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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印製大獎由中國印刷及設備

器材工業協會、香港印刷業商會、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

公會、澳門印刷業商會聯合主辦，

在相關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

獲得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澳

門等地廣大的印刷企業積極參與，

已成功舉行第五屆頒獎典禮，各

政府主管部門領導、海內外行業

協會、專家評審團、媒體、參賽

企業及設備製造商代表逾500人

出席，場面盛大。

■ 國家新聞出版廣
電總局王岩鑌司長

（右二）及大獎組委
會領導為「 行業傑
出貢獻企業家 」得
獎者頒獎。

■ 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黃玲巡視員（右二）及
大獎組委會領導為「 行業創新企業家 」頒發獎座。

■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
局印刷發行管理司王岩
鑌司長，對中華印製大
獎給予充分肯定。

■ 廣東省新聞出版廣
電局黃小玲局長對中
華印製大獎組委會的
積極籌備表示感謝。

■ 中國印刷及設備
器材工業協會徐建
國理事長代表主辦
單位致歡迎辭。

■ 香港印刷業商
會楊金溪永遠榮譽
會長致辭，為頒獎
典禮揭開序幕。

第五屆中華印製大獎

促進華人地區印刷交流
培育印刷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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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印製大獎為大中華區印刷同業搭建絕佳的

印刷技術競技平台，幫助業界提升印刷品質

和水準，促進行業技術交流與合作，培育打造印刷

知名品牌。第五屆中華印製大獎一如往屆，備受同

業支持，共徵集到精美的書刊、包裝、報紙、日曆、

標籤等逾1,000份作品，來自兩岸四地不同地區，

甚至包括中國比較偏遠省份的企業，可見大獎在全

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本屆的參賽作品從印品的品

質、裝幀的精美角度評價普遍水平較高，部分印品

還運用了創新的印刷技術和工藝，令人眼前一亮。

公平公正甄選最佳作品
專業評審委員皆讚賞
中華印製大獎組委會於2015年3月上旬在東莞組織

了參賽作品評審工作。本屆大獎作品的評審團由來

自大陸地區、香港、台灣及澳門的八位專家組成。

評審前，組委會召開座談會，就中華印製大獎的評

審標準、獎項設置及評審流程進行了討論並給予修

改意見，確保大獎的評選更公平、公正。評審委員

認真地對參賽作品進行初審、複審及終審，最終甄

選出共248件獲獎作品，其中金獎20件，銀獎53 

件，銅獎84件，優秀獎91件。本屆大獎的獎項設

置範圍更廣，涵蓋近年熱門的數碼印刷、商業印刷

等，獎項數量較上一屆多39個，有更多優秀作品獲

得肯定。

■ （前排由左至右）澳門印刷業商會周紹湘
會長、香港印刷業商會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陳金茵
理事長、北京印刷學院許文才副院長。

（後排由左至右）北京印刷協會張慶連秘書
長、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數字傳媒與藝術設計
學院王強院長、香港印刷業商會劉海東名譽
會長、香港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繆劍輝院長。

■ 組委會組織評審委員商討評審作品的安排。

■ 評審團認真從過
千份參賽作品中評
選出得獎作品。

■ 人物獎評審委
員細心閱讀候選
人遞交的資料。

2015年3月17日，組委會邀請了來自北京、上海、

江蘇等地的專家在北京開展「 行業傑出貢獻企業家 」

和「 行業創新企業家 」的評審工作。人物獎得獎者在

各省市印刷協會推薦的印刷包裝企業、設備器材生產

企業及行業研究機構的31位候選人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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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中華印製大獎頒獎典禮
圓滿舉行

