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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下稱：

利奧）榮獲由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頒發

的「進出口企業大獎 2018 — 卓越成就

獎」，此獎項肯定了該集團在業務發展 、企業管

治，以至企業社會責任及研發創新等各方面的

傑出成就，並對行業發展和創造就業機會所作

出的貢獻。

利奧梁鎮華主席表示，繼 2015 年獲頒「進出口

企業大獎 — 創業精神獎」後，今次是第二次榮

獲有關的獎項。未來，利奧會繼續提高競爭力

和服務水平，以達至持續發展的核心價值，並

踴躍參與公益事務以維持與社區的連繫，與客

戶和社會一同構建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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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企業大獎2018 — 卓越成就獎
利奧紙品集團榮獲

利奧是中國第一家獲無水印刷認可的印刷業製

造商，下設創新科技研發部和產品設計團隊，不

斷在產品 、設備 、原材料及加工技術上力求創

新突破，屢獲海外和本地的印製大獎。■

 資料來源：利奧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下稱：聯合

出版）創立於 1988 年，日前以「文化躍

動 ‧ 啟迪傳薪」為成立30周年的主題，

邀請各界賢達出席酒會，香港特區政府林鄭月

娥行政長官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王志民主任和楊健副主任等擔任主

禮嘉賓。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於酒會上致辭時提到，閱讀

對於提升市民文化素養和社會競爭力十分重要。

香港特區政府於今年推出「共享 ‧ 喜閱新時代」

計劃，推展全民閱讀運動，推廣本港閱讀風氣。

她提到，作為出版印刷界龍頭，聯合出版積極

響應有關運動，近年更拓展網上業務和電子出

01
版，促進出版企業持續發展，期望日後能繼續

以文化啟迪讀者。

聯合出版傅偉中總裁指出，集團建基於商務印

書館 、中華書局和三聯書店等歷史悠久的文化

機構，在政府部門、教育文化機構、慈善團體、

專業協會以及廣大讀者的支持下，與香港一同

成長。未來，聯合出版會繼續深耕香港本土 、

服務兩岸四地 、傳承中華文化，履行社會責任，

致力培育本港閱讀風氣，打造書香城市。■

 資料來源：聯合出版

聯合出版集團成立 30 周年

文化躍動   啟迪傳薪

■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出席聯合出版集團成
立 30 周年酒會，並擔任主禮嘉賓。

■ 香港特區政府財
政司陳茂波司長(右)
頒發「進出口企業大
獎 2018 — 卓越成就
獎」予利奧，由集團
首席財務官及集團董
事黎景隆先生 ( 左 )
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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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洲包裝印刷有限公司（下稱：新

