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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出版物包装的低碳设计研究
王 东
（华东交通大学，南昌 330013）
摘要：从保持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优势和保持品牌优势的需要出发，阐述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出
版物包装低碳设计的必要性，并对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
过加强政策引导及支持、加强对新技术新材料的利用、加强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创新来推进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低碳
设计发展的对策，以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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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ow Carbon Design for Publications Packaging in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Region
WANG Dong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The necessity of publications low-carbon packaging design in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has been
expatiated and the problem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have been analyzed due to keeping the advantage of green ecological
resources, promoting the 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developing as well as maintaining the brand advantages. On this basis,
countermeasures of promoting regional publications low-carbon packaging design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policy leading and supporting, making better use of new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and advocating the
innovation of the low carbon design of the publication packaging, with the purpose that we can gain win-win in bo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publication packaging；low-carbon design；countermeasure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是低碳

护鄱阳湖生态环境，使鄱阳湖永远成为‘一湖清水’”

经济时代对区域内的出版物包装设计提出的一个新

的要求。2009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江西省委、省政

的要求，对于提升区域内出版物的竞争力、开拓国内

府提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阳

外市场、打破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低碳堡垒”

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

等方面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文化产品

济区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 3 市，以及九江、新余、抚

的一部分，出版物包装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低碳

州、宜春、上饶、吉安市的部分县（市、区），共 38 个县

环保倍受关注。

（市、区）和鄱阳湖全部湖体在内，面积 5.12 万平方公
里，经济总量占江西省 60%[1]。据统计，截止到 2011 年

1 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的必要性

8 月，区内 39 个工业园区实现工业增加值 662.64 亿元，
同比增长 19.2%[2]。这里地处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区，

1.1 保持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优势的需要

水、森林和生物资源等极为丰富。江西淡水面积 2 500

鄱阳湖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

万亩，占全国的 9.5％，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3 362 m3，是

区。早在 2007 年，温家宝视察江西时就提出了“要保

全国平均水平的 1.35 倍，优于三类水的江湖面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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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以上，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等级为优，区位优势和

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出版物的需求
又有了新的变化，无毒、无污染、低能耗的低碳出版物

生态优势极为明显。
低碳经济时代，区位优势和生态优势已成为出版

受到消费者的偏好。因此，区域内的出版物包装设计

物包装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对于提升区域内出

要主动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和期待，让品牌与低碳联系

版物包装产业的竞争力作用极为明显。因此，为继续

起来，才能保持品牌持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才有市

保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出版物包装产业良好的发展态

场竞争力。

势，
应该进一步保护好这里的生态资源优势，
并从包装
设计环节开始，
倡导低碳包装设计，
推动区域内出版物

2 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发展存在的问题

包装产业的发展，
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求。
低碳设计的基础性工作还比较薄弱，信息不对

1.2 促进产业发展的需要
在低碳发展观的指导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出

称。区域内由于缺乏政府层面的宏观调控和对低碳

版物包装产业快速发展。以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

设计发展的整体推进规划，缺乏有力的产业和技术创

公司为例，公司通过严把原材料进厂关，从源头上抓

新促进政策，专业化服务平台和创新平台尚未建立，

牢低碳，实行低碳印刷，2010 年实现年销售和生产能

低碳设计的装备基础较弱，国内外出版物包装低碳设

力近亿元 。

计信息传播不够畅通，人才培养和研发机制还停留在

[3]

在区域内包装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过度包装”
、
“盲目包装”等高碳包装方式依然存在，由此产生的高
污染、
高排放、
高能耗，
加剧了该区域的生态压力，
也与

自发状态。从而导致区域内的出版物包装设计对低
碳资源的整合和有效利用能力弱，应用范围窄，制约
了低碳设计在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产业中的发展。

当今追求更少资源消耗、更多经济产出的包装产业发

低碳新技术新材料推广应用不足。虽然江西出

展方向背道而驰。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低碳包装设

版集团、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型企业与高

计理念的推广，实现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产业的低碳化

校、研究所共同建立了低碳技术及材料研发中心或设

发展，减少资源与能源的消耗。低碳包装设计对于促

计机构，但总体而言，区域内的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

进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产业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为：

与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相比，在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

（1）有助于提高区域内出版物的市场竞争力。一
个出版物进入市场，最重要的是能否令消费者感到该

和推广应用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新技术新材料对
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的发展的支撑作用还不显著。

出版物的价值所在 [4]。很多时候，为获得最佳组合效

对低碳包装设计的认识不到位。区域内的出版

果，设计对各种矛盾问题进行权衡 ，如出版物包装的

物包装企业，特别是大量中小型企业，虽然有一定程

美观、材料的环保与阅读的舒适等，在这一过程中，设

度的发展，但对低碳设计在企业生产中的作用缺乏充

计在协调复杂的矛盾之间发挥重要作用，其结果是提

分的认识，缺乏低碳设计意识，缺乏相应的设计人才，

高了出版物的市场竞争力，
改善了产业结构，
拉长了产

缺乏对包装的自主创新设计和品牌形象设计，包装档

品链条。
（2）有助于降低区域内出版物包装的生产成

次普遍较低，
包装水准和企业的竞争力弱。

[5]

