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新聞發佈會
得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印刷協會領導、
設備製造商代表、印刷企業領導、
媒體記者等合共近百人與會支持。

■ 新聞出版總署閻曉宏副署長（左五）、
印刷發行管理司王岩鑌司長（右四）出
席中華印製大獎新聞發佈會，並與中國
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陸長安副理長
兼秘書長（左三）、香港印刷業商會楊金
溪會長（右三）、台灣區印刷及機器材料
工業同業公會呂進發名譽理事長（右五）
和陳金茵理事長（左四）、澳門印刷業商
會周紹湘會長（右二）、中華印製大獎組
委會李琛秘書長（左二）、中國印刷及設
備器材工業協會謝森樹副秘書長（左一）
及許錦楓特別顧問（右一）合照留念。

香港印刷業商會

020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79

行業專題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 UPM 雅光」90克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 UPM 雅光」9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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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大印刷企業積

極參與和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過往三屆取得了圓滿成功。今年，第四

屆中華印製大獎正式啟動，作品的徵集工作亦已全面開展。

行內經國家正式批准的唯一獎項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作品徵集現已開始

歡迎同業踴躍參與！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新聞發佈會，於9月26日

在天津梅江國際會展中心隆重召開。新聞出版

總署閻曉宏副署長、印刷發行管理司王岩鑌司

長，天津市人民政府沈家聰副秘書長，天津市

新聞出版局梁淳久副局長，中國印刷及設備器

材工業協會陸長安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香港印

刷業商會楊金溪會長，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

工業同業公會呂進發名譽理事長、陳金茵理事

長，澳門印刷業商會周紹湘會長，以及來自全

國各地的印刷協會領導、設備製造商代表、印

刷企業領導、媒體記者出席了此次新聞發佈會。

會上，閻曉宏副署長對中華印製大獎表示了充

分的肯定，並給予高度關注。

今屆大獎將擴大評審專家組，力求更完善的評

審程序；增加全新的獎項設置，使更多參賽企

業能夠體會到中華印製大獎為企業所帶來的榮

譽感；又擴大宣傳力度，將中國印刷企業的印

製水準更全面地展現出來。大獎作品的徵集工

作將於2013年3月結束，歡迎海內外的華人印

刷企業積極參與今屆大獎，共同為華人印刷業

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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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作品徵集現已開始

歡迎同業踴躍參與！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新聞發佈會成功召開
兩岸四地領導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