洲）在第六屆「凌雲杯」包裝印刷作品大

賽中奪得多個獎項，其中「Dior 花盒」

榮獲紙包裝類「一等獎」，「NIVEA 花盒」則獲得

包裝類「優秀獎」。

第六屆「凌雲杯」包裝印刷作品大賽由中國印刷

技術協會凹版印刷分會承辦，新洲兩項獲獎作

品充分體現「創新」和「綠色」的主題，展示了該

企業「新」穎的技術 、「周」（洲）全服務 、印製

安全一流的產品 、刷新印刷業新紀元的質量方

針。

03

榮獲第六屆「凌雲杯」包裝印刷作品大獎
上海新洲包裝印刷有限公司

活動上，新洲與其他包裝印刷企業共同聚焦中

國包裝印刷業長足發展，探討「創新 、綠色 、

智能」議題，並對包裝印刷行業的環保新政與標

準 、VOCs 治理技術 、智能製造等行業關注的

話題展開積極討論。■ 資料來源：新洲

海德堡於上海印刷媒體中心舉行「化激

情為財富」商務印刷開放日活動，吸引

逾 300 名嘉賓蒞臨，見證智能化貫穿

全流程的智能化商務印刷生產和管理方式。

海德堡上海靜安分公司陳林坤總經理提到，海

德堡在 2016 年 drupa 展會上已提出「智能印刷

工廠」的理念，並在 2017 年的北京印刷展會上

展示適合中國市場的印刷智能工廠和智能服務。

今年，Push to Shop 的理念已日趨成熟，能夠

在包裝和商務領域上實現智能化應用。Push to 

Stop 旨在協助印刷企業邁向智能化，其理念貫

穿了膠印 、數字 、印前 、印後，以至於整個生

04

即場展示智能化生產流程
海德堡舉行商務印刷開放日

產流程，務求為商務印刷客戶帶來更具盈利性

的全方位解決方案。

活動上，海德堡把印刷媒體中心打造成智能印

刷廠的樣板車間，「智能印廠」、「智能導航式印

刷」等一系列整體理念落實在活動上的每一台設

備 、每一個生產環節之中，向現場來賓全面展

示從印前 、印刷 、數碼 、裁切 、折頁到貫穿全

程的印通軟件和車間整體管理。■

 資料來源：海德堡

■ 新洲所製作的「Dior
花盒」獲選為「凌雲杯」
包裝印刷作品大獎的包
裝類「一等獎」。

■ 逾 300 位來賓
一同見證海德堡
在商務印刷領域
方面的智能生產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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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斯 特 研 發 了 新 的 質 量 控 制 系 統，

協助製造商生產「零缺陷」的紙盒。

ACCUCHECK 2 是一款新型的聯線質量

控制系統，在紙盒坯料（即未完成的成品）進入

博斯特全自動糊盒機時，這系統檢查紙盒是否

存在缺陷。

建基於博斯特長達 30 年 Registron 技術（套準

控制系統）的經驗，ACCUCHECK 2 系統具有高

度靈活性，可按照製造商或其客戶的質量標準，

以快捷的操作方式檢查不同的紙盒區域。其檢

測功能包括顏色測量 、文本檢查，以及自動剔

除有缺陷的紙盒，確保 100% 質量控制生產，

05

愛克發印藝亞洲有限公司（下稱：愛克

發）發佈 Arziro Design 第四版，為防

偽印刷市場提供全面特製的解決方案。

Arziro Design 內嵌於 Adobe Illustrator，升級

版新增了兩個功能模塊，分別是紐索紋生產器，

用於安全印務和政府機構的防偽設計；彩虹防

偽色增強的擴展功能，有效防止偽造品印製。

Arziro Design 第三版已經自帶一個紐索紋數據

庫，而更新版是在此基礎上增加了紐索紋生產

器。這個功能可以讓用戶配合其他工具在 AI 中

生產自定義 、複雜且特製的防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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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特研發全新質量控制系統

打造「零缺陷」包裝

愛克發發佈 Arziro Design 4.0

為防偽印刷提供特製解決方案

還可以根據客戶驗證目標生成質量控制報告。

此系統是一種完全集成到折疊糊盒系統中的聯

線解決方案，因此在所需的工藝中無需額外的

控制步驟，便能有效改善生產質量，以及降低

質量檢查的運行成本。

意大利包裝製造商 Cartograf GS 主要為製藥企業

提供包裝服務。為實現包裝「零缺陷」，該公司早

前引入 ACCUCHECK 2，以提升包裝的質量。■

 資料來源：博斯特

彩虹防偽印刷是指在防偽印刷中生產彩虹色，

此功能可以阻止通過掃描或者翻拍來進行顏色

精確複製，以及有效保護防偽文件的分色處理，

造假者不可能僅通過簡單的分色完成防偽文件

的顏色複製，此舉將會令有彩虹防偽的顏色產

生明顯的變化。■ 資料來源：愛克發

■ 博斯特新研
發 ACCUCHECK 
2 系統，有助提
升生產質量。

■ 愛克發在第四
版的 Arziro Design
新增紐索紋生產器
和彩虹防偽印刷，
確保能提供高效的
防偽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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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達已連續兩年被道瓊斯

