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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奧集團全資籌辦的江門雅圖仕職業技

術學校，於2015年獲廣東省產教融合

發展示範項目建設獎補資金，金額為

100萬元人民幣。

該校是一所以印刷專業為主的全日制中等職業

技術學校，在廣東省教育廳指導下，經江門市

教育局批准成立。學校開設電腦製版、印刷技

術、特種印刷等17項專業，現有1,500名在校

生。其完善的設施可供印前、印刷、印後所有

工序的實訓與生產，並由企業高級技師和資深

工程師擔任導師，有效結合了企業崗前培訓與

學校實訓操作。

02

廣東省100萬元資助
江門雅圖仕職業技術學校獲

這次獲得的資金，主要用於建立校企協同育人

的專家庫、開展教學及技術交流、集團內巡迴

講學和培訓、開展師資隊伍培訓、研發相關教

學標準及編寫開發相關教材、建設校企一體化

實體專案、購買相關實訓設備等；還用於推動

社區教育示範區（實驗區）開發，以及建設社區

教育課程和教材，完善社區教育體系等。■

� 資料來源：利奧

中華商務成立36周年慶典暨迎春聯歡

晚會在深圳舉行。中華商務聯合印刷

（廣東）有限公司，以及深圳中華商務安

全印務有限公司逾2,000員工參加。

中華商務梁兆賢董事總經理在致辭中表示，

2015年，全球經濟環境不明朗，原油價格持續

走低，貨幣貶值，行業產能過剩，環保壓力大，

競爭加劇，令企業經營壓力持續加大。面對這

種局面，中華商務積極推進創新轉型項目，推

動精細化管理，控制成本，提升核心競爭力。

2015年在全體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不錯的

業績。

01

中華商務成立36周年慶典暨
迎春聯歡晚會在深圳舉行

互聯共融匯智經營

2016年中華商務的策略是「互聯共融匯智經營」。

以客戶、產品為中心打造與客戶、與員工、與

各生產工作環節互聯，還與社會資源互聯的智

能平台；以創造客戶價值為核心提升生產效能，

將「智」造理念融入生產與工作，提升內部的管

理效率，提升客戶價值、提高營運效率，以及

員工能力發展，實現客戶、公司與員工的互聯

共融、互助共贏。往後中華商務還會緊隨「一帶

一路」的國家戰略，打破邊界限制，實現跨領域

合作。■

� 資料來源：中華商務

■ 中華商務梁兆賢董事總經理帶領
總經理辦公室成員向全體員工祝酒。

■ 利奧集團全資籌辦的江門雅圖仕職業技
術學校，獲廣東省 100 萬元人民幣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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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演示會成功舉辦

