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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旗

下子公司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

限公司（下稱：廣東公司）在「中銀香港

企業環保領先大獎2017頒獎暨2018開展典禮」

上，獲大會頒發5年＋參與環保先驅獎章，以

表揚其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以及在珠三角地

區推動節能減排的努力。

在2017年度，廣東公司共有三個參選專案，所

用的技術和設備皆有顯著的成效，並得到評審

委員會的認同，分別是：
●	 有效利用較低能耗的風泵，減少溢流浪費和

節約用電；

●	 有效利用潤版液過濾供液系統技術，減少用

水量、污水量及潤版液消耗；

●	 成功採用全新磁懸浮離心機技術，即時透過

APP線上監察運行，有助節能和減少零件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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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5年＋參與環保先驅獎章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獎」是由香港工業總

會和中國銀行（香港）合辦，評審委員會選出持

續推行環保項目且表現優秀的參賽企業，按評

級作出嘉許。■	 資料來源：中華商務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鴻興印

刷集團）宣佈，已與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下稱：德林國際）訂立協議，雙方同意

成立一家合營企業，於越南河內從事印刷及包

裝製造業務，服務當地及出口市場。

據了解，合營企業的初步註冊資本為1,000萬

美元（下同），目前擬由鴻興印刷集團出資905

萬元，佔合營企業註冊資本的90.5%，德林國

際出資95萬元，佔合營企業註冊資本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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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興印刷集團主要從事使用配套及先進科技經

營紙張及彩盒印製、瓦楞紙箱製造及紙張貿易，

以及各式各樣高端包裝產品的業務。德林國際的

主要業務是設計、發展、生產及銷售毛絨玩具、

騎乘玩具及塑膠手板模型。今次的合作是符合雙

方的企業策略，而建議合作事項產生的協同效

益，也將使訂約雙方的現有業務受惠。■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

鴻興印刷集團和德林國際聯合公佈

於越南成立合營企業

■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
有限公司吳湛錫生產營運總
監領取得獎證書。

■ 鴻興印刷和德林國際將於越南河內
成立企業，服務當地及出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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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奧紙品集團（下稱：利奧）致力履行

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內部建立關懷共

融文化。自2005年以來，利奧連續13

年獲頒「商界展關懷企業」(Caring	Company) 嘉

許標誌，多年來從不間斷地參與社區關懷活動。

今年5月和6月，「利奧大使」團隊為「惜食堂」

提供義工服務，包括協助準備熱飯餐、處理蔬

菜及製作飯盒等後勤工作。團隊秉持「善用資源，

愛惜環境」的利奧環境價值觀，希望藉此活動為

社會出力，讓受惠人士感到溫暖。

「利奧大使」旨在鼓勵員工積極參與義務工作，

擔當橋樑的角色服務社會，例如為有需要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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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13年榮獲
商界展關懷嘉許標誌

利奧積極參與社區關懷活動

構提供支援，服務社群，關懷互助，讓社會生

活變得更和諧、更美好。

「惜食堂」是小寶慈善基金於2011年開展的食物

回收及援助計劃，透過向本地飲食界回收仍可安

全食用的剩餘食物，並通過食物安檢程序，再經

中央廚房烹煮成熱飯餐，最後由物流團隊免費派

發給社會上需要食物援助的人士，貫徹其「停止

浪費、解決飢餓、以愛相連」的宗旨。■

	 資料來源：利奧

海德堡中國公司（下稱：海德堡）和法

興設備融資（下稱：法興）於海德堡青

浦工廠舉辦了「十年征程，攜手同行」

的十周年合作慶典，兩家公司的領導和客戶代

表也參加了今次的活動。

回顧過去十年的合作，法興中國區 Olivier	

Rambert 董事總經理表示，雙方已簽署超過

1,000份融資合同，累計放款金額達到30億元

人民幣，而該公司也已成為海德堡最大的融資

夥伴。John	Rees 全球首席商務官介紹了雙方在

全球的合作，而中國區是現時最大和最成功的

區域。2017年，共有50%新簽訂融資合同來

自中國區的客戶，中國區的存量合同融資餘額

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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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合作十周年慶典
海德堡中國公司與法興設備融資 主辦方還邀請了兩家企業—浙江海虹和慈溪

思韵的代表分享選擇海德堡和法興的原因。接

著，一眾來賓參觀海德堡青浦工廠的生產車間

和出席了法興舉辦的答謝晚宴，一同慶賀攜手

踏進合作十周年的里程碑。■

	 資料來源：海德堡

■ 利奧的義工團隊於「惜食
堂」參與後勤工作，為有需
要人士和機構提供支援。

■ 為慶祝海德堡和法興的合作關
係建立十周年，雙方舉辦了慶祝典
禮，並於青浦工廠外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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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特早前於瑞士博斯特技術展示中心

