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華印製大獎組委會領
導：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
業協會王德茂常務副理事長

（左二）、香港印刷業商會楊
金溪會長（右二）、台灣區印
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呂進發理事長（左一）、澳門
印刷業商會周紹湘會長（右
一），四位於台上握手，代表
兩岸四地攜手並肩，為發揚
這個華人最具代表性的印刷
獎項共同奮鬥。

第三屆中華印製大獎
得獎名單新鮮出爐
各方大力支持實現兩個之

由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香港印刷業商會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

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澳門印刷業商會聯合主辦的中華印製大獎，到今年

已經成功舉辦第三屆。今屆大獎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參賽作品數量之多 、

評委代表性之廣泛，均為歷屆之最。

第三屆中華印製大獎的結果，已於4月8日晚舉行的頒獎典禮隆重揭曉。

今屆頒獎禮與Print China 2011歡迎晚宴合辦，在東莞厚街嘉華大酒店盛

大舉行，得到海內外領導、嘉賓、獲獎企業代表、參展商代表共計1,200

人的熱烈支持，筵開近120席，場面極為宏大壯觀。

各方大力支持實現兩個之各方大力支持實現兩個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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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華人印刷界最具代表性的獎項，今屆中華印製

大獎得到多家贊助商的鼎力支持，並且在各界的積

極參與下，實現了兩個之「最」。

參賽作品數量歷屆最多：
收到兩岸四地及東南亞華人
印刷精品近千件 ■

第三屆中華印製大獎徵集從2009年1月1日至2010

年12月31日印製的作品，共收到書刊 、包裝 、報

紙 、日曆 、標籤 、票據等近1,000件參賽作品。這

些作品不僅來自中國大陸25個省 、自治區 、直轄

市，以及港 、澳 、台地區．還有來自菲律賓 、馬

來西亞的優秀作品，代表了華人印刷界的最高水平。

代表性最廣泛的評審團：
兩岸四地七位印刷界翹楚把關
精選最好中的最好 ■

第三屆中華印製大獎評審工作於2011年3月7至8日

在東莞進行，大獎組委會邀請了七位來自兩岸四地

的專家擔任評委，秉持「公平 、公正 、公開」的原

則，對參與這次大獎的作品進行了初審 、二審及終

審。最終評出一件全場大獎，金獎24件，銀獎33件，

銅獎50件，優秀獎89件，共197個獎項。

■ 今屆大獎收到近千件參賽作品，數目為歷年之冠。

本次評審團成員：
（前排由左至右）

閻棻榮先生－人民教育出版社 原副社長 、諮詢委員

何家鏗先生－香港印刷業商會 永遠名譽會長

劉海東先生－香港印刷業商會 名譽會長兼副監事長

（後排由左至右）

黃康先生－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教材出版中心 質檢部

王祿旺先生－台灣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博士 、系主任 、教授

岑耀南先生－香港印刷業商會 理事

譚澤明先生－澳門設計師協會 創會會員

■ 評審期間，香港印刷業商會楊金溪會長
全程接待，並設宴慰勞評審團和工作人員。

第三屆中華印製大獎
實現兩個「最」

全程接待，並設宴慰勞評審團和工作人員。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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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仔細欣賞第三屆中華印製大獎作品。

■ 評審團勞苦功
高，從近1,000 份
參賽作品中認真挑
選出得獎作品。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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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獎全部作品
Print China 2011集中展示 ■

在Print China 2011展會五號館二樓最顯眼

的位置，是「第五屆中華印刷精品展暨商貿

交易會（China Presswork 2011）」展區，展

出了今屆大獎的所有參賽作品，展示面積

近400平方米。同時，大獎組委會編輯出

版了《第三屆中華印製

大獎作品集》。期望一

系列宣傳推介活動，為

華人印刷企業和海內外

印刷買家構建平台，展

示華人的創意設計和印

製水平，幫助拓展海內

外市場。

■ 第三屆中華印製大獎所有作品均在
Print China 2011展會五號館二樓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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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大獎頒獎典禮於2011年4月8日晚，假東莞厚

