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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印刷界最具廣泛代表性獎項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
頒獎禮隆重舉行 獲獎名單揭曉
▓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
獎圓滿舉辦，「 第五屆
中華印製大獎 」隨即
啟動，四個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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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商會各領導共同主
持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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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華人印刷界最具廣泛代
表性獎項，今年已經成功舉辦第四屆。2013 年 5 月 15 日，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
頒獎典禮在 China Print 期間隆重舉行，得獎名單終於揭曉，「 全場大獎 」由雅
昌的《美麗的奧林匹克文化長卷》奪得。本屆大獎首次進行人物獎評選，港資印
企的鶴山雅圖仕董事長、香港印刷業商會監事長馮廣源先生，以及力嘉董事長馬
偉武先生，皆榮膺「 行業傑出貢獻企業家」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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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頒獎典禮得到政府主管部門領導、海內外行業協會、專家評審團、媒體、
參賽企業及設備製造商代表近 500 人的熱烈支持出席，場面盛大。隨著第四屆中
華印製大獎圓滿落幕，第五屆大獎的籌備工作著手展開，頒獎禮將於 2015 年東
莞的 Print China 展會上舉行。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頒獎典禮
China Print 2013 期間圓滿舉行

中

▓ 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于珍先生，
對中華印製大獎寄予殷切期望。

華印製大獎一直得到各方大力支持及業界踴躍參
與，每屆參賽作品的質與量都取得突破。經過四

屆的發展，大獎現在已成為兩岸四地、甚至華人印刷界
最具廣泛代表性的獎項，成為凝聚中華印刷人智慧結晶、
實現互動交流的最理想平台，讓中華印刷人在比賽中你
追我趕力爭上游，共同進步、共同提升。

▓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刷
發行管理司王岩鑌司長，對中
華印製大獎給予了充分肯定。

▓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的
《美麗的奧林匹克文化長卷》獲第
四屆中華印製大獎最高獎項「 全場
大獎 」
，由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中
國機械工業聯合會名譽會長、中國
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名譽理事
長于珍先生（右）頒獎。

▓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
協會陸長安副理事長兼秘書
長，代表主辦單位致歡迎辭。

▓ 香港印刷業商會楊金溪
永遠榮譽會長致歡迎辭，
為頒獎禮揭開序幕。

▓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刷發行管理司王岩鑌
司長（左二）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陸長
安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右一）
、香港印刷業商會楊
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左一）頒獎予八位「 行業傑
出貢獻企業家 」得主，其中包括港資印企的鶴山
雅圖仕董事長、香港印刷業商會監事長馮廣源先
生（右五）和力嘉董事長馬偉武先生（左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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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在各省市印包協會及眾多

經過反覆討論研究，最終確定了候選人物的申

支持單位的積極推動下，共徵集了過千件參賽

報辦法、評選標準及相關事宜，並於 4 月 24 日

作品，大獎秘書處於 2013 年 4 月 12 至 18 日在

邀請了來自北京、上海等地的領導召開評審工

北京組織了為期一周的評審工作。本屆大獎的

作會。這次共有 34 位經各省市印刷協會推薦的

評審團隊由來自港、澳及大陸地區近 20 位印

候選人，包括來自大陸及港台地區的印刷包裝

刷各領域的專家組成，他們對參賽作品進行了

企業及設備器材生產製造、銷售的企業。專家

前期檢測、初審、複審及終審，並最終評選出

組進行公開投票選舉，最終選出「 行業傑出貢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的全部獲獎作品，金獎 23

獻企業家 」和「 行業創新企業家 」各八位，每

件、銀獎 53 件、銅獎 77 件、優秀獎 55 件，而

位都是在印刷領域作出卓越貢獻的行業領軍人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的《美麗的奧林匹

物。港資印企的鶴山雅圖仕董事長、香港印刷

克文化長卷》勇奪最高作品獎項 ─「全場大

業商會監事長馮廣源先生，以及力嘉董事長馬

獎」
（各獎項得獎名單請詳見後頁）
。

偉武先生，皆榮膺「 行業傑出貢獻企業家 」
，
可謂實至名歸。

本屆大獎還增設首屆人物獎項「 行業傑出貢獻
企業家 」和「 行業創新企業家 」評選，組委會

人物獎：行業傑出貢獻企業家
企業

姓名

職務

海德堡中國有限公司

蔡連成

首席執行官

中國樂凱集團有限公司

滕方遷

總經理、黨委副書記

遼寧大族冠華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學智

總經理

天津長榮印刷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李莉

董事長兼總經理

鶴山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

馮廣源

董事長

力嘉國際集團

馬偉武

董事長

上海界龍集團有限公司

費鈞德

董事長

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余世班

黨委書記、董事長

人物獎：行業創新企業家
企業
高斯圖文印刷系統（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印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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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

