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商會新任會長
趙國柱先生向永
遠榮譽會長楊金
溪先生致送「 領
導有方 」紀念牌，
感謝他多年來對
商會和印刷業界
的貢獻。

■ 晚會筵開近40席，逾450位來自兩岸四地
的同業友好出席慶典，場面相當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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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印刷業商會第38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
暨74周年會慶盛大舉行
兩岸四地好友共聚 高朋滿座齊賀慶典

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印刷業組織─香港

印刷業商會今年走過第74個年頭，並已

正式選舉產生了第38屆理監事會，由石

華堂印刷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趙國柱先

生擔任新一屆會長，利奧紙袋（1982）

有限公司董事馮廣源先生則接任監事長。

2013年7月18日，商會第38屆理監事

會就職典禮假座香港 JW 萬豪酒店隆重

舉行，很榮幸邀得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楊建副主任、吳

康民大紫荊勳賢、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朱

仲南局長、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馬逢

國議員共同擔任主禮嘉賓，逾450位來

自兩岸四地的印刷主管部門及協會的領

導、媒體，以及商會一眾會員參加了這

次慶典，見證這個歷史時刻。

■ 香港印刷業商會第38屆理監事，與主禮嘉賓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楊建副主
任、吳康民大紫荊勳賢、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朱仲
南局長、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馬逢國議員，以及
兩岸四地主要嘉賓於宣誓就任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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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由莊嚴的國歌正式揭開序幕。為慶祝商會

第38屆理監事會就職暨74周年慶典，國家新

聞出版廣電總局黨組書記、副局長蔣建國先生

特別發來賀信，並由當晚出席晚會的總局趙秀

玲副司長代為宣讀。其後，商會楊金溪永遠榮

譽會長、趙國柱會長、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朱仲

南局長亦相繼致辭。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黨組書記、副局長蔣建國先生：

衷心感謝商會推動中港印刷業合作

以下是總局黨組書記、副局長蔣建國先生致本

會的賀信：

值此香港印刷業商會成立七十四周年之際，我

謹代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向香港印刷業商

會全體同仁表示熱烈的祝賀！並向你們長期以

來為推動中港兩地印刷業合作所做出的努力表

示衷心的感謝！

香港印刷業在國際上享有良好聲譽，並在國際

印刷市場上佔有相當份額。作為香港歷史悠久

並具代表性的印刷業組織，香港印刷業商會一

直伴隨行業共同成長。成立74年以來，商會謀

求業界福祉，心繫行業命運，主動適應時代要

求，發揮了自身優勢，在中港兩地架設溝通橋

樑，推動了內地與香港出版印刷業的交流與合

作。商會不僅見證並且推動了香港印刷業的發

展，更為香港社會的經濟文化繁榮、為中華優

秀文化的對外傳播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當前，中港兩地印刷業合作密切，並取得了有

目共睹的成績。希望香港印刷業商會再接再厲，

帶動香港印刷界進一步加大與內地同業間的合

作力度，為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做出新

的更大的貢獻！

香港印刷業商會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

回顧以往任期  對各界支持深表感激

隨著商會第38屆理監事會就職，楊金溪永遠榮

譽會長表示，這意味著他作為會長的使命已經結

束。在三屆六年的任期裡，他時刻心懷感激。

就職典禮隆重舉行
新一屆理監事會正式接棒

■ 為慶祝商會第38屆理監事會
就職暨74周年慶典，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黨組書記、副局長
蔣建國先生特別發來賀信，並由
總局趙秀玲副司長代為宣讀。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
長在致辭中回顧以往任
期，對各界的支持深表
感激。他又表示，千言
萬語難表其謝意，唯有
以深深一躬，感謝大家
的支持。



他首先感謝了總局和各級新聞出版主管部門的

支持，認真聆聽並接納業界的意見與建議，更

出台了許多促進行業發展的方針政策，例如國

家印刷示範企業的「鬆綁」政策，讓行業受惠。

他又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對印刷行業的支持，撥

出大筆款項，支持業界舉辦「騰飛創意」項目、

國際標準化高峰會，正面推動行業的發展進步。

同時，他感謝兩岸四地各兄弟協會給予的支持

和幫助。這些年來，商會與兩岸四地同業開展

了一系列交流與合作，彼此在各種印刷展覽盛

會、互訪參觀、研討會、交流會、獎項評選、

行業推廣活動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誼。

此外，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還要感謝商會過去

三屆的理監事會團結一心，群策群力，共同努

力推動了許多有利於行業的事情，例如讓業界

通過環保、創意、標準化「三武器」強化自身

競爭力，克服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困難。這

也有賴於全體會員的大力支持，一眾合作夥伴

的鼎力相助，各位傳媒朋友多年來的關心，商

會秘書處及 APTEC 全體人員的同心協力，使這

六年的任期能夠圓滿完成。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正式交棒給新會長，他希

望各位能夠繼續支持趙國柱會長和新一屆理監

事會的工作，也希望趙國柱會長和新一屆理監

事秉承商會的傳統，致力凝聚同業力量，盡心

服務行業，與業界攜手充分把握機遇，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為中國早日實現印刷強國之夢