第五屆中華印製大獎的頒獎典禮，獲國家新聞出版

廣電總局印刷發行管理司王岩鑌司長、廣東省新

聞出版廣電局黃小玲局長等領導蒞臨，行業協會代

表、參賽企業及各地媒體共500多人分享得獎者的

喜悅與榮耀。為了對專家、評審委員表達謝意，主

辦單位在典禮致送感謝狀。

■ 大獎主辦單位的主要首長皆出席頒獎典禮。

■ 第五屆中華印
製大獎頒獎典禮，
逾500人 共 同 參
與這次盛典。

■ 大獎組委會領導
給評審委員致送紀
念品並合影留念。

■ 人物獎評審委員代表、
全軍印刷協會理事長張
根祥先生表示，評審團
通過嚴謹的評審程序選
出各項優秀作品。

■ 作品獎評審委員代表、香
港印刷業商會名譽會長劉海東
先生指出，今屆參賽作品的水
平普遍甚高，作品的質素也很
平均，競爭非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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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翹楚獲頒
「行業傑出貢獻企業家」
及「行業創新企業家」

榮獲「 行業傑出貢獻企業家 」和「 行

業創新企業家 」榮譽的企業家，皆在印

刷界作出卓越貢獻，推行行業向前發展

的行業領軍人物。經過評審委員公平嚴

謹的評選，最後選出「 行業傑出貢獻

企業家 」和「 行業創新企業家 」各八

位；其中有兩家香港的企業，中華商務

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梁兆賢先生榮獲「 行業傑出貢獻企業

家 」殊榮，永經堂印刷有限公司技術總

監任德堅先生獲得「 行業創新企業家 」

的美譽，其他得獎者如下：

企業 姓名 職務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梁兆賢 董事總經理

北人集團公司 張培武 董事長、黨委書記

黑龍江龍江傳媒有限公司印刷公司 陳偉 總經理

北京利豐雅高長城印刷有限公司 郭健 總經理

樂凱華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張濤 總經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傳媒股份公司 黎雪 副總經理

深圳勁嘉彩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喬魯予 董事長

遼寧虎馳廣告印刷有限公司 楊馳 董事長

企業 姓名 職務

香港永經堂印刷有限公司 任德堅 技術總監

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綠色印刷重點實驗室） 宋延林 主任

北京金恒丰科技有限公司 施乾平 董事長

旺昌機械工業（昆山）有限公司 詹文清 總經理

上海新星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徐毛清 董事長

西安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薛常銘 董事長

蘇州工業園區美柯樂製版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于小帆 董事長

遼寧新聞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張坤陽 總經理

人物獎：行業創新企業家

人物獎：行業傑出貢獻企業家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 香港印刷業商
會趙國柱會長將

「 行業傑出貢獻企
業家 」獎座頒發給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

（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香
港印刷業商會副會
長梁兆賢先生。

■ 香港印刷業商
會楊國強副會長

（左）恭賀梁兆賢
先生（中）及任德
堅先生（右）分別
獲 得「 行 業 傑 出
貢獻企業家 」和

「 行 業 創 新 企 業
家 」榮譽。

■ 中華印製大獎獎
座以畢昇為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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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獎
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精裝本（一至三色） 黑白世界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真彩秦俑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平裝本（一至三色） 高原之境 深圳市國際彩印有限公司

平裝本（四色及以上） 周野鹿鳴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四色及以上） 《小公主之家》 立體書 北京尚唐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教材（四色及以上） 《數學》四年級下冊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年鑒（四色及以上） 2013利奧集團周年報告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四色及以上）
2013首屆中國「雲峰杯」玉雕大
賽作品典藏集

廣州市嶺美彩印有限公司

特殊非傳統（一至三色） 韓國鈞朋僚墨蹟 揚州古籍線裝文化有限公司

特殊非傳統 徽商大典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日曆（四色及以上） 2015公司大掛曆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環保印刷品 《語文》四年上冊 黑龍江省教育廳印刷廠

雜誌 《中國美術》2014年6期 浙江影天印業有限公司

報紙 《人民日報》2014年12月15日 廣東廣州日報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藝術品複製 敦煌壁畫 東方寶笈文化傳播（北京）有限公司

紙質品包裝 包裝盒 匠心網絡印刷廠有限公司

塑膠印刷品 六邊形花頂折盒 宜昌市麗豪包裝彩印有限公司

商業票據、獎券、門票 黑龍江省飲食業定額發票（刮獎） 黑龍江省國家稅務局票證站

標籤 美益天牌維生素 E 軟膠囊標籤 深圳市法蘭印務有限公司

數碼印刷 藝術品冊《走向世界》 南京東南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表彰卓越印刷工藝
金銀銅獎各歸其主