深圳市精密達機械有限公司

鄭斌

總經理

江蘇昌昇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沙曉明

董事長兼總經理

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張在健

總經理

四川省宜賓麗彩集團有限公司

陳康

黨委書記、董事長、總裁

湖南淩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肖焰

董事長

福建鴻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尤麗娟

董事長

曼羅蘭（中國）有限公司

袁治能

大中華區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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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頒獎典禮上，大獎組委會為本屆的專家評審頒發
榮譽證書，感謝他們認真、仔細地完成評審工作，
確保中華印製大獎的公平、公正、公開。大獎的
成功舉辦，也離不開各合作夥伴的熱情贊助和鼎
力支持，因此大獎組委會特別向眾合作夥伴致送
紀念品，以表謝意。
▓ 中華印製大獎首次評選出行業傑出貢
獻企業家，由王岩鑌司長（左二）及大
獎組委會領導為獲獎企業家頒獎。

頒獎環節結束後，中華印製大獎主辦單位各領導
共同揭開「 第五屆中華印製大獎 」的序幕，為新
一屆大獎舉行啟動儀式。

▓ 大獎組委會領導為行業創新企業家頒發獎座。

▓ 一眾領導嘉賓為銀獎的得獎企業頒發獎牌及證書。
▓ 金獎得獎企業從頒獎的領導嘉
賓手中，接過畢昇造型的獎座。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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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委會向評判致送紀念品致意。

▓ 為感謝各位合作夥伴的鼎力支持，組委會特別送上感謝狀。

▓ 銅獎得獎企業與頒獎領導嘉賓合照。

▓（左起）台灣區
印刷暨機器材料工
業同業公會呂進發
榮譽理事長、香港
印刷業商會梁兆賢
副會長、任德聰副
會長及謝葆德副會
長出席頒獎禮。

香港印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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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頒 獎 典 禮 上， 王 岩
鑌司長（左四）與香港印
刷業商會趙國柱會長（右
四）
、何家鏗永遠榮譽會
長（左二）
、楊金溪永遠榮
譽會長（左三）
、任德聰副
會長（右二）
、梁兆賢副會
長（右三）
、楊國強副會長
（右一）
，以及台灣區印刷
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陳金茵理事長（左一）合
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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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00Matt,
位領導嘉賓、友好協會及
UPM Finesse ▓
Classic
90 gsm
參賽企業代表蒞臨頒獎典禮。

▓ 昂首挺胸的畢昇造型已成為大獎的
標誌。今屆中華印製大獎的全場大獎、
金獎、人物獎獎座，均使用畢昇銅像。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獲獎作品
全場大獎
作品名稱：美麗的奧林匹克文化長卷
選送企業：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作品介紹：