可 持 續 發 展 全 球 指 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ex) 納入為產

業領導者，同時連續七年納入為成份股，並在

經濟 、社會和環境三方面獲得最高的評分，已

連續十年入選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亞太指數。

在硬件技術與設備行業類別入選的公司中，柯

尼卡美能達已連續五年在環境保護領域上獲得

最高評分，也首次在社會貢獻領域上亦獲得最

高評分，因此該公司以最高的綜合分數連續兩

年獲得產業領導者的殊榮。

08

柯尼卡美能達連續兩年

成為道瓊斯可持續發展全球指數的產業領導者

在經濟層面的十個評分類別中，柯尼卡美能達

分別在六個類別上獲得了最高的評分，包括「供

應鏈管理」、「危機管理」、「客戶關係管理」、「稅

務策略」、「創新管理」和「隱私保護」。為推動可

持續發展，該公司致力解決環境問題 、改善社

會生活質素，以及於 2030 年達成可持續發展目

標。

道瓊斯可持續發展全球指數是由道瓊斯公司和瑞

士的可持續資產管理集團推出的全球第一個可持

續發展指數，主要是從經濟 、環境及社會三方

面，以投資角度評價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

 資料來源：柯尼卡美能達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下稱：進博

會）日前在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舉行，

富士施樂（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富

士施樂）即場展示了「智能工作平台」，以及基於

該平台的智能型彩色數碼多功能機 ApeosPort-

VIC7771 和「雲打印解決方案」。富士施樂內藤

昌繼董事長和余樹章總裁親臨展會，向與會者

介紹最新的解決方案。

富士施樂（中國）於 2017 年初宣佈，發展全新

的「智能工作平台」，以及首批基於該平台的系

列智能型彩色數碼多功能機和文件管理解決方

案。「智能工作平台」可為企業度身定製具有企

業級信息安全的開放式溝通環境，實現無縫連

接雲服務 、移動解決方案，簡化管理數碼化工

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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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富士施樂「智能工作平台」

今次展出的「雲打印解決方案」是可通過接入私

有雲實現移動打印 、多設備統一平台管理的智

能辦公解決方案。無論是企業員工或是訪客，

都可以利用手機等移動設備查找附近空閒的數

碼多功能機，直接登錄打印，真正實現隨時隨

地工作，有助企業加速實現數碼化轉型。

富士施樂致力創建一個讓企業和每個人都受益

的智能工作生態系統，協助企業改變工作方式 、

提高生產力 、解決經營問題，從而實現可持續

發展，讓每個人都能在更高效 、安全 、靈活的

環境中工作。■

 資料來源：富士施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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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在上海舉行《偉大復

興—改革開放 40 周年印刷業輝煌印

跡》大型紀念圖書首發暨《綠色原輔材

料產品目錄》（下稱：《目錄》）五周年紀念活動，

UPM 更是連續五年入選此《目錄》。UPM 特種

紙紙業中國區陳家強銷售副總裁代表 UPM 出席

會議並致辭。

為促進綠色原輔材料產業健康發展，中國印刷

技術協會自 2014 年起逐年發佈《目錄》，並參

照生態環境部（原環保部）、國家新聞出版署（原

10

綠色原輔材料產品目錄
UPM 第五度入選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頒佈的標準對相關產品

