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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日程：2021年6月至9月

6月4日 

■	岑耀南理事代表本會出席卓越培訓發展中心

（印刷業）的獎學金評審會議。

6月9日 

■	職業訓練局印刷媒體及出版業訓練委員會召

開會議，由梁兆賢會長以該委員會主席身份

主持，黎景隆副會長、吳競輝副監事長及張

詠兒監事皆出席。

6月11日 

■	馮文清監事長出席職業訓練局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家長會，分享印刷業現況。

6月15日 

■	本會「印出個未來」暑期實習計劃2021進

行學生面試，馮文清監事長及謝葆德副會長

參與甄選學生。

6月16日 

■	本會「印出個未來」暑期實習計劃2021舉

行僱主簡介會，五家實習企業石華堂、偉

民、DG3、禧圖及安量皆派出代表參加。

6月17日 

■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舉行第42屆會董會就職

典禮，梁兆賢會長當選該會副會長，劉文邦

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典禮。（另見《香港印

刷》第144期報導）

6月18日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行發佈會，發佈行業意

見報告，會後安排參觀最近揭幕的「5G 新

世代應用展館」，任德聰副會長及劉文邦副

會長代表本會參加。

商會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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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召開會議，劉文邦副

會長以該會會長身份主持，梁兆賢會長、馮

文清監事長、趙國柱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

永遠榮譽會長、劉海東名譽會長、任德聰副

會長、楊國強副會長、黎景隆副會長及吳競

輝副監事長皆出席。

■	本會召開第41屆第23次常務理事會議及理

監事聯席會議，會後晚宴為生日會員慶祝。

6月22日 

■	楊國強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在北京舉行的

「第五屆國際印刷工業發展論壇」（Forum-PI	

2021）。

6月23日 

■	「第十屆北京國際印刷技術展覽會」（CHINA	

PRINT	2021）舉行開幕式，楊國強副會長代

表本會參加。（另見《香港印刷》第144期

報導）

6月24日 

■	馮文清監事長及趙國柱永遠榮譽會長代表本

會出席勞工處印刷業三方小組座談會。

■	楊國強副會長擔任「第八屆中華印製大獎頒

獎典禮」頒獎嘉賓。（另見《香港印刷》第

144期報導）

■	呂振邦監事代表本會參與「第九屆中國國際

全印展」新聞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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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	本會「印出個未來」暑期實習計劃2021舉

行啟動禮，由梁兆賢會長致辭，謝葆德副會

長介紹今年計劃內容，馮文清監事長、趙國

柱永遠榮譽會長及任德聰副會長均出席，五

家實習企業石華堂、偉民、DG3、禧圖及安

量皆派出代表參加。

7月1日 

■	梁兆賢會長應香港特區政府邀請，出席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24周年升旗儀式暨慶祝酒

會。

7月6日 

■	Book	Chain	Project 組織的網上研討會已於

7月初順利舉行，本會由鴻興印刷集團有限

公司營運總監林必旺先生代表，於活動首天

向各國參加者分享中國內地和香港印刷業的

最新情況。

7月8日 

■	本會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中小企資援組

（SME	ReachOut）攜手舉辦的「政府資助

FUND 享資訊」網絡簡介會及一對一線上

諮詢圓滿舉行，吸引了幾十家公司報名參

加，任德聰副會長為活動致歡迎詞，由 SME	

ReachOut 介紹四個熱門資助計劃，以及為

預約諮詢的同業解答申請資助的難題。（另見

《香港印刷》第144期報導）

7月13日 

■	黎景隆副會長拜訪新會員漢斯克新材料集團

有限公司。



香港印刷業商會

027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80gsm 「UPM 麗印 ®雅光銅版紙」80克

7月14日 

■	梁兆賢會長、任德聰副會長及任澤明副會長

出席「香港書展2021」開幕禮。

■	梁兆賢會長及劉文邦副會長分別代表本會及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出席「第三屆香港出

