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印刷業商會

022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96

商會動態

商會日程：2014年3月至10月

3月17日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

由任德聰副會長主持，趙國柱會長、何家鏗

永遠榮譽會長、劉海東名譽會長、羅志雄名

譽會長、梁兆賢副會長、馮文清副會長、楊

國強副會長，劉文邦理事皆出席。

■ 本會舉行第38屆第12次常務理事會議及理

監事聯席會議，並在晚宴上為3月生日會員

慶祝。

3月19日 

■ 本會眾理監事出席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母親

九十大壽晚宴。

3月20日 

■ 香港圖書文具業商會舉行65屆理監事會就職

典禮，趙國柱會長、葉裕彬永遠榮譽會長、

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吳競輝副監事長皆參

加。

■ 本會 BUD 項目「香港印刷業升級轉型專題

研討會系列」在東莞舉行，分享「港資企業

競爭優勢分析」及「印刷標準化重要性及效

益」，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擔任講者之一。

■ 葉淦祥理事出席深圳舉行的無紙化通關會議，

本會會員石華堂、利奧、中華商務、新洲、

中編、鴻興、金杯、永經堂、當納利的代表

皆出席，各同業提供了寶貴的意見。

3月21日 

■ 本會召開社會關注組會議，趙國柱會長、劉

海東名譽會長、羅志雄名譽會長、蘇華森副

會長、楊國強副會長出席，商討香港政改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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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 BUD 項目「香港印刷業升級轉型專題

研討會系列」在香港舉行，分享「印刷技術

新趨勢分析」及「印刷業自動化應用策略」，

蘇華森副會長擔任講者之一。

3月24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和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

到江西出席贛州國家印刷包裝產業基地揭牌

儀式。

■ 「騰飛創意」項目於意大利博洛尼亞兒童圖書

展設立「香港館」，開幕禮邀得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副代表

蔡敏君女士、2014博洛尼亞兒童圖書展展覽

總監 Marco Momoli 擔任主禮嘉賓，趙國柱

會長代表辦方致辭，任德聰副會長和任澤明

副會長也參與儀式。

3月27日 

■ 本會 BUD 項目「香港印刷業升級轉型專題

研討會系列」研討會在廣州舉行，分享題目

「印刷業人才隊伍管理」及「印刷業『快速

回應』管理模式」。

3月28日 

■ 馮文清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香港知專設計學

院的獎學金評審會議。

3月29日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舉行獎學金頒獎典禮，馮

文清副會長代表本會頒發「香港印刷業商會

獎學金」予獲獎學生。

4月3日 

■ 本會 BUD 項目「香港印刷業升級轉型專題

研討會系列」在深圳舉行，分享兩個題目為

「印刷數碼化服務創新」及「印刷業自動化

應用策略」，蘇華森副會長擔任講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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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 

■ 本會 BUD 項目「香港印刷業升級轉型專題

研討會系列」在香港舉行，分享了「印刷業

『快速回應』管理模式」及「印刷業數碼化

服務創新」。

4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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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4日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

由任德聰副會長主持，趙國柱會長、何家鏗

永遠榮譽會長、劉海東名譽會長、羅志雄名

譽會長、梁兆賢副會長、謝葆德副會長、吳

競輝副監事長、劉文邦理事皆出席。

■ 本會舉行第38屆第13次常務理事會議及理

監事聯席會議，並在晚宴上為4月生日會員

慶祝。

4月15日 

■ 楊國強副會長在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的政改

諮詢會上表達印刷界意見。

■ 馮文清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香港知專設計學

院傳意設計及數碼媒體系獎學金頒獎禮。

4月17日 

■ 任德聰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及馮文清副會

長出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80周年誌慶酒會

暨晚宴。

4月22日 

■ 謝葆德副會長及劉文邦理事在印刷媒體專業

人員協會「 CEO 對話」活動上作分享嘉賓，

劉海東名譽會長擔任主持人。

4月25日 

■ 葉裕彬永遠榮譽會長代表本會出席標準工時

委員會諮詢座談會。

4月27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出席台灣外貿協會的接

待午宴，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

會陳金茵會長一行也參與。

4月28日 

■ 馮文清副會長代表本會參與香港國際印刷及

包裝展交流午宴。

■ 本會在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上舉辦「印刷

商與客戶如何有效實踐印刷標準化」研討會，

馮文清副會長擔任演講嘉賓之一，趙國柱會

長、明公榮理事、陳振權理事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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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國柱會長出席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交流