河北聖鵬彩印引進河北南部首台海德堡

速霸CD�102-5+L膠印機，並順利投產。

海德堡中國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更與

其共同舉辦了「聖彩未來•裝點由我」膠印機現

場演示會。

聖鵬彩印黃建福董事長表示，隨著海德堡速霸

CD�102五色膠印機的投產使用，公司實現了從

四色傳統印刷，到五色加上光工藝的差異化發

展，給邢台及周邊區域客戶，提供了更多的增

值和個性化印刷服務。

04
會上，海德堡趙辰剛銷售經理介紹了海德堡青

浦工廠的概況、分析了未來包裝印刷的發展趨

勢，還講解了這款CD�102五色膠印機的每個設

計環節，以及能為印刷流程帶來的優勢。隨後，

耗材部劉新紅銷售經理、系統服務部曾國隆銷

售經理、融資部劉瑋主管，分別講述了海德堡

的綠色環保耗材應用，以及配套的優惠售後服

務與融資服務。■� 資料來源：海德堡

河北聖鵬彩印引進
首台海德堡速霸 CD 102-5 ＋ L 膠印機

■ 海德堡與聖鵬彩印共同舉辦的「聖彩未來•
裝點由我」膠印機現場演示會高朋滿座。

高寶與惠普攜手在高寶總部向約200

家國際包裝印刷商和行業記者，展示

了世界首台 HP�PageWide 輪轉印刷機

T1100S。

高寶數碼輪轉事業部與惠普，經兩年密切合作，

開發了紙幅寬度為2.8米（110英寸）的大型噴

墨輪轉印刷機。該款數字預印生產線，相比傳

統的非數字化技術，明顯具備更高的產能和生

產靈活性，尤其對於中、小印量的活件。每小

時印刷可超過30,000平方米的產能，在大印量

長版印刷方面，也具有極高的經濟性。

03

高寶與惠普攜手推出噴墨輪轉印刷機

面向瓦楞紙預印的數碼印刷機

除了與惠普的合作項目外，高寶數碼輪轉事業

部還提供其他自有系列的數碼印刷設備，KBA-

RotaJET 系列高速噴墨印刷含有不同幅面和層級

的設備，如：雙面單色、雙面四色、單面單色

和單面四色的設備，可用於出版物和裝飾紙行

業的印刷；還有適合中國市場需求，紙幅寬度

由800毫米至2.25米的瓦楞紙預印數碼輪轉印

刷機系列。■� 資料來源：高寶

■ 高寶數碼輪轉事業
部與惠普聯合開發的
HP PageWide 輪 轉 印
刷機 T1100S，其最高
印刷速度可超過每小
時 30,000 平方米。



廠商消息

香港印刷業商會

044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107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引進海德堡速霸CX 102-8+L UV膠印機
青島煒瑞印務

值北琪實業喬遷之際，海德堡公司助力

該公司旗下青島煒瑞印務，舉辦引進首

台海德堡速霸 CX�102-8＋ L�UV 膠印

機的投產啟動儀式，並慶賀北琪喬遷慶典取得

圓滿成功。

活動上，北琪實業樊麗麗總經理表示，隨著不

斷引進海德堡高端設備，為企業高精尖產品的

規模化增長及品質提升，打下了堅實基礎。海

德堡產品部孔新峰經理亦結合青島煒瑞主要涉

及的高端包裝印刷業務特點，剖析了未來包裝

印刷發展趨勢，還介紹了海德堡速霸CX�102技

術亮點：

1.� 該設備取名自海德堡經典機型CD�102與 XL�

105。

2.� 兼顧了書刊、商務、包裝等各類產品，主

要針對高端商業印刷、標籤印刷和包裝印刷

企業。

3.� 該設備保持了 CD�102印刷機102mm的印

刷幅面，同時融入了XL�105在進紙、收紙、

06

浙江嵊州市雨晨包裝印刷有限公司主營

包裝彩印產品加工，隨著企業規模的日

益擴大，為加強和規範管理，改善環境，

增進效益，更好地滿足客戶的要求，企業不斷

地加大對包裝印刷技術的投入，早前又訂購了

一台曼羅蘭全新的 ROLAND�700�HiPrint 六色加

上光平張印刷機。

作為曼羅蘭 ROLAND�700的老客戶，雨晨包裝

張曉江董事長表示：「曼羅蘭 ROLAND�700系列

05

ROLAND 700 HiPrint
六色加上光平張印刷機

雨晨包裝再次引進

送紙、乾燥、色彩管理和印刷機控制方面

的先進技術。

4.� 該設備的最大印刷幅面、最大印刷尺寸和

承印物的厚度分別為710mm×1,020mm、

720mm×1,020mm、0.03mm 至 1.0mm，

最高速度可達每小時16,200印張。

5.� 採用了增強型預置飛達、AirTransfer 輸紙系

統、預置增強型的收紙裝置。

6.� 在結構設計上創新的叼牙系統、新型印刷單

元設計、高性能滾筒軸承、創新的竄墨輥

終止位置緩衝，以及經過重複驗證測試的滾

筒佈局，可確保可靠的輸紙，而不受紙張克

重和生產速度影響，並能有效減少震動。■

� 資料來源：海德堡

印刷機，在全球包括中國的包裝領域上的口碑，

以及其可靠的印刷品質，一直是我們履行公司

『品質是企業生命』經營宗旨的強而有力保證，

而且還是本公司盈利的武器。品質提高了，客

戶自然越來越多，業務越做越大。」此外，企業

還積極導入 GB/T�19001-2000 、GB/T�24001-

2004標準體系，嚴格按標準要求建立和實施品

質與環境管理體系。■

� 資料來源：曼羅蘭

■ 雨晨包裝印刷張曉江董事長表
示，曼羅蘭 ROLAND 700 系打印刷
機是公司產品品質的有力保證。

■ 青島煒瑞印務引進海德堡速霸 CX 102-8+L UV
膠印機投產慶典取得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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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國印刷業總產值增長了