版雙年獎」頒獎典禮。

■	本會物業小組召開會議，馮文清監事長、劉

海東名譽會長、黃永祥理事及蘇華森理事出

席，商討本會租務事宜及租客單位維修安排。

■	梁兆賢會長與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張國義副部

長見面，反映行業遇到的問題。

7月15日 

■	黎景隆副會長召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會議，

柯達姚思敏女士、貳發梁碧紅女士、漢斯克

何繼超博士、芬歐匯川陳士亮先生、通用檢

測認證關靜儀女士、華威熊慶先生、利奧溫

美嫻女士及本會張穎貽總幹事出席。

7月19日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召開會議，劉文邦副

會長以該會會長身份主持，梁兆賢會長、馮

文清監事長、趙國柱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

永遠榮譽會長、劉海東名譽會長、黎景隆副

會長及吳競輝副監事長皆出席。

■	本會召開第41屆第24次常務理事會議及理

監事聯席會議，並舉行2021年度會員大會

及慶祝創會82周年。( 另見《香港印刷》第

144期報導 )

7月26日 

■	梁兆賢會長、趙國柱永遠榮譽會長、黎景隆

副會長、劉文邦副會長、吳競輝副監事長、

陳志剛監事及張詠兒監事參加香港印藝學會

第20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暨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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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 

■	梁兆賢會長、趙國柱永遠榮譽會長、馮鎮聰

副監事長、吳競輝副監事長及張詠兒監事應

黎景隆副會長的邀請出席利奧紙品集團（香

港）有限公司第三次綠色貸款融資簽約儀式。

■	本會物業小組舉行會議，馮文清監事長、劉

海東名譽會長、黃永祥理事及蘇華森理事皆

出席，跟進本會租約及大廈維修進展。

7月29日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舉行第八屆執行委員

會就職典禮暨十六周年慶祝晚宴，劉文邦副

會長擔任該會新一屆會長，梁兆賢會長、馮

文清監事長、趙國柱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

永遠榮譽會長、劉海東名譽會長、吳競輝副

監事長及譚國昌理事皆出席。

8月12日 

■	黎景隆副會長召開本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會

議，柯達姚思敏女士、海德堡何健華先生、

芬歐匯川陳士亮先生、通用檢測認證關靜儀

女士、華威熊慶先生、利奧溫美嫻女士、本

會張穎貽總幹事及印刷科技研究中心彭安琪

總監出席。

8月13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與幾家在深圳、東莞和

鶴山的港資印刷企業代表，出席中聯辦宣傳

文體部座談會，主要聚焦承印境外印務審讀

報批及出口香港通關便利問題的意見。

■	本會召開印刷業工時小組會議，劉文邦副會

長、吳競輝副監事長及倫國偉理事參與。

■	本會創科發展委員會與新會員會面，交流防

蟲助劑在印刷品的適用性，馮文清監事長、

任德聰副會長、黎景隆副會長及張穎貽總幹

事出席。

8月16日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召開會議，劉文邦副

會長以該會會長身份主持，梁兆賢會長、馮

文清監事長、趙國柱永遠榮譽會長、劉海東

名譽會長、楊國強副會長、黎景隆副會長及

吳競輝副監事長皆出席。

■	本會召開第41屆第25次常務理事會議及理

監事聯席會議，會後晚宴為生日會員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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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	梁兆賢會長以僱員再培訓局「印刷及出版業