舉辦COMPETENCE	18開放日，向公眾

展示有關基材處理、加工和印刷等方

面的最新解決方案和精選的重點機型，包括：

●	 EXPERTFOLD	165折 疊 膠 黏 機： 其 配 有

SPEEDPACK 自動包裝機，可包裝不同規格及

類型的箱盒，從卡紙到雙瓦紙箱，實現順暢

的高速包裝。

●	 MASTERCUT	106	PER 和 MASTERCUT	145	

PER：市面上自動化程度非常高的模切機，在

速度、質量、性能等各方面都極為出色。

●	 EXPERTFOIL	142：這是全球唯一的全張幅面

燙金機，雙凸輪牙排傳動系統確保運送紙張

的過程精確而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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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展出多款精選機型
博斯特 COMPETENCE18 開放日

●	 MASTERFOLD	230採用了模塊化設計，僅需

一個紙盒就可完成設置，而且能夠在一次走

紙情況下快速生產複雜設計的盒子。

博斯特嶄新的數碼檢驗台是一項旨在保證質量、

提高產能，並最終消除印刷錯誤的新技術，引起

了不少關注。此外，活動上展示的工具解決方案，

演示了其設備的各個部件如何優化各種模切機

的產能。■	 資料來源：博斯特

為慶祝成立100周年，寶德溫自今年

6月起舉辦「百日釋放潛能」(100	Days	

Of	Unlocking	Potential) 一連串的活動，

表彰和啟發全球員工和客戶，並展示企業的核

心價值觀，包括可持續性和創新等方面。

寶德溫 Brent	Becker 總裁指出，適逢企業建立

100周年，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思考未來的

發展方向和可改善之處。「百日釋放潛能」慶典

活動的目標，是讓遍佈全球的團隊分享他們對

所在地區文化的理解，藉此進一步加深對多元

化的認識，助推企業全球化業務發展。

寶德溫成立於1918年，於美、英、德、中、

印、日、法等國都設有工廠，今次的活動將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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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德溫創立 100 年

舉行「百日釋放潛能」慶典活動

助全球團隊深入了解公司的產品，包括噴霧潤

版和清洗系統、紫外線和 LED固化技術、卷筒

材料工藝控制、膠印噴粉等耗材、橡皮布輥筒

和壓印輥筒的清洗輥和其他產品，從而為不同

類型的客戶提供最適切的方案和服務，包括各

大印刷企業和紙加工企業、紡織品生產商，以

及一系列代工生產製造商。

Brent	Becke 總裁指出，寶德溫在去年實現了重

大的變革，令企業能滿足更廣泛市場的需要，

服務全球客戶，未來更會繼續提升自身的實力，

開發更多新產品，致力提供更高效率和可持續

性的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寶德溫

■ 博斯特於瑞士舉辦 COMPETENCE 18 開放
日，吸引逾 600 名印刷同業前來參與。

■ 寶德溫際舉辦「百
日釋放潛能」慶典
活動，期望全球團
隊能深入了解當地
文化和企業產品下，
能為客戶提供最合
適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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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達辦公系統（中國）有限公

司（下稱：柯尼卡美能達）於內地多個

城市舉辦印刷數碼化整合全國巡展，邀

請當地印刷同業暢談全新數碼之道，啟發產業

思維，一同感受「智印同行，鏈動價值」。

今年6月，柯尼卡美能達的全國巡展成都站圓

滿結束，印刷系統統括部薛凱銷售總監在會上

提到，該公司在成都擁有很多典型客戶，其發

展反映了西部地區的增長潛力，因此非常看好

成都的發展潛力。

柯尼卡美能達工業印刷部王曄業務發展總監向

來賓介紹AccurioJet	KM-1印刷機，此機能滿足

混合工作流程需求，而且結構簡單，具備高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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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站圓滿落幕
柯尼卡美能達設全國巡展