評委意見：

《美麗的奧林匹克文化長卷》全卷以《奧林匹克

奧運聚世界大運，申奧呈中華

宣言》為主體，將數千年東西方體育文化的歷

之志。
《美麗的奧林匹克文化

史場景融匯於一卷。畫卷自左翻開，展示著從

長卷》以中國人對自然、藝

古希臘開始至 2012 年倫敦奧運會的西方體育文

術和美最富創意的表達來詮釋

明歷程；自右開篇，則突出展現以中國百年奧

中國人的奧運夢，向世界傳遞

運為題的東方體育文化史，以中國 56 個民族為

中華民族復興的內涵與神韻。

主體中華文化內容，重墨於北京奧運會等精彩
的圖文，形成東西方體育文明史兩個角度的主

該作品在印製質量上處處體現

線，最終實現交匯。

出承印人對奧運精神、奧運
文化和中國申奧意志的精髓，

這個別具創意的設計理念源自甚具東方文化意

無論印前、印刷、印後，都反映出作品承印人

韻的長卷，中國式長卷不僅意味著空間的延展，

一流的真功夫和高水平。在複製工藝技術上，

也象徵了時間的演變。長卷除了可展示出作品

作品融合了東西文化和奧運精神個性與共性的

在時空上的變遷外，亦可以同時與另一具有中

統一，使複製作品每個細節都極具魅力，體現

國文化特色的冊頁形式互相結合，使長卷折疊

出承印人在工藝、技術與過程控制上的精準。

為書，而展開後能形成史無前例的奧林匹克文

極富傳統精神創意，加上極具感染力的經折裝

化卷軸。

設計，使複製作品「 形神兼備 」
，達到形式與
內容最恰當的統一。

長卷圖冊設計選取具有「 天圓地方 」哲學意味
的正方形開本，以冊頁的形式折疊為書，全書

作品承印人對複製作品內涵與特點有深刻的理

共 140 頁。全冊拉開後，則會形成長 52 米巨幅

解，選擇了最合適的複製工藝、技術和材料，

的奧林匹克文化長卷。長卷的主體部分自左而

並精準地處理各個細節，達至技術與藝術結合

右是英法中三種典雅印刷體文字，印載了《奧

的最高境界，苛刻挑剔的評審專家無不震撼，

林匹克宣言》全文。自右向左則是由著名書法

給予—致推薦和好評。

家都本基以行書書寫、全篇萬餘字的《奧林匹
克宣言》書法作品，既傳播了奧林匹克的文
化精神，也展示了中國書法藝術的魅力。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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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獎
獎項類別

毛毛蟲嘉年華

廣東廣州日報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教材

Smart Choice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封面及封套設計） 朝元圖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精裝書（其它）

英文女士聖經

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四色及以上）

第四屆當代中國畫學術論壇

北京聖彩虹製版印刷技術有限公司

精裝書（四色及以上）

中國美術館館藏作品集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

精裝書（一至三色）

中國標準草書大典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一至三色）

雄鷹部落

深圳市國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年鑒）

2011 利奧年報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平裝書（四色及以上）

紙上繁華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其他包裝印刷品

雍容華貴、吉祥富貴套裝

廈門尚品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日曆

十二美人圖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哈利波特海報 × 兩款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植絨美女大袋

東莞金華印刷有限公司

數字印刷品

南京東南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可藍牌白花蛇草水

特殊創意書

HOUR 25

利高印刷有限公司

藝術品複製

龍鱗裝《三十二篆金剛經》

中國吉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紙類不乾膠標籤

中糧酒業—長城天賦印象系
列 一套三枚

北京朝紅印刷有限公司

紙製品包裝（固定紙盒）

水井坊中秋限量禮盒

中榮印刷集團

報紙

香港印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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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卷》— 數碼印刷加長
紙應用研究與實踐

塑料標籤

紙製品包裝（折疊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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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單位

兒童讀物

手提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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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MARSHAL 工藝展示酒盒
（黑色、藍色套裝）
1,562mm 八聯版超寬幅

深圳葉氏啟恒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千彩紙品印刷有限公司
遼寧新聞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作品：Smart Choice
作品：毛毛蟲嘉年華
工藝：全書多處前後駁圖，並集覆膜、啤型、

工藝：全書採用的材料符合教材美觀性與實
用性標準。採用無水印版，既提高品

對裱、燙鐳射金、過水油、局部 UV 、

質，又可在印刷過程中免卻潤版液，

七彩 UV 等多種工藝於一體，由手工

不產生有機揮發物，達到環保要求。

排書穿 YO 組裝而成。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作品：朝元圖
工藝：使用木板雕刻並施以漆藝，
壓凹，燙、鎏金銀，多色套
印等現代印刷材料和製作工
藝，將傳統用色與印刷先進
性和時代性相協調。

作品：2011 利奧年報
工藝：以龍為主題，整體採用中式
線裝書設計。內文採用無水
印刷，而封面則用了三種不
同的紙，並採用立體擊凸、
燙金等印刷加工方法。

作品：雍容華貴、吉祥富貴套裝
工藝：基材前後烤漆七遍，紙盒採用水
轉印、激光雕刻、金聰等技術及

作品：哈利波特海報 × 兩款

工藝，達到加工的目的。

工藝：兩款海報正反染光油、染啞油。

作品：龍鱗裝《三十二篆金剛經》

作品：HOUR 25
工藝：全書中心有一螺旋圖形，由內文頁每
頁偏移兩度的地形圖形成。在整個生產
流程包括排版、印刷、做工及釘裝均
需計算準確，才能達到完美效果。

作品：水井坊中秋限量禮盒
工藝：底色膠印假金以達到
漸變金屬效果，配合
啞 UV， 實 現 啞 金 效
果。再連線墨斗印光
UV，使圖案及文字局
部具光澤度，形成光
啞對比，層次分明。