行業諮詢網絡」召集人身份主持會議，馮文

清監事長及吳競輝副監事長亦出席。

8月19日 

■	梁兆賢會長代表本會出席由香港特區政府行

政長官主持的《施政報告》諮詢會（體育、

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和旅遊業）。

8月30日 

■	本會屬下印刷科技研究中心（APTEC）召開

管理委員會會議，馮文清監事長以該委員會

主席身份主持，梁兆賢會長、趙國柱永遠榮

譽會長、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永遠

榮譽會長、劉海東名譽會長、謝葆德副會

長、岑耀南理事及蘇華森理事皆出席。

8月31日 

■	梁兆賢會長應邀出席「十四五規劃與業界新

機遇」分享會實體會議，同時本會有多位理

監事以網上形式參與。

9月2日 

■	本會印刷業工時小組劉文邦副會長、吳競輝

副監事長及倫國偉理事與香港特區政府勞工

處工時政策科代表會面，進一步了解並商討

印刷業工時指引的制定。

■	楊國強副會長宴請本會青年委員會晚膳，以

增進彼此認識，柯達尹嘉欣理事、民生信封

何偉文理事、禧圖賴明仁理事、DG3張詠

兒監事、永經堂任家琪先生、宏亞劉凱傑先

生、美力林浩正先生、新精明廖朗傑先生及

本會張穎貽總幹事踴躍參加，梁兆賢會長也

應邀出席。

9月13日 

■	梁兆賢會長、馮文清監事長、何家鏗永遠榮

譽會長、劉海東名譽會長、楊國強副會長、

黎景隆副會長、吳競輝副監事長、任何渭清

名譽顧問、倫國偉理事及黎寶華理事皆出席

香港圖書文具業商會「迎中秋、慶國慶、齊

抗疫茶聚」。

■	本會青年委員會楊國強副會長聯繫香港工業

總會的青委會於「室內哥爾夫球紅酒滙」活

動共聚，本會青委會委員民生信封何偉文理

事、禧圖賴明仁理事、DG3張詠兒監事、中

華商務鄧紹謙先生、永經堂任家寶小姐及任

家琪先生、富誠吳嘉浚先生、美力林浩正先

生、佳能朱建坤先生、新精明廖朗傑先生、

日高環保梁一陽先生及梁浩霆先生、新藝域

周琳女士、寶華李漢樺先生、安興360姚冠

康先生及本會張穎貽總幹事與不同界別朋友

在輕鬆的氣氛下交流，並體驗室內打高爾夫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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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 

■	香港出版印刷唱片界國情班同學會舉辦晚會，

慶祝國慶72周年及新一屆理監事會就職，楊

國強副會長、葉淦祥理事及倫國偉理事出席

籌備會議。

9月16日 

■	梁兆賢會長及任澤明副會長與香港貿易發展

局代表會面，交流行業近況及明年「香港國

際印刷及包裝展」的籌備。

■	黎景隆副會長召開本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第

一輪分享的最後一次會議，柯達姚思敏女

士、海德堡何健華先生、芬歐匯川陳士亮先

生、通用檢測認證關靜儀女士、貳發梁碧

紅女士、華威熊慶先生、漢斯克何繼超博

士、利奧溫美嫻女士、本會張穎貽總幹事及

APTEC 彭安琪總監出席。為答謝各委員多月

來的努力和貢獻，黎景隆副會長宴請晚膳，

席間愉快交流。

9月20日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召開會議，劉文邦副

會長以該會會長身份主持，梁兆賢會長、馮

文清監事長、趙國柱永遠榮譽會長、楊金溪

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劉海

東名譽會長、羅志雄名譽會長、任德聰副會

長、楊國強副會長、黎景隆副會長及吳競輝

副監事長皆出席。

9月20日 

■	本會召開第41屆第26次常務理事會議及理

監事聯席會議，會後晚宴為生日會員慶祝。

9月27日 

■	香港出版印刷唱片界國情班同學會舉行「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暨新一屆理監

事會就職典禮」，本會楊國強副會長連任該會

會長，梁兆賢會長、馮文清監事長、趙國柱

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劉文

邦副會長、吳競輝副監事長擔任該會名譽會

長，葉淦祥理事、倫國偉理事、張穎貽總幹

事及 APTEC 彭安琪總監加入其新一屆理監

事會，黎景隆副會長及眾多會員皆出席晚會。

9月28日 

■	馮文清監事長、劉文邦副會長及任澤明副會

長參加本會會員富士膠片商業創新香港有限

公司舉辦的「霓彩躍動 RE:ON	LIGHT」活動，

任澤明副會長更參與「創意工業及印刷工藝

的轉型與傳承」專題討論。( 另見今期《香

港印刷》報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