5.3%，低於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降

到了近三年的最低點。印刷行業產能過

剩的問題，成為行業發展的痼疾。面對當前困

境，合版印刷、雲印刷等模式在近年相繼出現，

新模式的誕生說明印刷業正在積極改變，以求

改善經營狀況。

現時膠印設備的發展已經成熟，基本上實現了

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今後印刷業的技術

亦將堅定地向著這三大方向發展。

07

高寶：2016 印刷業將向

智能化低成本高利潤發展

設備管理系列訓練營
曼羅蘭舉行操作技術和

中國古語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要將印刷工作做好，首要有

穩定高質的印刷機器，而良好的設備

保養是保證印刷設備高效生產的關鍵。曼羅蘭

早前在江蘇省江陰市和廣西桂林市，舉辦了

ROLAND�700操作技術訓練營和設備管理系列

訓練營，旨在通過技術培訓，幫助印刷企業提

升設備操作技能，優化設備管理水平，全面提

升盈利能力。

在江陰市舉行的 ROLAND�700操作技術訓練營

中，曼羅蘭的資深技術專家為操作人員，進行

了實用性極強的技術指導。訓練營以操作培訓

為主，深度講解規範操作、設備的規範調節和

保養，並講述如何有效地保證印刷品質的正確

機械調整，以及操作人員應當略知的電氣故障

排除，以達到印刷機降低消耗，降低成本，降

低故障率的目的。

08

在桂林舉辦的曼羅蘭設備技術管理研修班，除

了介紹 ROLAND系列的各種機型和曼羅蘭的服

務內容外，還專門分析總結和歸納了設備管理

人員在日常設備維修保養中的常見問題和處理

方法。此外，在訓練營中還著重介紹了「全員生

產設備保養」（TPM）的概念，並結合國內廠家

的應用實例進行講解。■

� 資料來源：曼羅蘭

此外，綠色環保也是必然趨勢。近年報紙印刷

下降最急劇；書刊印刷和商業印刷也有所下降；

包裝印刷和標籤印刷將是未來發展的主流。

對於商業印刷和書刊印刷企業，可以進一步深

化包裝印刷業務，包裝印刷可以為印企帶來更

多的利潤點。特種包裝印刷領域也蘊含不錯的

發展商機，印鐵、製罐，設計特種的 PVC、塑

膠等都是很好的轉型方向。■� 資料來源：高寶

■ 在技術訓練營中，曼羅蘭的技
術專家對 ROLAND 系列印刷機在
實際生產中的操作要領 、維修保
養規範，進行了詳細講解。

■ 高寶一直是金屬特種印刷市場
的技術領導者，這類型設備包括
高寶 Mailander 280 金屬印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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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及其下