中華印製大獎是行業內唯一經國家正式批准的

綜合類評比獎項，是兩岸四地乃至整個華人印

刷界最具權威性、廣泛性和綜合性的大獎。主

辦方創辦中華印製大獎，目的是希望藉此發掘

行業新技術，推動工藝創新，提高印品質量和

水平，培育打造知名品牌，拓展印刷技術交流

與合作。

在前三屆的評比中，參賽企業來自中國內

地、港澳台，以及東南亞地區，作品涵

蓋了出版及商業印刷、包裝、標籤、數

碼、網印及特種印刷、有價證券防偽等，

數百家知名企業合共上千件作品同台競

技。來自兩岸四地的業內專家組成專業評

審團，通過公平、公正、合理的程序，評選出

大獎各個分項最優秀的印刷作品。

集權威、廣泛和綜合性於一身
上千件作品同台競技

審團，通過公平、公正、合理的程序，評選出

中華印製大獎通過一系列的海內外宣傳推介活

動，讓廣大印刷製品買家了解華人印刷企業的

創意設計和印製水準，同時也為獲獎的印刷企

業創造商機，幫助他們拓展海內外市場，弘揚

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振興中華民族現代印

刷工業。

大獎為各參賽企業提供了良好的宣傳平台，除

了編輯出版《中華印製大獎作品集》之外，獲

獎作品還將在兩大國際知名展會 —China 

Print 和 Print China 印刷精品展區（3,000平

米以上）進行展示，讓來自全球超過16萬名專

業觀眾參觀鑒賞。另外，獲獎企業還有機會獲

政府主管機構向各地出版社推薦，有助其業務

在華人地區的發展。

自第三屆中華印製大獎起，主辦單位安排

今後大獎的頒獎典禮將與 China Print 和

Print China 歡迎晚宴同期舉行。屆時，將

有超過1,000位印刷行業經理人共襄盛舉，

分享榮耀。

參與《中華印製大獎作品集》、國際展會和頒獎典禮
多平台協作　宣傳效果強大



中華印製大獎評審標準

一、外觀測試（主要檢查以下方面）

1. 髒點

2. 殘缺

3. 文字清晰度

4. 條痕

5. 網點清晰，層次感好

6. 包裝品耐磨性好

二、數據測試（採用檢測儀器測試以下內容

  並出示測試報告）

1. 套印精度

2. 密度值

3. 墨層光澤度

4. 色差

5. 網點再現

6. 網點擴大值

三、難度系數設定

根據同類作品加工的工序種類、數量、難度設

置及難度系數等級，如局部上光、模切、燙金、

壓凸、大實地印刷、材料、工藝創意等，具體

設置由評審委員會討論決定。

四、設計創意

設計創意在評比中佔一定比例印象分，所佔比

例由評審委員會討論決定。 

獎項設置分五類共50項 

1  出版及商業印刷

A 書籍

A-1 精裝本（一至三色）

A-2 精裝本（四色及以上）

A-3 平裝本（一至三色）

A-4 平裝本（四色及以上）

A-5 兒童圖書（一至三色）

A-6 兒童圖書（四色及以上）

A-7 特殊非傳統書（一至三色）

A-8 特殊非傳統書（四色及以上）

B 教材  小學到大學的通用教材

B-1 教材（一至三色）

B-2 教材（四色及以上）

C 雜誌

C-1 單張紙印刷

C-2 卷筒紙輪轉印刷

D 報紙

D-1 報紙（一至三色）

D-2 報紙（四色及以上）

E 年鑒

E-1 年鑒（一至三色）

E-2 年鑒（四色及以上）

F 封面及封套設計

G 商業報告及手冊

G-1 商業報告及手冊（一至三色）

G-2 商業報告及手冊（四色及以上組合）

H 商業印刷  包括折頁印刷品、小冊子、

 廣告宣傳品、產品服務樣本等

H-1 商業印刷（一至三色）

H-2 商業印刷（四色及以上）

I 藝術品複製

J 賀卡、請柬和節目單

J-1 賀卡、請柬和節目單（一至三色）

J-2 賀卡、請柬和節目單（四色及以上）

K 日曆（四色及以上）

L 環保印刷品  

M 特殊創新獎

2  包裝印刷  各類產品的外包裝及標籤

N 紙製品包裝

N-1 袋（牛皮紙一至三色）

N-2 袋（銅板紙四色及以上）

N-3 彩盒

N-4 箱（牛皮紙一至三色）

N-5 箱（白板四色及以上）

N-6 軟包裝

O 塑膠／薄膜類包裝

O-1 袋（一至三色）

O-2 袋（四色及以上）

P 商標及標籤

P-1 紙品標籤（包括不乾膠標籤）

P-2 非紙品標籤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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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印鐵及容器印刷

Q-1 金屬包裝印刷

Q-2 非金屬容器印刷

3  數字印刷

R 數字打樣

S 數字印刷品

T 可變數字印刷品

4  網印及特種印刷

U 陶瓷與玻璃

V 標牌

W 非平面印刷

X 服裝與織物

5  有價證券防偽印刷

Y 商業票據

Z 證件、證書

AA 磁卡印刷

BB 防偽標識（標籤）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日程
一、作品徵集：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

1  參賽企業來源

• 知名印刷企業

• 各主辦方及支持單位會員企業

• 各地新聞出版局、印協、包協推薦企業

• 海外印刷協會及相關組織企業

• 行業內知名設備製造商推薦

• 媒體推薦

2  由中華印製大獎組委會工作人員負責作品錄

入數據庫並拍照

• 組委會將在中華印製大獎官方網站（www.