街嘉華大酒店嘉華殿堂隆重舉行。今次頒獎禮與第

二屆中國（廣東）國際印刷技術展覽會（Print China 

2011）歡迎晚宴合辦，邀得海內外領導及嘉賓 、獲

獎企業代表、參展商代表共約1,200人，筵開120席，

場面極為宏大壯觀。各界來賓一邊參與頒獎典禮，

一邊享用美酒佳餚，在輕鬆熱鬧的氛圍中交流共敘。

得獎名單直至頒獎禮才正式公佈，今屆中華印製大

獎的所有相關標誌 、全場大獎及金獎獎座，均使用

昂首挺胸的畢昇造型。獎座的畢昇像右手執一枚活

字，左手捧著字盤，神采飛揚，氣度非凡，寄寓中

國印刷同業挺起胸膛，為中國印刷業的成就自豪，

也寄望未來中華印製大獎越辦越好，將這個中國古

代的偉大發明 、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延續下去。台

下眾多來自兩岸四地及菲律賓 、馬來西亞的獲獎單

位代表都分外期待親自捧走獎座。

第三屆中華印製大獎頒獎典禮
Print China 2011前夕盛大舉行

■ 頒獎典禮及Print China 2011歡
迎晚宴筵開120席，場面十分壯觀。

■ 香港印刷業商
會楊金溪會長代
表大獎董事會及
組委會致辭，為
頒獎禮揭開序幕。

▼ 雅昌企業（集團）
有限公司的《梅蘭芳
紀念館藏書法作品
集》勇奪第三屆中華
印製大獎的全場大
獎，由中國國際貿易
促進委員會王錦珍副
會長（右）頒發獎項。

▼ 大獎兩岸四地
組委會領導致送
紀念品予評判。

■ 頒獎典禮及Print China 2011歡

■ 今屆中華印製大獎的全場大獎及金
獎獎座，均使用昂首挺胸的畢昇造型。

■ 出席當日晚宴的領導及大獎
組委會向全場所有來賓祝酒。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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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全國政協會
員 、中國出版工作者協
會于友先主席（上左），
東莞市市委常委 、宣傳
部王道平部長（上右），
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朱
仲南局長（中左），商
務部國家機電產品進出
口辦公室劉燕處長（中
右），中國印刷及設備
器材工業協會王德茂
常務副理事長（下左），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
業協會許錦楓秘書長

（下右），頒發各參賽類
別的金獎。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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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印製大獎兩岸四地組委會領導與今屆銀獎及銅獎得主企業代表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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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贊
助商的鼎力支
持，使頒獎典
禮 圓 滿 舉 行，
大獎組委會特
別送上感謝狀
以表謝意。

頒獎禮圓滿舉行
感謝贊助商鼎力支持 ■

今次大獎頒獎典禮成功舉辦，要感謝各贊助商的熱

情贊助和鼎力支持，因此，大獎兩岸四地組委會領

導特別向贊助商致送紀念品，以表謝意。

金贊助

● 上海電氣印刷包裝機械集團

● 海德堡香港有限公司

● 曼羅蘭（中國）有限公司

● 高寶印刷機械（香港）有限公司

● 大鵬油墨廠有限公司

● 利奧紙袋(1982)有限公司

● 中印協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銀贊助 

● 上海紫明印刷機械有限公司

銅贊助

● 大日本網屏（中國）有限公司

● 柯達圖文影像集團

● 神戶印刷器材（香港）有限公司

● 芬歐匯川集團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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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場大獎 ■

