解包装袋；菜鸟
网络、顺丰也在研发使用生物基材料包
装袋、无胶带纸箱等；京东则在生鲜业
务中全面推广可生物降解包装袋；百世
快递在江苏、浙江、安徽试用环保袋，
占其塑料袋用量的 30%；中通速递与
第三方合作，生产氧化和微生物双降解
的绿色包装袋；申通快递准备将可循环
使用50次至60次的环保文件封套投入
使用，并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合作研
发可降解塑料袋。

在苏宁“818 发烧购物节”即将到来之际，7 月 25
日，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首次全面解读苏宁全场景零售的
最新探索和布局。他表示，当前消费越来越多元化，消费
习惯也在不断变化，消费市场愈发呈现“圈层化”“泛娱
乐化”“本地化”特征。今年“818发烧购物节”将开展
全场景零售，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消费环境。

侯恩龙说，如今流量已不再是大明星、大品牌、大平
台的专属，草根也能一夜之间崛起，“比如，修空调的工
程师同时也可以是B站数百万粉丝的美食博主”；不同圈
层人群的消费理念、消费习惯完全不一样，每个小群体都
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偏好。“人群圈层化直接催生了圈层
经济。”侯恩龙说。

同时，消费“泛娱乐化”让品牌营销、休闲体验变得
更加丰富。例如，苏宁与宝洁联合定制的 《狮子王》 IP
礼盒装一上线就成了“爆款”，话题传播超过3600万。

此外，以“即时配送”为特征的本地生活服务走向零
售业舞台中央，各路玩家纷纷加码。据悉，苏宁小店已服
务超过1.2亿消费者，成为本地化消费的承载者，可满足
人们在其生活半径里的各项需求。

目前，苏宁“两大两小多专”的业态正加码布局，其
中，苏宁小店和零售云业态分别覆盖社区、乡镇两个下沉
市场。除了苏宁小店和零售云打造“身边的苏宁”之外，
苏宁易购还招募了100万个社群，触达用户超过5亿。苏
宁持续为百万社群赋能，匹配用户需求，实现圈层用户

“人群+产品+社群运营”的模式。
下沉、社群生意让苏宁离用户更近，成为与消费者最

近和最丰富的全场景零售平台之一。侯恩龙表示，今年苏
宁“818 发烧购物节”将实现“有的逛、值得买、在身
边”，搭建线上多平台、线下场景多业态互联网化、会员
全面贯通的消费场景。

记者获悉，苏宁小店、苏宁极物都将推出3.0新模型
店。其中，小店3.0专设厨房区、用餐区，餐饮将成为苏
宁小店引流，形成品牌个性化、差异化，带动利润的重要
因素；苏宁极物3.0则聚焦年轻消费者，为其提供全新的
生活方式和服务体验。预计到今年9月份，苏宁5G体验
店落地将超200家，覆盖全国一二线核心城市。

全场景零售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撑。苏宁物流集团执
行总裁姚凯强调，“苏宁物流要做科技和效率驱动的物流
基础设施平台。”据介绍，截至今年一季度，苏宁仓储总
面积为964万平方米；预计到2020年，苏宁仓储总面积
将达2000万平方米，6万个以上物流节点将形成通达全
国的物流网络，售后服务网络也将覆盖全国 98%以上地
区。不仅如此，“1小时服务圈”同时已覆盖全国15万个
以上社区。苏宁物流已成长为全国零售行业最大的自建物
流平台之一。

据透露，苏宁还将在南京雨花物流基地上线测试新一
代无人仓，实现存拣分包全流程无人化，拣选效率可高达
600件/小时，商品最快20分钟出库，单件商品拣选成本
降低52%，效率比人工提升5倍。

苏宁易购发力全场景零售

把“店”开到消费者身边
本报记者 李治国

空客直升机国内组装下线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王晓燕报道：7月24日，

一架空客H135直升机在青岛完成大部件组装后下线，在
办理海关通关手续后，将进入出口监管仓库。这也是空中
客车直升机（青岛）有限公司首架在国内加工贸易项下完
成大部件组装生产的H135直升机。

据悉，空客青岛H135直升机总装线项目是由中德两
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的合作项目，也是空客直升机在中国
设立的首条 H135 直升机总装生产线，设计年产能为 36
架。今年1月份，空中客车直升机（青岛）有限公司正式
完成加工贸易电子手册备案，并顺利办理了首批飞机备件
保税进口手续。

据了解，为向重大项目提供优质高效的海关监管服
务，青岛大港海关创新实施“保税仓库+加工贸易+出口
监管仓库”保税监管模式，进口飞机备件先通过保税方式
进境存入公用型保税仓库，待该项目加工厂房建成、生产
设备安装完毕且企业办理加工贸易手册后，将进口的保税
备件从保税仓库转入加工贸易手册项下，完成加工后再出
口至监管仓库存储，直升机成品最终在国内销售时办理一
般贸易进口手续。在进口料件及加工成品所有权不发生转
移情况下，海关对该项目实施了全过程保税监管，最大限
度地为企业缩短了生产时间，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鉴
于直升机产品特殊性，企业资金占用压力大，青岛大港海
关为企业减免了加工贸易保证金。经测算，每架直升机可
节省资金成本800余万元。

图为在青岛组装下线的一架空客H135直升机。
王晓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