作品：2015公司大掛歷

參賽公司：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評語： 閃粉與燙印、植絨、局部 UV 上光巧妙結合，

設計新穎、色調雅致，工藝獨特，印製精美。

作品：徽商大典

參賽公司：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評語： 極富文化和傳統的設計，精細的印製

工藝，讓色彩一致的圖文躍然紙上，

頗具大典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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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包裝盒

參賽公司：匠心網絡印刷廠有限公司

評語： 採用局部 UV 上光與植絨、浮雕燙印、激光模

切、手工黏盒等工藝，創意新穎、印製精美。

作品：真彩秦俑

參賽公司：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評語： 作品裝幀精美典雅，色彩還原精準，層次細膩如真，

精湛的印藝技術無處不在，是一部難得的彩印精品。

作品：美益天牌維生素 E 軟膠囊標籤

參賽公司：深圳市法蘭印務有限公司

評語： 圖文清晰、印製精美，色彩亮麗豐富、

局部效果突出，凸顯個性，引人注目。

作品：黑龍江省飲食業定額發票（刮獎）

參賽公司：黑龍江省國家稅務局票證站

評語： 採用平版、凸印、絲印、數碼印刷等多種工藝並結合

紅激發油墨，防掃描底紋、微縮文字、溫變油墨等多

種防偽手段，印製精美，防偽能力強。

作品：藝術品冊《走向世界》

參賽公司：南京東南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評語： 優秀的裝幀設計，典雅的經折裝，傳統宣

紙材質，數碼印刷讓圖文複現如初，視覺

體驗如故，又一件數碼印刷精品。

作品：敦煌壁畫

參賽公司：東方寶笈文化傳播（北京）有限公司

評語： 精準的色彩複製、精細的層次再現、精

美的清晰細節，讓千年滄桑的歷史瑰寶

起死複生，躍然紙上、栩栩如生，體現

出印製者不同尋常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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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獎
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精裝本（一至三色）
Steve Kahn The Hollywood Suites 
藏書

興業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一至三色） 野馬集團 深圳市國際彩印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石渠寶芨系列40卷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神聖藝術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習仲勳在延安 北京圖文天地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新疆阿爾泰山 深圳市國際彩印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中國著名畫家——喻繼高》 天津海順印業包裝有限公司

平裝本（一至三色） 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平裝本（一至三色） 在歐洲 廣東新華印刷有限公司

平裝本（一至三色） 畫外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平裝本（一至三色） 老生 北京新華印刷有限公司

平裝本（一至三色） 龍族Ⅲ 遼寧虎馳廣告印刷有限公司

平裝本（四色及以上） 奔騰馬—2014馬年馬展 南京精藝印刷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一至三色） The Far Side Gallery 4 當納利（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四色及以上） 《橡樹城堡 - 仙境之緣》 立體書 北京尚唐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四色及以上）
看裡面系列（揭秘地球、揭秘恐龍、
揭秘地下、揭秘科學）

西安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教材（一至三色） 《無機化學》 合肥華星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教材（四色及以上） 科學二年級（南蘇丹教材） 湖南天聞新華印務邵陽有限公司

教材（四色及以上） 《數學》四年級下冊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年鑒（一至三色） 蒼南縣誌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年鑒（一至三色） 中華唐氏通譜（上、中、下） 甘肅鑫統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年鑒（一至三色） 新疆農村信用社年鑒2014 新疆金版印務有限公司

年鑒（四色及以上） IAI2014中國廣告作品年鑒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HKIPP 石華堂印刷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The SL-Class 型錄 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TTF 畫冊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蒙太奇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特殊非傳統 枕草子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特殊非傳統 張漢忠畢福劍水滸人物水墨漫畫集 揚州古籍線裝文化有限公司

特殊創新類 探險聖經（英文版） 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特殊創新類 金鑲玉（十五頭咖啡具） 潮州市潮安區華壹陶瓷花紙廠

封面及封套設計 秦腔大辭典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封面及封套設計 新疆文庫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雜誌 《香港貴人》五月刊 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