工藝：宣紙膠印與數碼印刷相結合。裝裱
工藝複雜繁瑣，要保證鱗口的圖案
能拼成一幅沒有間距、露白或覆蓋
的完整畫面，要求「 零誤差 」
。

作品：1,562mm 八聯版
超寬幅
工藝：八聯版（長1.562米，
寬 0.546 米）以無縫
拼接，色彩飽滿，設
計典雅大氣，富有強
烈的感染力和視覺衝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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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區報

深圳報業集團印務有限公司

報紙

人民日報

黑龍江龍江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兒童讀物

毛毛大書大農場

深圳永經堂紙品有限公司

兒童讀物

聖誕假期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兒童讀物

迪士尼音樂播放器

廣東九州陽光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務分公司

防偽標籤

大益茶濕敏標

深圳市華德防偽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香港印刷第
█

紅樓夢酒物流防偽標識
（可變數據印刷）

上海安全印務有限公司

賀卡

華聯開業十周年請柬

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

賀卡

十月初五請柬

澳門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

中國歷史七年級下冊

內蒙古愛信達教育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教材

音樂簡譜（一下）

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教材

人教新課標數學一年級下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教材

三年級數學下冊

山西省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教材

音樂

北京新華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封面及封套設計）

何露絲傳說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精裝書（封面及封套設計）

深圳平面設計協會會員年鑒
2012 至 2013

深圳市國際彩印有限公司

精裝書（封面及封套設計）

翰墨瑰寶

上海界龍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封面及封套設計）

2010 周年報告書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精裝書（年鑒）

豪宅年鑒

利高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其它）

中國京劇百部經典系列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精裝書（四色及以上）

明清冊頁精品

勤達印刷國際有限公司

精裝書（四色及以上）

首都圖書館藏繪畫珍賞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

精裝書（四色及以上）

走向世界的張大千

重慶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四色及以上）

Chihuly Silvered

興業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四色及以上）

東莞歷代地圖選

東莞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一至三色）

維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彙編

新疆新華印刷廠

精裝書（一至三色）

列寧選集

北京新華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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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獎
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精裝書（一至三色）

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
菁華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平裝書（四色及以上）

建築全過程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平裝書四色及以上

GZIPP-12th

東莞市銀信印刷廠

其它包裝印刷品

聞喜衛嫂花饃手提八角盒

山西太報傳媒有限公司

其它包裝印刷品

Amtico Box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其它包裝印刷品

百屆碩果──
春馬來 430mm 月光盤

深圳市永豐源實業有限公司

日曆

2013 年宜賓印象檯曆

四川省宜賓市普拉斯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商標與標籤

雪花冰純 500 頂標

四川藍劍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商標與標籤

68 度雲南高原葡萄酒

深圳市法蘭印務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地心歷險記宣傳折頁／
汽車廣告

四川省宜賓市普拉斯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陳漫畫集

雅昌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數字印刷品

賞心堂

珠海嘉兆實業有限公司

數字印刷品

印幀坊精裝畫冊

北京恒美印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塑料標籤

夏威夷海洋深層水

深圳市法蘭印務有限公司

塑料薄膜類包裝

寧波御坊堂「 東方素養 」
印刷膜

浙江金石包裝有限公司

塑料薄膜類包裝

墨西哥 1,000 克糖精拉鍊袋

黃山永新股份公司

藝術品複製

中國印刷史長卷

天津環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

西安曲江新境界博物館護照

西安西正印製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

美國郵票

深圳中華商務安全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

中國福利彩票──荷塘月色

北京印刷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印刷二廠

雜誌（單張膠印）

菲律賓貴人 9 月刊
（PT Sept 12）

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

雜誌（輪轉膠印）

新現代畫報

廣東廣州日報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紙製品包裝（固定紙盒）

45% 500ml 西鳳六年陳釀酒盒

永發印務（四川）有限公司

紙製品包裝（固定紙盒）

清宮壽桃丸 30 丸禮盒

天津市墨一坊工藝美術品有限公司

紙製品包裝（折疊紙盒）

綜合防偽盒

深圳九星印刷包裝集團有限公司

紙製品包裝（折疊紙盒）

黃山一品軟包

蚌埠金黃山凹版印刷有限公司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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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獎
參賽類別

21 世紀經濟報道

廣東南方報業傳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務分公司

報紙

參考消息

四川日報報業集團印務公司

香港印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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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日報社印務中心