質、靈活、穩定和高生產力等特點，因此在中

國得到不少客戶的肯定。現時，柯尼卡美能達

在中國有10家分支機構，總部設在上海，另於

多個地區設有直銷和直修的服務網絡。

論壇結束後，與會觀眾參觀了四川盛大彩色

印刷有限公司的工廠，進一步了解傳統印刷

與數碼印刷如何有效地融合，廠房還即場操作

AccurioPress	C6100/C6085數碼印刷機，讓來

賓見證其穩定、可靠、不間斷的生產流程。■

	 資料來源：柯尼卡美能達

■ 柯尼卡美能
達舉行印刷數
字化整合全國
巡展（成都站），
與來賓一同參
觀四川盛大的
印刷廠房。

日本網屏公司（下稱：網屏）早前與西安

理工大學印刷包裝與數字媒體學院（下

稱：印包學院）舉行簽約暨合作儀式，

並捐贈匯奧思（EQUIOS）工作流程系統和服務器。

西安理工大學崔亦國黨委副書記表示，網屏所

捐贈的數字化智能印刷工作流程系統和服務器，

有助拓展印包學院師生的國際視野，也讓師生

了解最先進的數碼工作流程系統的功能與特點，

同時提高了印刷包裝工程實驗中心的實驗設施

及教學水平。

網屏中國區印刷事業部矢部浩二總經理期望，

是次校企合作可以加強與中國印刷教育界的交

07

網屏捐贈匯奧思數字化印刷工作流程系統
校企合作　實現雙贏

流與合作，推動中國印刷高等教育事業和印刷

行業發展。匯奧思數字化智能印刷工作流程系

統能同時解決書刊、包裝、標籤及商業印刷市

場的數字印刷和 CTP製版生產控制，並可配合

小批量、多批次、短版印刷。

此流程是根據時下印刷行業流行的 IOT 網絡按

需印刷概念，將色彩管理、生產管理等多種處

理能力融於整套工作管理系統中的最新版本，是

全球最先進的印刷工作流程之一。網屏特意安

排工程師為師生進行培訓，包括詳細介紹工作流

程、講解拼版等軟件和特殊功能、標記設置等

方面。■

	 資料來源：科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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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香港有限公司（下稱：佳能）以「共

生」作為企業理念，於2009年推出「墨

匣回收計劃」，由港人熟悉的「麥兜」擔

任項目大使，於港九各區設置逾290個回收箱，

鼓勵大眾回收已用完的噴墨打印機墨水匣（「墨

兜」）。

2011年，佳能將計劃推廣至學界，舉辦「全港

墨兜回收校獎賽」，務求全方位將循環再造的

概念帶進校園，與全港學界一同支持環保。截

至2018年6月，「墨匣回收計劃」已收集逾

180,000個「墨兜」，回收逾5.2噸塑膠，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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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逾萬個噴墨打印機墨水匣
佳能舉辦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頒獎典禮

超過6.7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當於292棵

樹一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佳能早前舉辦第七屆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頒獎

典禮，表揚一眾積極參與回收的學校。在2017-

18年度，全港共有236間學校參與，反應熱烈，

並收集超過10,000個「墨兜」作循環再造。回

收了的「墨兜」會被送到廠房分解，其中的金屬

（4%）及塑膠部分（87.7%）可循環再造，造成

其他有用物件，而餘下的少量墨水（6.6%）及海

綿（1.7%）會被棄置，但經壓縮的體積已大大減

低堆填區的負荷。■	 資料來源：佳能	

近來，Adobe 宣佈更新一系列 Creative	

Cloud 的產品和服務，包括推出全新的

線上影片編輯應用程式 Project	Rush，

以及 Lightroom	CC和 XD	CC的全新功能。

Project Rush：全新線上影片編輯應用程式

這是Adobe 首個推出多合一、跨裝置影片應用

程式，可以整合桌面和流動的方案，並自動同

步到所有使用者的項目到雲端，使用者可隨時

隨地在任何裝置上工作，在彈指間可輕鬆完成

色彩、音效和文字等方面的編輯。

10
Lightroom CC︰預設和設定檔同步

Adobe 表示，Lightroom	CC 的更新版帶來了跨

平台預設和設定檔（包括個人建立的預設、第

三方建立的預設和設定檔）同步化。桌面版

Lightroom	CC 會加入整批複製貼上功能和加強

版的相簿分享功能，而手機版方面，用戶則可

以建立預設、使用修復筆刷和移除色差（只限

於	iOS）。

Adobe XD：設有更多新功能

●	 固定元素：用戶可把設計物件放在畫板上固

定的位置，令重要資訊和導覽工具易於取用。

●	 支援重疊覆蓋：此功能可模擬設計內的互動，

用戶能輕鬆地堆疊內容，例如彈出的鍵盤和

可拉下的選單。

●	 私人分享（試用版）：用戶可為原型建立新的

私人連結，並以電郵邀請他人檢視檔案，在

存取原型和設計範本時更受保障。■

	 資料來源：Adobe

Adobe 宣佈更新 Creative Cloud 產品和服務

包括Project Rush、Lightroom CC及XD CC

■ 佳能舉辦第七屆全港墨兜
回收校獎賽頒獎典禮，表揚
一眾積極參與回收的學校。

■ Adobe 宣佈 Creative 
Cloud 有多項更新，例
如可於手機上使用全新
線上影片編輯應用程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