雜誌 新現代畫報 廣東廣州日報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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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報紙 GO-SEES- 報刊2013&2014 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澳門）

環保印刷品
Ox f o r d  A d v a n c e d  L e a r n e r ' s 
Dictionary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藝術品複製 白度母唐卡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日曆（四色及以上） 2015年恒遠檯曆（電子版） 廣州市恒遠彩印有限公司

賀卡、請柬和節目單 Printing is our Passion 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紙質品包裝 Avion 六角形酒盒 利奧包裝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紙質品包裝 博朗限量版奢侈禮盒 中榮印刷集團

彩盒 玩味榮華富貴套裝盒（月餅∕茶） 廣州市千彩紙品印刷有限公司

彩盒 HENNESSY VSOP 酒盒 ( 限量版 ) 利奧包裝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彩盒 長城雪茄天龍條、小盒產品（套裝） 深圳勁嘉彩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印刷品
套標冰紅茶檸檬（麥仔茶瓶）
500mL

杭州松裕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塑膠印刷品 香煙模 廣東金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防偽印刷品 美國燙金郵票 深圳中華商務安全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防偽印刷品 葡萄酒標 溫州豪格防偽科技有限公司

標籤 玩味銀卡書簽套裝 廣州市千彩紙品印刷有限公司

數碼印刷 數碼印象 深圳市裕同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數碼印刷 高端皮面定製相冊 東莞特想影像製作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銅獎
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精裝本（一至三色） 邁克法國攝影 興業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一至三色） 色彩王國 當納利（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精裝本（一至三色） 我們這一代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不言 東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金馬 勤達印刷國際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西藏印象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全集—陳禮忠 浙江影天印業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福樂智慧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平裝本（一至三色） 花城 廣東新華印刷有限公司

平裝本（一至三色） 杯酒文章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平裝本（一至三色） 徽州鄉村紀事 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平裝本（四色及以上） 蜀山尋幽 四川新財印務有限公司

平裝本（四色及以上） 2014年畢業展畫冊 天津市銀博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平裝本（四色及以上） 南京博物院藏鐘錶精品 南京精藝印刷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一至三色） Mahina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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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獎 ( 續 )
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兒童圖書（一至三色） Deep Ark6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一至三色） 《Peter Rabbit》 當納利（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四色及以上） 致淘氣 - 手工冊 南京四色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四色及以上） 經典童話立體劇本書 西安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教材（一至三色） Musical Symbol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一至三色） 時事日語導讀 高教社（天津）印務有限公司

教材（一至三色） 實用農村金融知識讀本 天水新華印刷廠

教材（四色及以上） 5AEE 數學練習 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四色及以上） 《品德與社會》五年級下冊 湖南天聞新華印務邵陽有限公司

教材（四色及以上） 《語文》一年級下冊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年鑒（四色及以上）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3年年鑒 美光印刷有限公司

年鑒（四色及以上） 有任務的旅行拜訪100位世界領袖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大董中國意境菜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千彩2013工藝手冊 廣州市千彩紙品印刷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村上春服裝樣冊 杭州捷派印務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複調—貳拾壹種狀態 南京精藝印刷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GAD- 綠城設計》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商業票據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儲蓄存單 上海安全印務有限公司

特殊非傳統 山湖之靈 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

特殊非傳統 日本設計精品 勤達印刷國際有限公司

特殊非傳統 澳珀傢俱 深圳市國際彩印有限公司

特殊創新類 拉瑪系列兩款酒盒、酒標 山西太報傳媒有限公司

特殊創新類 RFID 行李標籤 深圳市驕冠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特殊創新類 《王石作品集》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特殊創新類 PILLAR 立柱展示陳列架 中榮印刷集團

封面及封套設計 《穿越火焰》（上下冊） 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封面及封套設計 《地球的主人》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雜誌 More 新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雜誌 《望》 2014年11期 北京利豐雅高長城印刷有限公司

雜誌 漫品 廣東廣州日報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雜誌 中國旅遊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報紙 參考消息 四川日報報業集團印務公司

報紙 中國書法報八聯版 遼寧新聞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報紙
新疆日報（維吾爾文）2014年12
月29日

