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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4日，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会长张崇和向外界宣布：“轻工
业正实现从‘好不好’到‘强不强’的伟
大跃升！”

2019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消费需求
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不断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轻工业稳健发展。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2019年前11
个月，轻工规模以上企业10.83万家，实
现营业收入 17.73万亿元，利润 1.13万
亿元。利润同比增长 11.02%，高于全
国工业 13.12个百分点；20个主要行业
中，12个行业利润增速超过 10%。营
业收入利润率达到6.37%，高于全国工
业 0.46个百分点。轻工业以占全国工
业 13.95%的资产总额，实现了全国工
业 18.66%的营业收入和 20.14%的利
润。预计 2019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4.1%；实现利润
1.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1%；实现出口
6670亿美元，同比增长5.2%。

2019 年前 11 个月，轻工业出口
6107亿美元，同比增长 5.26%，高于全
国出口增速5.56个百分点，轻工出口额
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7.02%。2019年前
三季度，我国外贸出口普遍受到中美贸
易摩擦严重不利影响，轻工业在对美出
口下降 6.5%情况下，积极拓展多元化
国际市场，出口东盟同比增长26.55%，
出口欧盟增长 17.35%，出口“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增长20.3%。轻工业成为
稳定出口的重要力量。

一年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通过科
技创新、绿色智慧、“三品”行动、质量标
准和产业集群五大举措，推动轻工行业
科技创新蔚然成风，品牌质量不断提
升，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疾速前行，为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开展科技评价，促进轻工业创
新发展。2019年，中轻联完成科技成
果鉴定 120项，评选科技奖励项目 187
项，推荐国家科技奖励项目24项；认定
轻工业重点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59家，
认定轻工业重点实验室 40家，认定轻
工业工业设计中心 16家、复核 20家。
首次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轻工业科技
百强企业，科技百强企业年度研发投入
平均占营业收入2.46%，显著高于全社
会平均研发投入比重。轻工业科技创
新蔚然成风，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

我们推行智慧示范，促进轻工业绿
色发展。2019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
线，推行绿色设计、开发绿色产品、建设
绿色工厂，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技
术提升传统产业，实现绿色智慧发展。
260家轻工企业获工信部绿色工厂称
号，74家企业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示
范项目，完成 5家绿色工厂咨询评价。
轻工业积极开展节能降耗技术改造，按
照规划，相比于2015年，2020年规模以
上轻工企业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
碳 排 放 量 将 分 别 下 降 18% 、23% 、

2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
成为轻工企业自觉遵循的发展指南。

我们践行“三品”行动，促进轻工业
品牌发展。2019年，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大力推动轻工企业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努力提升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
动作用。编制发布了第五批和第六批

《升级与创新消费品指南》，共计 66个
产品，推荐工信部单项冠军示范企业8
家，第六届中国工业大奖轻工企业 45
家；承接工信部“2019年轻工行业质量
品牌提升”项目。与协会共同举办
2019中国国际品牌授权展，展出面积
40000平米，377家企业展示国内外热
门授权 IP超过1800项。轻工消费品的
品种丰富度、品质满意度、品牌认可度
明显提升，“三品”行动对轻工消费品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起到了极大的推
动作用。

我们提升质量标准，促进轻工业升
级发展。2019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完成10个标委会换届，3个委员会秘书
处和 104名委员调整。全年新立项标
准 347项，其中，国家标准 127项、行业
标准 184项、团体标准 36项；完成标准
报批 341项，已向社会发布 253项；33
项标准研究项目列入2019年工信部节
能与绿色制造标准专项。清理食品质
量国家标准302项，国家标准计划再评
估 780项，行标复审 136项，军标复审 4
项。目前，轻工业现行标准共6006项，
其中，国家标准2629项，行业标准3377
项。行业重点消费品的国际采标率已
达到95%，标准结构和存量不断优化。