chinaprintawards.com.cn）刊登參賽作品介

紹及圖片；

• 組委會將邀請網友對作品進行投票，投票結

果計入評審成績。

二、評審：2013年3月

1  評審團的組成：20人左右的專業隊伍

• 各主辦方推薦：約五位

• 參賽企業推薦：約五位

• 贊助企業推薦：約五位

• 高校、科研院所：約五位

2  評審過程：依據國家現有印刷品達標標準，

 參照國際貫例執行

• 對參賽作品進行初選；

• 專家評審團進行為期一周的評審會；

• 專家評審團確定入圍獎項參賽作品；

• 專家評審團確定各分項全場大獎、金獎、銀

獎、銅獎、優秀獎；

• 專家評審團推選單項獎，如：裝幀設計大獎、

包裝裝潢大獎、印後整飾大獎、組合工藝

獎、綠色印刷大獎、十佳企業大獎、十佳企

業家大獎。

三、作品集：2013年5月

由中華印製大獎組委會負責組織編委會編輯出

版《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作品集》。作品集發行

量為10,000冊，主要面向印刷企業、製造商、

國家上級主管單位。

四、頒獎典禮：2013年5月14日

     China Print 2013開幕晚宴同期

當天將有超過1,200位嘉賓參與，包括國家各

級主管單位領導、知名印刷企業經理人、出版

社領導、供應商領導、其他海內外專家及同行，

以及海內外媒體。

五、後續服務

中華印製大獎的評比結果、贊助企業以及參賽

作品將在 China Print 2013展會的「中華印製

大獎」專區集中展示，作品展示區將有參賽作

品的介紹及評審意見。部分獲獎作品有機會在

2013年上海國際印刷周、2014年香港國際印

刷包裝展覽會等商貿活動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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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賽作品必須是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

月31日期間完成的印刷成品，作品申報至2013

年3月1日截止。

2  查看獎項設置分類，確定參賽作品類別，填好參

賽作品報名表。

3  每一件作品都必須有一張正式填寫的報名表。表

格分表一、表二兩部分，表一主要是填寫參賽

單位的相關信息，便於聯繫並用於獲獎後信息的

發佈。表二主要是作品的信息，供評審專家參考

使用。組委會將為每份參賽作品做代碼編號，在

評選過程中，這個代碼將是參賽作品的唯一身份

證明。

4  歡迎瀏覽 www.chinaprintawards.com.cn，了

解詳情並下載報名表。

5  請先以電郵發送報名表的電子版。

 香港參賽單位：printawards@hkprinters.org

 內地參賽單位：wangzhanjun@chinaprint.org.cn

 然後把清晰填寫或打印的報名表連同作品（每件

作品對應一份報名表），一併郵寄或送交至中華

印製大獎位於北京的組委會。

 中華印製大獎組委會

 （註：中華印製大獎參賽作品）

 地址：中國北京市宣武區永安路106號2層218室

      （郵編：100050）

 聯繫人：王占軍（手機：1381 0301 516）

 請將作品妥善包裝，避免運輸過程中損壞。所有

參賽作品，在頒獎典禮結束後由組委會負責保

管，不再退回。如有查詢，請聯絡四地主辦單

位：

中華印製大獎組委會秘書處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地址：中國北京市宣武區永安路106號2層218室

郵編：100050

查詢：王占軍（電話及傳真：86-10-83163293；

   電郵：wangzhanjun@chinaprint.org.cn）

   沈穹（電話及傳真：86-10-36186369；

   電郵：peiacshen@sina.com）

   任伊娜（電話：86-10-63037226；

   傳真：86-10-63162123；

   電郵：renyina@chinaprint.org.cn）

香港印刷業商會

地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48至50號二樓

電郵：printawards@hkprinters.org

查詢：張小姐（電話：852-2527 5092；

   傳真：852-2861 0463）

   葉小姐（電話：86-1358 0936 867）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地址：台北市100仁愛路二段71號6樓 A 室

查詢：（電話）886-2-2391 9274

澳門印刷業商會

地址：澳門慕拉大馬路158號澳門工業中心2樓 H 室

查詢：（電話）853-2833 1368

6  每家參賽單位統一收取報名費人民幣￥1,000元

（或港幣 $1,250元）。請各單位選送作品參評的同

時，將報名費交至大獎以下帳戶：

香港參賽單位

將劃線支票寄交香港印刷業商會。

支票抬頭：「香港印刷業商會」或

“The Hong Kong Printers Association”

郵寄地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48至50號二樓

內地參賽單位

將款項寄往大獎專用財務帳戶。查收款項後將開據「會

費」發票並以掛號信的方式寄出，如有特殊要求，請

與組委會聯繫。

單位名稱：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開戶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賬號：0200 0007 0901 4422 071

中華印製大獎參賽辦法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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