進行嚴格審核，收錄符合條件的產品。

陳家強副總裁表示在印刷領域中，「綠色化」發

展意味著要從源頭上保證，所有進入印刷流程

的各種原輔材料，從紙張 、到油墨 、潤版液 、

熱熔膠 、上光油等都滿足綠色環保的各項要求。

因此，綠色原輔材料成為實施印刷業「綠色化」

的關鍵保障。

未來，UPM 會繼續以創新為動力，提升紙張產

品的環境表現，使用更加符合環保要求的可持

續發展原材料，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同時不斷

降低紙張產品的環境負載，為中國印刷業提供

「綠色」紙張。■

 資料來源：UPM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下稱：佳能）榮獲

香港電器及電子設備回收協會提名，獲

頒大中華百分百香港名牌大獎 2018

《 CSR 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環保獎》，以表揚其對

社會責任的投入參與及環境保護的貢獻。

自 2005 年及 2008 年開始，佳能分別成為「充

電池回收計劃」及「電腦及通訊產品回收計劃」

的成員，並積極參與計劃內的不同活動。「電腦

及通訊產品回收計劃」開展以來，回收點已遍佈

約 1,500 個屋苑及工商大廈，加上其他不同的

回收渠道，至今已回收約 15 萬件電腦設備。

今屆頒獎典禮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電腦通訊節

舉行，得到政商界名人的支持，當中包括香港

09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兩岸著名企業家 、學

者及媒體等，見證多家企業及學校獲頒 CSR 企

業社會責任獎項，藉此鼓勵企業及機構在企業

社會責任方面作出承擔及貢獻。■

 資料來源：佳能 

CSR 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環保獎
佳能香港榮獲

■ 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陸頌雄議
員（左）及香港電
子環保教育協會陳
偉航會長（右）頒
發「CSR 傑出企業
社會責任環保獎
2018」予佳能香港
企業傳訊部繆凱甄
副總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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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早前展示 Creative Cloud 一系列

重要功能及更新，其中包括預告 Adobe 

Photoshop CC iPad 版。 這 版 本 將 於

2019 年面市，為流動裝置帶來真正的 Photoshop

功能 、相應的觸控體驗，以及圖像合成技術所需

的功能和精確度。

12

用戶可隨時隨地創作
Adobe 即將推出 Photoshop CC iPad 版

Adobe 正 重 新 審 視 以 現 代 觸 屏 裝 置 為 本 的

Photoshop CC 用戶體驗，在重新設計 Photoshop 

CC iPad 版的觸控手勢時力求自然。用戶將可利

用觸控筆與觸控裝置之間的接觸，直接在畫布

上創作。Photoshop CC iPad 版的工具欄加入了

核心及用戶熟悉的編輯工具，並備有為精準操

作而設的先進圖層面板。

此全新應用程式能因應設計師和攝影師不同的

工作需求，選取最適合的設備。用戶可以單

獨利用 Photoshop CC iPad 版創作，亦可以將

其作為 Photoshop CC 桌上電腦版的輔助工具。

Photoshop CC iPad 版可將用戶在 iPad 的工作

進度無縫地同步至桌上電腦，無需匯出 、載入 、

轉換格式，或修復未有妥善轉換的檔案。用戶

也可在 iPad 上開啟及編輯 PSD 檔案，並運用桌

上電腦中熟悉的工具，達致相同的編輯處理效

果。■ 資料來源：Adobe

杜邦
TM

 Tyvek® 和香港理工大學設計

學院的物料資源中心合作舉辦「2018 

Tyvek 設計工作坊」（香港站），邀得多

位設計和印刷業界人士，分享對這種無紡布科

技材料的使用感受和心得。

興泰行（國際）有限公司呂鈞堯董事致開幕辭，

並由杜邦的技術專家團隊向與會者分享其紙張

的獨特之處。相比一般的紙張，杜邦所製成的

紙具備防水 、防污 、透氣 、輕薄 、耐撕的特

點，更是可回收 、可重用的物料，加上其中的

添加成份較少，有效達致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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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物料帶來更多創作可能
2018 Tyvek 設計工作坊（香港站）

大會邀請了兩位著名設計師和印刷企業代表分

享用家的使用經驗。「感觀 ‧ 山河水」的創建人

黑一烊和 YANG DESIGN 的策略總監黃曉晴分

享物料的獨特性，如何為創作帶來更多的可能。

印刷代理商 Imago Publishing Ltd. 和富誠印刷

國際有限公司的代表均認為，杜邦紙張具備製

作兒童圖書所需的安全性和耐用性，也符合許

多安全標準，是信心之選。

活動的尾聲以小組形式進行工作坊，並按照杜邦

物料的特性分為六組，讓與會者發揮創意，善用

物料的獨特性和優點，打造出風格別樹一幟的作

品。現場氣氛熱鬧，參加者均樂在其中。■

 資料來源：興泰行

■ Adobe 香港及台灣區陳育明數碼媒體
總經理（左）和黃耀興高級數碼媒體技術工
程顧問（右）於傳媒發佈會上介紹 Adobe 
Creative Cloud 的最新功能。

■ 興泰行呂鈞堯董事（前）在活動
上致開幕辭，並與公司管理層和
工作坊分享嘉賓合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