我们共建产业集群，促进轻工业集
聚发展。2019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积

极响应中央部署，努力提升产业基础能
力和产业链水平，推动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根据国家九部
委授权，完成了45个产业集群的实地考
评工作，其中，新命名产业集群15个，复
评 30个，取消不合格产业集群 11个。
经中轻联认定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 37个，其中 20个被工信部授予国家
级公共服务平台。目前，中轻联支持协
会和地方建设的产业集群共280余家，
营业收入占全国轻工总量 20 万亿的
40%以上，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轻工业
集聚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2019年，我们心无旁骛、砥砺前行，
稳势头、强韧劲、提效益，增亮点，交出了
一份高质量发展的亮丽成绩单。2020
年，我们将稳中求进，保持定力，闯难关、
涉险滩、辟蹊径、创成绩，努力推动轻工
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新期
待，为实现轻工业由“大”到“强”作出新
的贡献。

——深入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将
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学习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结
合起来，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论述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学习培训，准确
把握全会精神。将学习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同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结合起来。对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
发展理念、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发展、货
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等重点任务，中轻联将作为2020年行业
工作任务，重点推动落实。把学习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同轻工行业发展实际
结合起来，对四中全会提出的涉及轻工
行业的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升产

业基础能力和产业现代化水平等十方
面的任务，深刻领会，认真落实。

——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十四五”是推动我国轻工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做好轻工业“十
四五”规划，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
中之意和时代重任。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将科学判断世界轻工业科技发展新
趋势，明确行业发展重点任务和总体目
标。启动《轻工业技术进步“十四五”发
展指导意见》、《食品工业技术进步“十四
五”发展指导意见》和《轻工装备技术进
步“十四五”发展指导意见》编制工作。
把技术进步作为提升行业整体水平、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力争作出
有指引、有价值、可操作、可应用的高质
量行业规划。

——“六大”举措推动高质量发
展。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全
年组织评选科技奖励项目200项，推动
建设重点工程技术研发中心20家、重点
实验室 30家，科技成果鉴定 130项；以
标准品牌推动高质量发展。计划全年
新修订行标、国标300项，组织编制高端
产品团体标准30项；以绿色智慧推动高
质量发展。推行绿色设计、产品、工厂建
设，推进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融合，推
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以“三品”行动
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取与工信部联合
发布升级和创新消费品 200个，以“四
新”促进轻工企业互学互鉴，推动轻工企
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以产业集群
推动高质量发展。逐步完善产业集群
联系沟通机制，继续支持和培育优势互
补、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集群；以技能人才
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轻工业 19

个工种近3000人的职业技能大赛，为轻
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加快传统手工艺传承创新。
举办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展览
展示更多精品力作，结合协办单位会议
活动，不断扩大博览会影响力和凝聚
力。举办中国工艺美术高峰论坛和百
鹤杯评审活动。计划认定第二批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传承创新基地院校10所，
资助第二批大师非遗传承基地 50个。
继续开展“轻工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
启动第二批轻工大国工匠评选。发布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自律管理办法》，推
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自律自治。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认真落
实中央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核心
是政治建设。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重点加强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第二批20家党
支部继续开展“两化”建设工作。结合各
基层党组织实际，借鉴以往经验，注重单
项提升，持续推动基层党建工作治理能
力建设。不断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形成长效机制，把“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员干部的终身
课题，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之
一。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体现在方方
面面，覆盖到全部党组织，落实到全体党
员。

不怕风浪高，重在桨要齐！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锐意进取，
让轻工业发展新意盎然，为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再立新功，谱写轻工业高质量发
展时代崭新篇章！

稳中求进展新姿 由大向强奔新程
——回眸轻工业2019，展望轻工业2020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书圣”穿越来贺岁

1月1日，记者走访北京多家批发市
场的年货区看到，随着春节的临近，各类
新年装饰品也进入了销售旺季。记者发
现，今年的春联类产品，种类丰富，创新
元素凸显。从古代书法家作品中集字而
成的春联格外受消费者青睐。

销售人员向记者介绍，往年的春联都
是印刷字库中的美术字体，虽然很规矩，

但是缺乏艺术感，比较死板，而且同类产
品的相似度很高，不符合消费者追求个性
化的需求。“近年来，我们从《多宝塔碑》

《大唐圣教序》《曹全碑》《孔宙碑》等书法
字帖中汲取灵感，设计出了一些‘穿越风
格’的春联产品。相较于以往的传统春
联，印刷更加精美，艺术性更强，价格也不
贵，只要15元就可以将王羲之、颜真卿等
名家的‘墨宝’贴在自家门前了。”