貢獻力量。

香港印刷業商會趙國柱會長：

承繼歷屆堅實根基 爭取突破 與時並進

商會新任會長趙國柱先生致辭時表示，承蒙大

家的信任和支持，當選新一任會長，深感榮幸，

也深感責任重大。

商會在歷屆會長及理監事悉心打下的堅實根基

上，以及各位會員齊心協力的支持下，穩健蓬

勃發展。如何承先啟後，帶領商會在前人的基

礎上繼續取得突破；與時並進，緊貼社會經濟

及行業發展的步伐，革新會務；積極向政府爭

取行業權益，一如既往擔當好政府與業界的溝

通橋樑角色；增進與各地同業的溝通交流；進

一步凝聚業界力量，群策群力；為行業做更多

實事好事，與業界攜手向前。以上種種，都是

他在未來幾年需要努力的方向。

展望未來，行業的挑戰與機遇並存。趙國柱會

長與全體理監事將會與業界並肩同行，攜手跨

過逆境，迎接機遇。

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朱仲南局長：

粵港印刷優勢互補 創建更廣闊的前景

朱仲南局長代表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向商會新

一屆理監事會就職暨74周年會慶表示熱烈祝

賀。

他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香港印刷業的積極

參與下，粵港兩地印刷業優勢互補，廣東省印

刷業發展日新月異，已成為廣東建設文化強省

和經濟強省的一股重要力量。廣東印刷業能夠

取得今日的成績，實在得益於各印刷同業的關

心和支持、粵港兩地印刷業的共同努力，以及

■ 朱仲南局長祝賀
新一屆理監事就職，
並高度肯定了香港
印刷業商會對廣東
印刷業發展的貢獻。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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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會新任會長趙國
柱先生表示，未來將
盡己所能，承先啟後，
帶領商會在已有的穩
固基礎上不斷尋求突
破，再創佳績。



各位香港印刷業商會印刷界前輩的熱心參與和

鼎力幫助。藉此機會，朱仲南局長向各方表示

衷心的感謝和敬意。

以往的科技不如現在，即使逢年過節，只是以

荷葉、水草等包裝送禮；時而勢易，印刷業得

到了蓬勃發展，現在都以最新技術取代了以往

的工藝。其實，人們從小就接觸印刷，如牛奶

盒的包裝、課本，都是印刷成品，生活及工作

都離不開印刷。香港印刷業就正正成為了兩岸

四地，乃至整個東南亞行業發展的推動力，帶

來了積極、正面的作用。

香港印刷業商會歷史悠久、有廣泛的代表性，

歷屆的理監事會在促進香港與外地印刷業的合

作交流、推動大珠三角地區印刷業全面發展，

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

如今，新一屆理監事會成員順利產生。展望未

來，他相信在趙國柱會長為首的理監事會帶動

下，香港印刷業商會將為粵港兩地印刷業的進

一步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粵港兩地印刷業的合

作力度、廣度和深度將不斷加強，優勢互補成

果將進一步鞏固，迎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

新一屆理監事正式宣誓就職

齊祝酒共慶商會成立74周年

在中聯辦楊建副主任和馬逢國議員的監誓、兩

岸四地主要領導嘉賓於台上見證、現場眾多來

賓的支持下，商會第38屆理監事會正式宣誓就

任。他們承諾以至誠態度，服務商會，遵守會

章，履行任命，積極推動會務，並竭盡所能，

促進香港印刷業發展，不負會員所託。趙國柱

會長向幾位主禮嘉賓送上紀念品致謝，更向剛

卸任的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致送「領導有方」

紀念牌，別具意義。

新一屆理監事與台上嘉賓合照留念後，趙國柱

會長及馮廣源監事長帶領第38屆理監事會全

體成員向來賓祝酒，並由馮廣源監事長致祝酒

詞，祝願商會會務蒸蒸日上，印刷業的明天會

更好！一眾來賓齊聲歡呼慶賀，情緒十分高漲。

■ 在楊建副主任和馬逢國議員監誓、眾來賓
見證下，商會第38屆理監事正式宣誓就任。

■ 吳康民大紫荊勳
賢頒發委任狀，由
趙國柱會長代表理
監事會接受。

■ 趙國柱會長向主禮嘉賓吳康民大紫荊勳賢（左）、朱仲南
局長（中）、馬逢國議員（右）送上紀念品致謝。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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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台下嘉賓齊來
舉杯祝賀，充滿喜慶。

■ 馮廣源監事長致祝酒詞，祝願商會
會務蒸蒸日上，印刷業的明天會更好！



感謝各方鼎力支持
商會送上紀念品表謝意

感謝贊助商大力支持

這次晚會得以成功舉行，有賴贊助商的大力支持，

趙國柱會長及馮廣源監事長代表商會向各贊助商送

上紀念品，以表達由衷的謝意。

鑽石贊助
石華堂印刷有限公司

海德堡香港有限公司

黃金贊助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高寶印刷機械（香港）有限公司

大興油墨化工（香港）有限公司

明珠贊助

大鵬油墨廠有限公司

大日本網屏（中國）有限公司

神戶印刷器材（香港）有限公司

安興紙業有限公司

高華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鑽
石
贊
助

黃
金 

贊
助

明
珠
贊
助

香港印刷業商會

012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88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行業專題