嘉人美妝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單張紙雜誌

北京人藝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單張紙雜誌

時代空間

廣東廣州日報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單張紙雜誌

大眾娛樂漫畫周刊

山東省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兒童讀物

歡樂時光立體書

北京尚唐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兒童讀物

立體彈跳書

東莞金華印刷有限公司

兒童讀物

米奇寶寶小樂隊

廣東廣州日報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務分公司

兒童讀物

南瓜發聲書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防偽標籤

PASS GENUINE ISO-9001

廣東金達全息製品有限公司

防偽標籤

青稞酒防偽標識

深圳市華德防偽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防偽標籤

記者證年檢

西安西正印製有限公司

賀卡

銀河請柬及封套

澳門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賀卡

2013 銀基集團新春致禮賀卡

冰雪製作有限公司

教材

人教新課標二年級語文下冊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教材

物理八年級下冊

湖南天聞新華邵陽有限公司

教材

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
數學四年級下冊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公司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
音樂七年級下冊（簡譜）

浙江雙溪印業有限公司

義務課程標準英語 PEP
（三年級下冊彩色）

山西新華印業有限公司

教材

中國歷史地圖冊八年級上冊

新疆八藝印刷廠

精裝書（年鑒）

見證解放十年

長春吉廣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精裝書（其它）

汲古得綆 吳泰繪畫作品集

澳門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其它）

清代名人書札（二部）

揚州古籍線裝產業有限公司

精裝書（四色及以上）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四色及以上）

故宮經典—清宮後妃首飾圖典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精裝書（四色及以上）

閬中古城

深圳市森廣源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一至三色）

漢風藏韻—明清宮廷金銅佛像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論文集

精裝書（一至三色）

中國人史綱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精裝書（一至三色）

董橋七十

北京新華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一至三色）

圖說 36 年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精裝書（一至三色）

展出（珍妮攝影）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精裝書（一至三色）

上海藏戰國楚竹書字匯

合肥遠東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平裝書（四色及以上）

表親畫冊

北京奇良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平裝書（四色及以上）

宋富盛書法藝術

山西新華印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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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獎
參賽類別