新疆日報社印務中心

環保印刷品
Paediatric Anaesthetic
Emergency Data Manual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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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印刷品 Let's Get Our Wiggles Out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藝術品複製 蘭亭序 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

藝術品複製 孔子《聖跡圖》 杭州富陽正大彩印有限公司

藝術品複製 仇英《漢宮春曉圖卷》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藝術品複製 河洛世家 河南省瑞光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日曆（四色及以上） 海德堡3D 立體座枱月曆 安碧印刷有限公司

日曆（四色及以上） 2014年恒遠檯曆 廣州市恒遠彩印有限公司

賀卡、請柬和節目單 母親節花藍立體賀卡 東莞永洪印刷有限公司

賀卡、請柬和節目單 BD Flower Fashion Dress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賀卡、請柬和節目單 APEC 節目單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紙質品包裝 五糧液窖藏酒盒 四川宜賓五糧液精美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紙質品包裝 精裝糖果盒 廣東金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紙質品包裝 味茗 廈門尚品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紙質品包裝 Tefal 彩盒 上海外貿界龍彩印有限公司

紙質品包裝 悅寧膠囊 中榮印刷集團

手提袋 Leo LUXE 方形紙袋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手提袋
FSC 2014 Black and Gold Bow 
bag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手提袋 東阿阿膠手提袋 天津海順印業包裝有限公司

彩盒 納愛斯健痰白貓眼牙膏盒 富康集團有限公司

彩盒 工藝小酒盒（紅酒風） 廣州市千彩紙品印刷有限公司

彩盒 假精裝拉絲水晶磨砂化妝品套盒 深圳市賢俊龍彩印有限公司

塑膠印刷品 穀物傳奇 杭州松裕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塑膠印刷品 工藝品熱收縮膜 青島三慧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塑膠印刷品 五邊形工字扣底折盒 宜昌市麗豪包裝彩印有限公司

塑膠印刷品 一字扣底半透明折盒 宜昌市麗豪包裝彩印有限公司

防偽印刷品 彩色半透明鐳射商標 廣東金達全息製品有限公司

防偽印刷品 珀卡咖啡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防偽印刷 西班牙巴倫西亞市地鐵票 中國鐵道出版社印刷廠

標籤 鹿鳴甘露飲用天然礦泉水 北京兆信德記資訊標籤印刷有限公司

標籤 巴西進口食品海洋風味標籤 深圳九星印刷包裝集團有限公司

標籤 雙匯標籤 中標防偽印務有限公司

數碼印刷 林若熹《光輝》 珠海市日強印刷有限公司

數碼印刷 3M 透明車貼切通道白 上海默軒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網印及特種印刷 琺瑯彩富貴連綿 斯達高瓷藝發展（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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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頒獎禮尾聲，中華印製大獎主辦單

位各領導共同主持「 第六屆中華印製

大獎 」啟動儀式，為新一屆大獎賽揭

開序幕。隨著第五屆中華印製大獎圓

滿落幕，第六屆大獎的籌備工作已著

手展開，頒獎典禮將於2017年北京的

China Print 展會期間舉行，期望下屆

將有更多企業及其印製佳品參與，2017

年與更多行業先進相約北京。

第六屆中華印製大獎
正式啟動
相約2017年北京再見

中華印製大獎優秀作品於
Print China 2015上展示
Print China 2015期間，第五屆大獎的得獎作品在展

會八號館展示，展出面積達570平方米，並編輯出版

了《第五屆中華印製大獎作品集》，向海內外參展的

觀眾、買家展示大中華地區印刷同業創意設計和印製

水平。通過一系列的宣傳推廣活動，幫助同業贏取新

的商機，拓展海內外市場。▓

■ 金、銀、銅獎得獎主皆獲安排上台領獎。

■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
材工業協會、香港印刷
業商會、台灣區印刷
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
會、澳門印刷業商會四
個主辦單位領導共同主
持「 第六屆中華印製大
獎 」啟動儀式。

■ 第五屆中華印製大獎的得獎作品在 Print 
China 2015 上展出，眾多參觀者細意欣賞。

■ 大會出版精美的作
品集，讓讀者一覽大
獎得獎作品的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