《梅蘭芳藏名家書法集》含括了梅蘭芳大師

個人收藏作品，以及與當時的書法名家交遊

時所受饋贈，很多作品皆錄有梅蘭芳之上

款，而書寫內容很多也是書法名家與梅蘭芳

交遊時有感而作。

從藝術水平上看，《梅蘭芳藏名家書法集》

是名家書法之盛宴，其名家層次之高 、名

家數量之多 、名家書法作品之精，皆極罕

見；從出版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前期的組

稿 、選稿，還是後期的裝幀設計 、編輯加

工和印刷，該書都為大型畫冊的出版樹立了

一座豐碑，足以成為一個標杆；從書裝設計

來看，它反映了著名書裝設計家申少君的一

貫風格，其對傳統文化元素的運用 、近似

於原作的呈現方式和風雅大方的整體風格成

為最大亮點。在書裝設計中運用傳統文化元

素與梅蘭芳的京劇藝術表演及其所收藏的書

法藝術作品相得益彰；從印刷製作來看，它

通過現代先進印裝水平，傳統手工製作方式

完美再現原作的風采。

《梅蘭芳藏名家書法集》的出版

具有突出的社會意義。梅蘭芳

是京劇藝術大師，京劇是國粹，

書法也是國粹，從梅蘭芳的藝術

實踐看，藝術具有相通性，正是梅

蘭芳對書畫藝術的熱愛 、實踐以及和

書畫界名家的交往，才使得他的京劇藝

術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而此集的出版正給

了讀者一個認識和了解梅蘭芳的渠道。

作品名稱：梅蘭芳藏名家書法集

參賽企業：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第三屆中華印製大獎獲獎名單

參賽企業：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參賽企業：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參賽企業：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參賽企業：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實踐看，藝術具有相通性，正是梅

蘭芳對書畫藝術的熱愛 、實踐以及和

書畫界名家的交往，才使得他的京劇藝

術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而此集的出版正給

了讀者一個認識和了解梅蘭芳的渠道。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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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梅蘭芳藏名家書法集作品名稱：梅蘭芳藏名家書法集

參賽企業：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參賽企業：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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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精裝本（一至三色） 轎車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一至三色膠版紙類）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10 北京新華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仿古類） 全本紅樓夢 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建築家居類） Matieres et design 利豐雅高包裝印刷（東莞）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攝影類） 中國 深圳市精彩印聯合印務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書畫類）
夢裡家山：旅美著名畫家
     侯北人繪畫藝術

遼寧美術印刷廠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文物類） 中國大同雕塑全集—寺觀雕塑卷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平裝本（四色及以上）
中國古代建築裝飾

（雕刻 、彩畫 、裝修）
深圳森廣源印刷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立體類） 中國彈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平面類） 毛毛大書：聖誕父 永經堂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四色及以上） 實踐基礎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雜誌 大都市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金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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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報紙 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印刷廠

年鑒 豪宅年鑒10-11 利高印刷有限公司

封面及封套設計 葡萄酒圖解集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文化香奈兒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商業報告及手冊 在日本 興業印刷有限公司

特殊非傳統書 馬德里法典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日曆 《響沙灣》、《印象東莞》（2011周曆） 東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彩盒（不可折疊類） 藍牌紀念版禮盒 中山中榮紙類印刷製品有限公司

彩盒（煙包類） 蘭州（飛天）香煙包裝 虎彩集團有限公司

防偽標識（標籤） 綜合防偽標籤 JD防偽標 廣東金達全息製品有限公司

紙品標籤 雲南紅新大干紅瓶貼 雲南僑通包裝印刷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商業票據 Haus Voucher Protect Print Sdn.Bhd.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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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報紙 解放軍報2009.10.2 黑龍江龍江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彩盒（不可折疊類） 扇形禮品套盒 東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彩盒（可折疊類） 歐萊雅3D COLOR 染髮霜彩盒 上海煙草包裝印刷有限公司

彩盒（瓦楞紙類） 粉紅展示架 中山卡奇紙品包裝印刷有限公司

彩盒（煙包類） 白沙（硬藍尚品） 立可達包裝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立體類） 毛毛蟲嘉年華
廣東九州陽光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印
務分公司

兒童圖書（立體類） 美女與野獸 廣州市全智包裝印刷有限公司

防偽標識（標籤） 華碩江西專場 江西雅泰企業有限公司

防偽標識（標籤） 艾顏標識 上海安全印務有限公司

封面及封套設計 大大壁廚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環保印刷品 朗文高級當代英語詞典 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四色及以上） 英語初中一年級下冊 杭州長命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四色及以上） 臨床解剖精要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一至三色） 中世紀牛津詞典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建築家居類） 前衛設計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建築家居類） 夢幻房間 興業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攝影類） 盛世博覽—上海世博會346場館全景寫真 上海文藝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攝影類） 長白山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書畫類） 楊善深畫集 深圳森廣源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一至三色） 父老鄉親 深圳市國際彩印有限公司

精裝本（一至三色膠版紙類） 迪克爾傳說6冊 廣東信源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年鑒 F8年鑒 深圳市國際彩印有限公司