作品名稱

參賽單位

平裝書（四色及以上）

美術學院教師作品集

深圳中華商務安全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平裝書（四色及以上）

正墨清彩

四川新財印務有限公司

平裝書（四色及以上）

蔡楚夫繪畫作品集

珠海市日強印刷有限公司

平裝書（一至三色）

民間遊戲在幼兒園活動中的應用

高教社（天津）印務有限公司

平裝書（一至三色）

畫說平遙古城

山西省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平裝書（一至三色）

中石油員工知識讀本條例圖書

黑龍江龍江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平裝書（一至三色）

浮生物語

湖南凌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其它包裝印刷品

可折疊書形盒

東莞市德泰紙製品有限公司

其它包裝印刷品

香水套裝禮盒

東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其它包裝印刷品

巧然滋高鈣紅棗蓮子花生奶

上海界龍永發包裝印刷有限公司

其它包裝印刷品

永福醬酒包裝盒

四川省宜賓市普拉斯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日曆

古城、老街、老房子

東莞市冠均印刷有限公司

商標與標籤

同仁堂總統雪蛤

北京兆信德記信息標籤印刷有限公司

商標與標籤

局部鐳射標籤

深圳葉氏啟恒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商標與標籤

歡樂家罐頭標籤

武漢七彩印務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中國茶書》

深圳市精彩印聯合印務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Temme》服裝畫冊

北京永誠印刷有限公司

商業印刷

珍饈美饌—鼇

東莞市銀信印刷廠

手提紙袋

帶附袋氣泡袋

廣東天元印刷有限公司

手提紙袋

黛安芬環保手提袋

上海界龍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數字印刷品

印幀坊精裝畫冊

北京恒美印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數字印刷品

惠普數字印刷紙張樣本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數字印刷品

悠卡

北京科印技術諮詢服務公司海淀數碼印刷分部

數字印刷品

若水大千

珠海市豪邁實業有限公司

數字印刷品

褚立民畫冊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藝術品複製

滇省夷人圖說•滇省輿地圖說

北京聖彩虹製版印刷技術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

靜安麵包房 2012 中秋提貨券

東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

杏花樓糉子券

上海安全印務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

江蘇電腦福利彩票預製票據

無錫雙龍信息紙有限公司

雜誌

環球人物

廣東廣州日報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雜誌

時尚生活導報輕塗紙

遼寧新聞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山西新華印業有限公司

雜誌

讀者 2012.24 期

折疊紙盒

顏如玉面膜盒

廣州市千彩紙品印刷有限公司

折疊紙盒

貓眼三角盒

深圳九星印刷包裝集團有限公司

折疊紙盒

貴煙（國酒香 30）小盒

深圳市科彩印務公司

紙箱

檸檬桌

杭州建譽實業有限公司

紙箱

HERSHEYS KISSES 展示架

上海外貿界龍彩印有限公司

紙製品包裝（固定紙盒） 雙開門（斗形盒）

東莞市德泰紙製品有限公司

紙製品包裝（固定紙盒） 螺陽禦醬－源和精緻禮盒

鳴設計事務所

紙製品包裝（固定紙盒） V&R 鑽石型化妝套裝禮盒

東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紙製品包裝（固定紙盒） Kindle fire 平板電腦包裝盒

上海外貿界龍彩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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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4 月，近 20 位來自印刷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評審團，在北京展開評審工作。

評審團寄語

在平台建設上，以互動、交流、合作與分享為

時間飛逝，中華印製大獎已舉辦了四屆，並在

導向，實現兩岸四地印刷工業工藝互補、技術

八年間快速發展，成為了一項代表中華印製技

互補、經驗互補的突破，以通過印刷數字化，

術水準、具有廣泛行業認同的高專業水平印製

有系統地形成最優化印刷產品製造整體解決方

大獎，其影響力和參與度對兩岸四地印刷工業

案為結果，通過優秀作品的經驗來消除印刷產

正產生積極的技術推動作用、為行業帶來了正

品製造在設計、材料、設備、工藝整合上的不

面影響和標誌性示範。

足和綜合效能發揮的不佳，讓兩岸四地印刷工
業分享印刷技術專家的經驗，消除工藝缺陷，

中華印製大獎凝聚了兩岸四地印刷同仁精湛的

減少材料誤用和消耗，有效實現印刷產品製造，

印藝技術、濃烈的中華文化風情，展現出中華

推動印刷產品「 智 」造的美夢成真。

歷史的傳承，充滿活力，有極高的美譽和影響
力。

在春滿 5 月的 China Print 2013 上，廣大印刷
同仁可欣賞與品鑒從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千餘

在評審規則上，大獎博採國際國內評審標準之

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的獲獎佳作，汲取前瞻

優，從印製質量、工藝技術難度、功能與創新，

性設計理念與先進技術工藝，了解到科學材料

以及裝幀創意設計，多角度地精選各個獲獎作

篩選方法和數字化管理手段，學會應用獲獎作

品，並採用初審、複審和終審的嚴格評審程序

品的工藝，通過印刷數字化創新來提升印刷品

和優中選優原則，來評鑒作品的特色。

質、協調技術工藝、優化材料應用，增強企業
搶佔市場高地、爭奪行業先進的信心與能力，

香港印刷第
█

在評審方式上，匯聚印刷技術和行業管理頂尖

推動更多的印刷企業參與第五屆中華印製大獎

專家的評審團隊，公正地篩選出代表行業最高

活動，體現更大的競爭力，讓更多的印刷企業

水平的獲獎作品：以引領和推動印刷工業更高、

嶄露頭角，成為中華印製的新品牌和新標誌。

更快、可持續地發展的新技術、新工藝和新方

衷心祝願中華印製大獎越趨成功，讓更多參賽

法為目標；以印刷數字化、印刷綠色化為產品

單位及其印製佳品步入世界先進行列。

方向；以印品質量、技術工藝創新及功能突破
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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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 第四屆中華印製大獎
獲 獎 佳 作 已 在 今 年5月
China Print 印刷展上展
示，大獎及 China Print
展覽會領導到場參觀。

大獎董事會領導完成新舊交接
繼續弘揚中華文化使命
2012 年，中華印製大獎董事會的部分領導已進
行了新舊交接，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由陸長安先生接替王德茂先生，成為新任大獎
董事會的董事長；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
同業公會則由陳金茵先生接棒呂進發先生，出
任大獎董事。
大獎來自兩岸四地的主辦方一如既往，盡力
辦好中華印製大獎，肩負弘揚中華文化的使
命。展望第五屆中華印製大獎將有更多企業參
加，有更多企業有機會站在 2015 年東莞 Print
China 展會的頒獎典禮舞台上，並且有更多優
秀的獲獎作品在 Print China 上亮相。■
▓ 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于珍先生題詞，寄望大獎弘揚中華文化。

陸長安董事長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
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楊金溪董事
香港印刷業商會
永遠榮譽會長

陳金茵董事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
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周紹湘董事
澳門印刷業商會
會長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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