石華堂印刷有限公司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大鵬油墨廠有限公司

安興紙業有限公司

海德堡香港有限公司

高寶印刷機械（香港）有限公司

大日本網屏（中國）有限公司

高華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大興油墨化工（香港）有限公司

神戶印刷器材（香港）有限公司



感謝各地機構遠道而來送上熱烈祝賀

今次晚會除了商會會員踴躍出席外，還得到國家新聞出版廣

電總局、兩岸四地（包括珠三角各市）的眾多機構代表遠道

而來，盛情參與。他們為商會帶來了別出心裁的各式賀禮，

充滿隆情厚意。商會由趙國柱會長、馮廣源監事長、任德聰

副會長、蘇華森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謝葆德副會長、馮

文清副會長及楊國強副會長代表接受賀禮，並回贈一份別具

香港特色的紀念品，答謝這些專程來港道賀的機構。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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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北京印刷協會

中國印刷技術協會

全國印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 贛州市新聞出版局／贛州市版權局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數字媒體與藝術設計學院

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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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新聞出版局

深圳市印刷行業協會

惠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珠海市印刷協會

東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 東莞市出版印刷業協會

廣東省印刷複製業協會

深圳市印刷學會

惠州市印刷包裝業協會

深圳市文體旅遊局

珠海市文體旅遊局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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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澳門印刷業商會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佛山市禪城區印刷業協會 順德區文體旅遊局及順德區印刷包裝業協會

江門市印刷業商會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佛山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



幸運抽獎掀高潮
獎繽紛  樂不停
晚宴在一片歡樂祥和的氣氛中進行，眾位來賓一邊品

嘗豐富的美酒佳餚，一邊交流友誼。壓軸的幸運大抽獎

環節，預備了非常豐富的獎品以饗來賓，而各位理監

事首長即興慷慨捐出現金，為抽獎加碼，更是讓來賓

甚為驚喜。全場嘉賓皆翹首以盼，期望幸運之神的眷

顧，情緒十分熱烈高漲，也為晚會寫上圓滿的句號。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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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國柱會長抽出
頭獎及二獎。

■ 馮廣源監事長抽出三獎及四獎。

■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抽出五獎及六獎。

■ 海德堡香港有限公司抽出七獎及八獎。

■ 高寶印刷機械（香港）
有限公司抽出九獎及十獎。

■ 大興油墨化工（香港）有限
公司抽出十一獎及十二獎。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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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抽出五獎及六獎。

晚會花絮



■ 第37屆監事會趙國柱
監事長作監事會報告。

■ 2013年度會員大會上的多項
議程，均獲會員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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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專題

適合機型：

˙	馬天尼Muller	Martini*

	 騎馬聯動綫

˙	上海紫光Purlux*騎馬聯動綫

˙	精密達JMD*騎馬聯動綫

˙	華生鑫半自動騎馬裝釘

	 聯動綫

適合機型：

˙	半自動騎馬釘、

	 平釘機

適合機型：

˙	半自動騎馬釘、平釘機

原裝美國

DELUXE STITCHER G8

原裝美國

M2000釘頭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佳工業大廈6樓 G 座
	̇Tel：（852）2690	2636 ／ Fax：（852）2690	2136
	̇cheungwohing@incnets.com／ cwh@cheungwohing.com
	̇廣東省東莞市大嶺山鎮百花洞村委工業區百興路1號
	̇Tel：86-0769-81159388 ／ www.cheungwohing.com

德國 Hagedorn 紙品鑽嘴採用特殊高速鋼保證超常壽命和易於清除廢

紙，刀口採用特殊鏡面處理，絕對完美的打孔效果能適用於高速作

業，本空心鑽頭／空心鑽嘴是電動功能的打孔機鑽頭，專業用於吊

牌、掛曆、枱曆、膠袋、手提袋等打孔，是一款印品設備的首選。

德國Hagedorn高速空心鑽咀

˙	禮品盒／首飾盒／

	 天地盒等專用紙帶

˙	規格：寬度19mm	x	

	 長度300m／卷

˙	寬度可按需求特殊

	 訂造 .		MOQ 限製

˙	紙帶符合MSDS 要求

	 標準，適合所有全自動高速自動機使用

貼角紙膠帶
赤色牛皮紙帶

100%台灣製造

質量的保證

質量穩定

價格合理

原裝美國

DELUXE STITCHER Db75

美國ISP. M-2000
釘書機頭

Cheung Wo Hing Printing Machinery Co., Ltd

■ 第37屆總務部部長黃
永祥理事報告會務。

■ 商會2013年度會員大會
由劉海東名譽會長主持。

■ 第37屆財務部部長葉裕彬
永遠榮譽會長報告財務收支。

2013年度會員大會
順利通過多項議決
晚會前，商會舉行了2013年度會員大會，扼

要地總結過去一年會務後，提請通過2012年

至2013年度帳目決算書，並聘請本年度核數

師，皆獲得會員同意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