屬企業中圖數字國際貿易（北京）有限

公司，近期購置了以網屏的輪轉式高速

噴墨數碼印刷機 Truepress�Jet520HD為代表的

八台（四套）數碼印刷系統。

網屏還與中圖數字國際簽訂了構建雙方戰略互

惠關係的合作夥伴協議書，其將會在獲得中圖

公司協助的同時，進一步擴大在中國及亞洲地

區的業務，解決印刷及出版領域的需求，為該

領域的發展做出貢獻。

近年，伴隨著網絡及數碼設備的迅速普及，印

刷品的需求逐漸轉為多品種小批量和個性化定

09

網屏數碼印刷機

中國業務推廣提速

製。為此，網屏進一步加強以輪轉式高速噴墨數

碼印刷機在中國市場的銷售力度，分別推出了彩

色印刷的 Truepress�Jet520HD，以及黑白印刷

Truepress�Jet520EX�Advanced。今後，網屏為

中圖公司推動和擴大數碼印刷業務發展、提供

技術支援的同時，還將與其合作，在中國設立另

外五家印刷基地。■

� 資料來源：網屏

EFI�Connect�2016大會在美國拉斯維加

斯的Wynn 酒店隆重召開，依然沿用了

「發現、創新、整合」的主題，大會的

各項數據再創新高。

據統計，EFI�Connect�2016大會的觀眾超過

1,000人，同比增長10%；同時，舉辦超過200

場的技術、銷售和企業管理課程，其中包括實

戰式客戶實驗室、互動式使用者會議、EFI 產

品套件使用者見面會、MIS/ERP 核心平台，以

及 InfoTrends 主導的用戶發展軌跡分析等，亮

點紛呈。

在主會場，與會者能看到利用 EFI�Fiery 數碼前

端和軟件技術的單張數字化印刷流程、最新版

10

EFI 美國 Connect 2016 大會盛大舉行

各項數據再創新高

的 Fiery�JobFlow 數字印刷自動化工作流程、

EFI 的 Cretaprint 的陶瓷打印機，以及 EFI 收購

的 Reggiani 織物印刷設備推出的 Jetrion 窄幅

標籤印刷機等。

此外，EFI�Connect�2016大會邀請的媒體數量

也再創新高，超過20個國家的100多家印刷、

管理、財經和地方媒體出席了這次活動，讓這

個印刷行業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用戶

交流活動增色不少。■� 資料來源：科印網

■ 網屏與中圖數字國際正式簽訂構建雙
方戰略互惠關係的合作夥伴協議書。

■ EFI Connect 2016 大會規模空前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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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光集團宣佈和美國成衣數碼印花機

製造商安捷特（AnaJet）達成收購協議，

安捷特正式成為理光美國區的全資子公

司。

安捷特成立於2006年，在全世界生產成衣數碼

印花機，安捷特使用的大多數產品都是理光的

噴墨噴頭。

理光一直以來致力發展辦公和商業印刷技術領

域，如今新增了安捷特這投資領域，將幫助其

鞏固在全球噴墨打印市場上的領導地位，而安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責任

研究中心近期發佈的《中國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2015）》調查結果顯示，佳能

（中國）發佈的《佳能（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2014-2015》在參評的1,027份相關報告中，脫

穎而出，獲得四星半評級。此外，該中心發佈

的《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2015》中，佳能社會

責任發展指數獲得73.2分，在外企中排名第八。

2015年是佳能中心連續第六年發佈白皮書。此

次《佳能（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14-2015》

在七項評選維度中，過程性、實質性、可比性、

可讀性和創新性均獲五星的高度評價，最終獲

得了綜合評級四星半的成績。

藍皮書延續責任管理、市場責任、社會責任、

環境責任「四位一體」的理論模型，形成了「通

12

理光成功收購

美國成衣數碼印花機製造商安捷特

佳能（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獲社科院四星半評級

捷特亦可以借助理光廣泛的產品組合優勢，為

終端使用者提供更全面而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理光集團噴墨業務部總經理 Junichi�Matsuno 表

示：「安捷特的加入將使我們的團隊變得更大、

更具創新力，我們的客戶將受益於這樣一個強

大團隊的服務，同時獲得更全面的解決方案，

幫助他們發展業務。安捷特作為DTG行業領導

者享有很高的聲譽，因此對理光廣泛的產品組

合，也是一個很好的補充。」■

� 資料來源：理光

用議題＋行業特定議題」的評價指標體系。評

價結果顯示，佳能（中國）社會責任發展指數為

73.2分，在中國企業300強社會責任發展指數

中，較平均分高出38.8分；在外資企業中，較

平均分高出47.1分；在外企100強中，名列第

八。■� 資料來源：佳能

■ 佳能（中國）發佈的《佳能（中
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2014-
2015》獲得社科院四星半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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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膠片再次入選

上海外資企業社會責任
（中國）報告發佈單位

柯達騰格里免沖洗印版綠葉大獎，2015

年度大獎花落上海麗佳製版有限公司。

2013年，柯達打造了第一屆騰格里免

沖洗印版綠葉大獎，旨在表彰通過各種措施和

最佳實踐實現環保的企業。在2015年的評比

中，上海麗佳憑藉卓越的表現，榮獲騰格里免

沖洗印版綠葉大獎，也是第二家獲得該獎項的

中國企業。

2014年，上海麗佳成為首批採用騰格里免沖洗

印版的中國企業之一。該公司經過多次考察和

成本測算，選定了柯達騰格里免沖洗印版。從

原來的印版，轉變為該免沖洗印版時，幾乎沒

有作工藝和設備上的調整，便順利地實現了新

舊印版的轉換。

14

2015年度獎花落上海麗佳
柯達騰格里免沖洗印版綠葉大獎

上海市商務委員會與上海市外商投資企

業協會，聯合主辦的2014年度外資百

強企業發佈會暨「十三五規劃」形勢報

告會上，表彰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優異、經濟

建設業績突出的外資企業，富士膠片（中國）投

資有限公司再度位列其中，獲得殊榮。

富士膠片於2014年12月發佈了中國地區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富士膠片中國•可持續發