年鑒 金夫人作品年鑒 重慶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日曆 2010 C&C 兔年枱曆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商業報告及手冊 汽車魅惑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The Master of Weddings
廣東九州陽光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印
務分公司

特殊非傳統書 趣味立體書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藝術品複製 唐卡（喜金剛） 上海美術印刷廠

雜誌 世界都市 iLOOK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雜誌 時尚伊人 上海當納利印刷有限公司

證件 、證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科學技術獎勵證書 北京新華印刷有限公司

紙袋 AG-10-7150手挽袋 勤達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紙品標籤 赤霞珠 葡萄酒標 北京中標方圓防偽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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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包裝印刷（塑料/薄膜1至3色） 櫻尚奕采亮眸緊致眼膜複合袋（2色） 浙江金石包裝有限公司

報紙 光明日報 光明日報印刷廠

報紙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印刷廠

報紙 文匯報 上海文匯新民報業集團印務中心

彩盒（不可折疊類） 白色COACH折疊盒 東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彩盒（可折疊類） Helmet & Visor展示盒 上海紫丹印務有限公司

彩盒（瓦楞紙類） 吸派展示架 上海外貿界龍彩印有限公司

彩盒（煙包類） 黃山（50）煙標 深圳市科彩印務有限公司

兒童圖書（立體類） 彼特的故事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封面及封套設計 世博郵冊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服裝與織物印刷 鞋 中山市恒輝印花有限公司

教材（1至3色） 新英漢詞典—膠裝版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4色及以上） 新課標語文五年級下冊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教材（4色及以上） 義務教育標準實驗教材 數學四年級下冊 山東臨沂新華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精裝本（1至3色） 博物館藏甲骨文 上海界龍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1至3色） 漢維—維漢詞典．2 新疆新華印刷廠

精裝本（1至3色） 壩上散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精裝本（1至3色膠版紙類） 王國維全集（二十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精裝本（4色及以上仿古類） 懷袖雅物 深圳市國際彩印有限公司

精裝本（4色及以上攝影類） 夜歸人 恒美印務（廣州）有限公司

精裝本（4色及以上攝影類） 中國川劇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精裝本（4色及以上攝影類） 國度 永經堂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4色及以上書畫類） 紅樓夢 上海界龍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本（4色及以上書畫類） 近現代中國繪畫集萃—曹氏默齋藏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年鑒 2011中國汽車用品年鑒 廣東九州陽光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務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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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設有89個優秀作品。有關第三屆中華印製大獎頒獎

禮及得獎作品的詳情，歡迎瀏覽香港印刷業商會網頁：

http://www.hkprinters.org/。

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平裝本（1至3色） 浪花集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平裝本（1至3色） 魅力草原叢書 內蒙古北方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平裝本（1至3色） 紅樓夢詩詞曲賦全解 上海肖華印務有限公司

平裝本（4色及以上） green樣本 北京奇良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平裝本（4色及以上） 歲月畫廊 成都博瑞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印務分公司

日曆 RRD-2011枱曆 當納利敬業（東莞）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日曆 2010年聖誕套裝—兔仔風車&枱曆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日曆 公司枱曆 深圳市國際彩印有限公司

商業報告及手冊 2009周年報告書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商業票據 上海杏花樓食品營銷有限公司月餅預約券 上海安全印務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芭莎珠寶》2011年廣告刊例 北京利豐雅高長城印刷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賓士汽車S-CLASS型錄 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JD燈具目錄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數字印刷品 「藝術微噴」收藏級掛曆—張利君攝影作品 哈藥六廠

數字印刷品 玉壺春瓶手冊 天津海順印業包裝有限公司

特殊非傳統書 DK發聲書—農用機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藝術品複製 《鑄劍揚國威》長卷 天可嘉語（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藝術品複製 中國畫院長卷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雜誌 時尚先生 上海當納利印刷有限公司

雜誌 中國攝影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雜誌 遊戲經典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紙袋 AG-10-7141手挽袋 勤達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紙袋 PINK LATTE 手提（啤孔）2 中山泰星紙袋製品有限公司

紙品標籤 中糧集團  長城干紅葡萄酒 唯尊橡木桶標 北京寶島包裝印刷有限公司

紙品標籤 「伏特加」洋酒標籤 北京德記膠粘標籤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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