北京大树画室书法教师李欢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集字就是将古代书法
家作品中的字，从新组合成新的作品，比
如《大唐圣教序》就是从王羲之的诸多书
法作品中集字而成。集字春联既蕴含了
古代书法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又传递了
符合新时代的贺年词句，属于非常有内
涵的文创产品。”

“书法小白”速成艺术家

众所周知，写好书法需要多年积累
的功力，想要自己创作一幅春联作品，更
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不过，今年不
同了，描红春联的推出，真正让“书法小
白”也能过一把书法家的瘾。

1月2日，记者在北京潘家园文房四
宝销售区看到，将传统描红习字法和春
联结合的宣纸产品，拉近了消费者和书
法的距离，让书写春联变得简单。这类
宣纸产品根据春联的大小进行裁切，上
面用淡淡的白色或者灰色，印制出了春
联的文字内容，消费者直接用毛笔根据

文字的轮廓进行描摹，就可以独立创作
出一幅春联作品。

记者了解到，描红春联每个包装内包
含5套春联，根据纸质和规格不同，价格
从 8元—15元不等，春联分为五言和七
言，内容大多都是传统吉祥祝词。销售商
家向记者介绍：“描红的历史由来已久，是
练习书法的一种传统方式，最早的描红产
品大多数都是诗词。现在的生活节奏很
快，能够坚持练字的年青人相对较少。这
种把描红和春联结合的宣纸产品，很好地
满足了消费者假日休闲的需求。”

购买描红春联的消费者詹女士对记

者说：“自从小学将书法作为考核项目以
后，我就特别注重对孩子传统文化方面
的培养。今年购买了描红春联，和孩子
一起一笔一划地写下对于新年的期望和
祝福，既可以让孩子通过描红感受书法
艺术的魅力，同时写春联又是一种非常
好的亲子互动活动，能够为新春佳节增
添喜庆团圆的氛围。”

私人订制专属春联

1月 2日，在某电商直播平台，记者
看到不少经营书画作品的商家，都已经
开始了春联的私人订制业务。

记者了解到，这类专属春联的价格，
根据不同的尺幅规格、画家的职称高低，
从 18.88元至 38.88元不等，消费者可以
根据自己的要求，让书法家在直播间进

行现场创作，书法家会根据每位顾客的
要求进行填词。

一位顾客要求以家人名字中的“燕”
字和“芳”字进行创作，书法家很快就拟
出了“燕舞莺歌春来早，芳园花开锦绣
年”的词句，既包含了浓浓的春意，又体
现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性。这样一幅专
属春联的售价是 38.88 元，如果满 100
元，还可以享受免邮费、送福字的特惠。
记者粗略统计，在半个小时的直播时间
内，有 32 位顾客通过平台系统下单购
买，不少消费者购买专属春联的同时，还
购买了福字、春条等新春书法作品。

该直播间的销售人员通过微信向记
者介绍：“我们直播间的书法家，基本都
是从事书法教学多年的骨干教师，或是
当地书法爱好者协会的资深会员。虽然
民间书法家的艺术作品，不具有投资和
收藏价值，但是让消费者用购买印刷品
的价格，买到真正的原创书法作品，这也
体现出民间书法家为弘扬传统文化，推
广书法艺术作出的努力。”

节前逛市场报道节前逛市场报道（（22））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古人描绘出的春节景

象，家家户户更换了新的春联，红红火火迎接新的春天。

日前，记者走访北京市场发现，今年的春联产品创意十足，为传

统的春联产品注入了时代气息。这其中既有王羲之、颜真卿等古代

书法名家的集字春联；又有适合“书法小白”自己创作的描红春联；还

有书法家私人订制、现场填词的专属春联。这类春联产品，价格实

惠，充满新意，给消费者的鼠年新春，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文化感受。

□ 本报实习记者 贾淘文 文/摄

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千门万户曈曈日 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鼠年春联很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