本、减少流通环节、缩短时间，提高出版物的技术含量
和文化层次，
提高出版物的附加值和产业经济效益。

3 推动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发展的对策

1.3 保持品牌优势的需要
基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良好的资源优势，出版产

低碳设计以实现产品的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

业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品牌优

为目的，实质是解决能源和资源利用的高效率问题，

势。如 2009 年，江西出版集团在全国出版集团中位列

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有效减少产品的

第 3 名；江西金太阳教育研究有限公司销售码洋达 9

碳排放量对大气环境的破坏，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

亿元，并获得图书总发行资质，这些品牌成为有效宣

效益的统一。

传江西出版产业的“名片”，增强了江西出版产业在全
国的影响力。

低碳设计作为一种新的设计思想与方法，已经得
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和重视，同时带动了出版物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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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周期内各个阶段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因此，把发

发展之路。二要密切关注国内外低碳新技术新材料的

展低碳包装设计作为一个战略提出来，是十分必要和

出现，在出版物包装设计中及时应用低碳新技术新材

迫切的，它将促使区域内包装产业更好、更快地向低

料。如，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在书籍、
画册等的

碳化生存方向发展。现阶段，在区域内推动低碳包装

包装设计中就十分注重低碳新技术与新材料的应用，

设计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及支持、新技术新材

他们采用无公害且环保型的广州东华环保大豆油墨替

料的支撑和设计的创新。

代苯类油墨；采用通过碳足迹 PAS2050 认证的金东纸

3.1 加强政策引导及支持

业生产的纸张；
利用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和设备制版，

区域内各级政府可以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强
政策引导及支持，来推动出版物包装的低碳化发展。

实现低碳生产，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3.3 加强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创新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在规划、政策和布局的宏观引导作

设计创新是推动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产业发展的决

用，超前部署，有计划地推进。可借鉴广东顺德发展

定性因素之一，是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产业创新能力的

工业设计创意产业的做法，结合实际，尽快制定《鄱阳

一种体现。为此，
一要营造氛围，
更新观念。鼓励区域

湖生态经济区促进低碳包装设计发展实施办法》。可

内相关单位、个人积极开展推广低碳包装设计的各种

以通过税费优惠、设立专项扶持资金、提供信贷支持、

促进活动，
营造良好氛围；
将低碳设计融入到区域内出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方法，化解企业的市场风险，推

版物包装设计创新战略之中，促进区域内出版物包装

动产品包装走低碳化之路。二是采取有效的激励措

产业低碳化发展。二要加强设计人才队伍建设。鼓励

施。如建立“低碳包装储蓄制度”，将每一件符合低碳

国内外设计机构在区域内开设设计营业机构，积极引

设计标准的包装折算为具体的金额存入政府的“环保

进高层次设计人才，
开展区域内优秀设计师评选，
培养

银行”，作为区域内出版企业环保奖励基金，这样就把

领军型设计人才。三要以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创新为

区域内出版企业的利益与低碳发展联系起来，让区域

核心，
遵循
“整体性、
减量化、
低污染、
可回收利用原则”

内出版企业的需要与资本交融一体，提高区域内出版

[8]

企业、设计师参与产品包装低碳设计的自觉性和主动

包装设计创新，提高区域内出版物包装设计的竞争力

性。三是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为

和可持续发展，
塑造企业的品牌形象，
促进出版物包装

扩大出口规模，区域内各级政府、企业需要广泛收集

产业的结构优化和升级。四要依托区域内部分高校如

并跟踪国外出版物包装的新法规和新要求，对其实施

南昌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等和科研院所，
建立紧密的合

的具体时间、条款内容和范围等进行深入地解读，加

作机制，低成本推进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的创

强对出口出版物包装风险的评估研究，并制定切实可

新发展。五要建立低碳包装设计交易市场。随着市场

行的方案，提高区域内出版物包装设计的准确性。

对出版物包装低碳化的要求，低碳包装设计及其成果

3.2 加强对新技术新材料的利用

越来越为企业所青睐，低碳包装设计交易更加需要借

，围绕构建循环产业链和提升品牌形象，开展出版物

设计师格罗皮厄斯指出：
“ 只有不断地接触先进

助市场交易来规范完成，
因此，
规范的交易环境是区域

的技术，接触多种多样的新材料，个人在进行创作的

内出版物包装设计发展的需要，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

时候才有可能在物品与历史之间建立起真实的联系， 区低碳包装产业进步的标志。
并且从中形成对待设计的一种全新的态度[6]。”
低碳包装，
技术与材料先行，
只有依靠低碳技术与

4 结语

低碳材料，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的发展才有了
支撑和实现的可能，
否则只是纸上谈兵。为此，
一要改

关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出版物包装低碳设计的

变现有生产流程，
加入独立的设计环节，
并注重此环节

研究，目前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重要的问

[7]

。独立的设计环节的设立是区域内出版物包装企业

题需要解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出版物包装是否

尊重设计，希望通过设计实现企业整体生产流程低碳

低碳，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实践

化的重要举措。独立的设计环节的设立有助于企业以

中，要不断发挥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作用，加强对新技

设计为先导，
统领各生产环节，
构建循环产业链，
走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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