展報告2014》。該報告匯總了富士膠片在華主

要關聯企業的社會責任工作開展情況，重點披

13
露了其在華企業於研發、生產、銷售、物流、

售後等全業務流程中，與上下游供應鏈、環境、

社會、員工等多個利益相關方的責任履行現狀。

該報告的發佈，獲得了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以

及上海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的高度認可，再次

授予了富士膠片「上海外資企業社會責任（中國）

報告發佈單位」的稱號；同時亦蟬聯了年度「上

海外商投資雙優企業」。■

� 資料來源：富士膠片

上海麗佳陳雄偉副總經理表示，憑藉柯達騰格

里印版，我們能省去沖版環節，減少了對沖版

機的維護和保養，節約了生產空間，大大提升

了生產效率，也因此避免了使用化學藥劑和水，

大大降低了能源使用和廢物排放。加上應用再

生紙張和紙板，以及不含酒精的潤版液，柯達

幫助企業打造出真正的綠色印刷，這獎項更是

對公司上下致力環保工作的肯定。■

� 資料來源：柯達

■ 富士膠片獲「上
海外資企業社會責
任（中國）報告發佈
單位」榮譽匾牌。

■ 柯達騰格里免沖洗
印版綠葉大獎，旨在
表彰利用各種措施最
佳實踐環保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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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達自助文印管理解決方案

建設現代圖書館

近利今年再度突破年曆固有框框，推出

2016年曆 The�Emotion�Thermometer，

集創新及美觀於一身。今年的年曆由香

港新一代品牌顧問設計師李永銓先生設計，風

格簡約但充滿心思，整個年曆裱上Rives的紙張，

左邊 LED部分顯示了工作情緒模式，右邊部分

設了磁鐵，讓用家可在上面貼月曆卡，既可看

日子，又可畫上表示當天心情的表情符號。

月曆卡及整套盒子以 Rives 紙張印製，配合各種

印刷及加工，相當精美。配色時尚的 CURIOUS�

COLLECTION 花紋紙，以不同顏色生動地表達

星期一至星期日的心情變化，以及製作了富創

意的說明書，令人賞心悅目。

另外，近利還與著名設計師陳超宏先生合作，設

計一系列利是封，上面配有不同的賀年祝福語

句，並選用優質的環保紙張，加上特別的印刷效

16

猴年利是封
近利推出 2016 年曆 The Emotion Thermometer 與

上海一家知名公共圖書館的新館建成

後，擁有開架圖書近50萬冊，數字資

源100TB，館內可供讀者使用的電腦近

300台，分設於各樓層。柯尼卡美能達為該圖

書館量身定製了自助文印管理解決方案，通過

軟硬件結合的雙向配置，實現統一的無人化管

理自助服務，將打印、複印、掃描、自助借還

書等多種操作，融合於一張小小的借書卡，為

信息、知識的分享傳播提供了最為暢通的管道。

15

為幫助廣大讀者更便捷地利用館內的海量信息，

以及讓圖書館管理員有效管理書籍資源。柯尼

卡美能達為新館的各個打印站，配置了其彩色

多功能複合機 bizhub�C360 、bizhub�C280，以

及外置式終端機櫃。兩台設備打印速度達到

每分鐘28張及36張，掃描速度每分鐘70張

（300dpi），應對讀者輸出需求。

柯尼卡美能達自助文印扣費管理解決方案，更

為該圖書館實現了「自助式無人化」的管理模式，

24小時皆可提供服務，讀者可使用借書卡在複

合機上刷卡認證後自助打印、複印和掃描，還

可以掃描到web，通過用戶端web下載掃描檔，

操作簡單便捷。讀者在進行打印、複印、掃描

刷卡操作後，系統會自動精準扣費，並即時顯

示消費信息。■� 資料來源：柯尼卡美能達

果。適逢今年為猴年，幾款趣緻猴子造型又可互

動的利是封，寓意金猴獻瑞、豐食足食、步步

高陞。另外，今年近利亦推出了高貴典雅的刺繡

利是封，特別適合喜歡優雅格調的女士。■

� 資料來源：近利

■ 趣緻猴子造型
又可互動的利是
封，寓意金猴獻
瑞 、豐食足食 、
步步高陞。

■ 近利極富創意
的月曆，令人賞
心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