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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印刷界北京專業考察團
圓滿舉行

由香港印刷業商會主辦，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香港印刷業
工會和香港工業總會第 16 組協辦的「 香港印刷界北京專業考
察團 」已於 5 月 8 日至 12 日圓滿舉行，本團拜訪了國家新聞出
版廣電總局及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出席全球第二大印刷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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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屆北京國際印刷技術展覽會（China Print 2017）
，參加「 第四
屆國際印刷工業發展論壇 」
，參觀「 中圖按需印刷 」和「 新華 1949
創意產業園 」
，並忙裡偷閒在北京市內觀光，行程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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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的重點行
程之一是拜訪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總局周慧琳
副局長 ( 前左六 ) 、印刷發行
司劉曉凱司長 ( 前右四 ) 、進
口管理司王華副巡視員 ( 前左
一 ) 、印刷發行司路洲處長
( 二排右三 ) 等領導與本
團團員合照留念。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 香港印刷界北京
專業考察團各首長
踴躍發言，總局各
領導認真聆聽。

拜訪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香港印刷界北京專業考察團的重點行程之一是拜訪國家新聞出版廣電
總局，十分感謝總局周慧琳副局長、印刷發行司劉曉凱司長、進口管
理司王華副巡視員、印刷發行司路洲處長等領導在百忙中接見本團，
也非常感謝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協調和聯絡。會面期間，本團各首長報
告了香港業界的最新情況和面對的挑戰，也提出了一些意見和想法，
總局領導細心聆聽，並認真回應；大家就環保、一帶一路、兒童讀物
市場、分支機構設立等話題，都有積極的分享和交流。

▓ ( 左起 ) 總局周慧琳副
局長、印刷發行司劉曉凱
司長和進口管理司王華副
巡視員對業界的意見即時
給予回應。

▓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
朱文部長（左）也參
與這次會面。

▓ 周慧琳副局長（右）及趙國柱會長（左）代表總局及本團互贈紀念品。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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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國柱會長及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出席
China Print 印刷展開幕典禮。

▓ 海德堡中國有限公司黃連光首席
執行官（左四）與團友見面。

▓ 團友欣賞最新設備演示
後，與高寶印刷機械（香
港）有限公司黃卓華總經
理（左七）合照留念。

參觀 China Print 2017
第九屆北京國際印刷技術展覽會（China Print 2017）
堪稱為「 亞洲第一、世界第二 」的國際印刷大展，已
於 5 月 9 日至 13 日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舉行。今屆
展會以「 綠色環保，智能製造，創新升級 」為主題，展
示智能化、綠色環保、高效自動化的產品。展場面積達
160,000 平方米，參展商 1,300 多家，五大主題專館包
括：綜合印刷館、數碼印刷館、標籤印刷館、印後包裝
館、前沿技術館。感謝多家供應商為本團介紹展台亮點，
團友也有自由時間自行參觀。

▓ 威譽公司林滄平先生、關占華先生
和張少勇先生為團友作詳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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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M Finesse▓Classic
Matt, 90 gsm
團友在富士施樂展台參觀。

▓ 團友對 Highcon、Scodix
和兆迪展台的演示感興趣。

▓ 本會送上紀念品以答謝中國
印刷技術協會的熱情接待。

▓ 王岩鑌理事長到每席與團友碰杯。

拜會中國印刷技術協會
香港印刷業商會幾十年來與中國印刷技術協會保
持緊密而友好的關係，這次組團到北京，獲得中
國印刷技術協會王岩鑌理事長熱情接待。她聯同
張雙儒顧問、張學珍副秘書長、李永林副秘書長，
以及全國印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胡桂綿秘書長、
北京科印傳媒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常曉霞總經理和
李鑫副總經理與本團共晉午宴，澳門印刷業商會
的考察團也一同參與。三地同業共聚一堂，席間
一邊交流分享、互通近況，一邊品嚐充滿特色的
北京菜，氣氛熱烈。

參觀中圖按需印刷及
新華1949 創意產業園
本團參觀了網屏圖像科技（中國）有限公司的客
戶─中圖按需印刷。這是中國圖書進出口（集
團）總公司屬下的企業，佔地 16,000 平方米，引

▓ 團友參觀廠房後，聆聽中圖按需印刷
的介紹，並於離開前來個大合照。

進了國際先進的數碼印刷及自動化印後加工設備，
為客戶提供從文創策劃、裝幀設計、原始檔案處
理、按需印刷生產到倉儲物流等一站式服務；同
時利用互聯網、雲計算、物聯網等最新的資訊技
術與數字印刷相結合，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解決
方案。
此外，行程又安排了參觀「 新華 1949 創意產業
園」
，這個園區原本是於 1949 年成立的新華印刷
廠，經過多番改建後，老式廠房搖身變成充滿現
代藝術氣息的創意產業園。

▓ 科印傳媒常曉霞總經理陪同本團
參觀「 新華 1949 創意產業園 」
。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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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本團來自香港
之外，還有英國、美
國、意大利、日本、
印度、印尼、越南、
緬甸、巴基斯坦、伊
朗、 中 國 內 地、 澳
門、台灣等國家及地
區等近 400 位參加者
出席「 第四屆國際印
刷工業發展論壇 」
。

參加國際印刷工業發展論壇
本團也參加了 China Print 開幕前舉行的「 第四
屆國際印刷工業發展論壇 」
，這次國際性的專業
論壇邀請了部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印刷
協會領導人，介紹各國印刷工業的最新發展情况
及未來發展趨勢，探討「 一帶一路 」帶來的廣闊
的商機與互利共贏的新模式。

中華印製大獎董事會會議
第六屆中華印製大獎董事會會議也於 China Print
期間召開，趙國柱會長、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及
張穎貽總幹事與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徐
建國理事長、王立建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及王鳳娜
副秘書長，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朱勇理事長、陳金茵名譽理事長和陳銘基總幹
▓ 兩岸四地的印刷協會代表出席第六屆中華印製大獎董事會會議。

事，以及澳門印刷業商會周紹湘會長出席會議，
共同商討這屆大獎的籌備工作。

忙裡偷閒，輕鬆一下
本團在每天精彩而緊湊的行程之後，皆預備了豐
▓ 上機返港
前，團友有機
會遊故宮博物
院，到胡同走
走，閒逛煙袋
斜街，輕鬆一
下。

待團友，令大家大快朵頤！行程最後一天，公
務圓滿完成後，本團特別安排團友參觀故宮博物
院，乘人力車遊胡同，並閒逛充滿文創氣息的煙
袋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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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安排的美食，
沒有令大家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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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晚膳，而威譽公司及商會趙國柱會長也設宴招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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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威譽公司的晚宴上，楊金溪
永遠榮譽會長獲邀上台抽獎。

▓ 返港前，商會趙國柱
會長宴請大家到北京香
港馬會會所享用美味京
菜，為這次行程劃上完
美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