酒會，並代表本會上台參與祝酒儀式。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

及吳競輝副監事長出席資歷架構印刷及出版

業諮詢委會能力標準說明編撰專責小組第六

次聯席會議。

5月7日 

■ 趙國柱會長及梁兆賢副會長舉辦慰勞宴，以

答謝各方全力籌備4月舉行的「職」學創前

路職業訓練局及香港印刷業商會合作備忘錄

簽署儀式，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及任德聰副

會長也參與。

5月13日 

■ 楊金溪會長出席力嘉創印節開幕式。

■ 澳門印刷業商會周紹湘會長率領一行廿多位

會員來港考察，本會安排團員參與印刷科技

研究中心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何家鏗永遠

榮譽會長及羅志雄名譽會長參與接待午宴。

5月15日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行清潔生產伙伴計劃商

會諮詢會，楊金溪會長聯同中華商務、新洲

及中編代表出席。

5月16日 

■ 劉文邦理事的 AO Vertical 展廊舉行「神筆

馬良」攝影展開幕禮，梁兆賢副會長應邀出

席。

圖：P1300168

5月18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參加在深圳舉行的贛州

國家印刷包裝產業基地推介會。

5月19日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於下午召開執行委員

會會議，由任德聰副會長主持，趙國柱會長、

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羅志雄名譽會長、梁

兆賢副會長、馮文清副會長、劉文邦理事皆

參與會議。

■ 趙國柱會長、梁兆賢副會長及馮文清副會長

於下午出席本會宣傳小組會議。

■ 本會舉行第38屆第14次常務理事會議及理

監事聯席會議，並慶賀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

榮獲「傑出成就獎—印刷界」，同時為5月

生日會員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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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 趙國柱會長、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羅志雄

名譽會長、任德聰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

馮文清副會長出席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

「突破平面框框，走進3D 世界」Happy Hour

交流聚會。

5月21日 

■ 湖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張良成局長一行八人

到香港考察，趙國柱會長、楊金溪永遠榮譽

會長、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任德聰副會長

及梁兆賢副會長參與接待。

5月23日 

■ 謝鐵城理事出席職業安全健康局印刷出版資

訊及通訊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2014/15年度

第一次會議。

5月26日 

■ 葉裕彬永遠榮譽會長及黃永祥理事與香港鶴

山同鄉會商討本會大廈消防工程。

6月3日 

■ 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任德聰副會長、蘇華

森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及馮文清副會長出

席職業訓練局印刷及出版業訓練委員會會議。

6月6日 

■ 香港青年技能大賽2014啟動禮舉行，任德聰

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及馮文清副會長應邀

出席。

6月11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出席中國印刷及設備器

材工業協會理事長會議。

6月12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參加中國國際標籤展開

幕式。

6月16日 

■ 趙國柱會長、任德聰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

馮文清副會長及楊國強副會長於下午出席本

會宣傳小組會議。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於下午召開執行委員

會會議，由任德聰副會長主持，趙國柱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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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兆賢副會長、馮文清副

會長、楊國強副會長、吳競輝副監事長、劉

文邦理事皆參與會議。

■ 本會舉行第38屆第15次常務理事會議及理

監事聯席會議，並在晚宴上為6月生日會員

慶祝。

6月19日 

■ 馮文清副會長與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會面，就

本會向公眾推廣印刷業的項目商討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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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 

■ 本會與香港工業總會第16組（印刷、書籍釘

裝及紙製品）合辦的「2014香港印刷界東莞

考察團」反應熱烈，加位後亦已迅速額滿，

超過60位印刷同業踴躍參與，反應熱烈。感

謝東莞石華堂紙品印刷廠、東莞新洲印刷有

限公司、東莞大朗中編印刷廠、東莞市外事

僑務局、東莞市松山湖管委會、國家紙製品

質量監督檢驗中心的熱情接待。

6月25日 

■ 趙國柱會長、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

永遠榮譽會長及梁兆賢副會長接待西安經濟

技術開發區領導，交流兩地行業情況，並宴

請晚膳。

6月27日 

■ 香港青年技能大賽開幕，任德聰副會長及馮

文清副會長出席了開幕禮，劉海東名譽會長、

羅志雄名譽會長、梁兆賢副會長及吳競輝副

監事長也到場參觀。

■ 本會擔任支持單位的印刷業高效「排程至出

貨」監控資源調配研討會順利舉行。

7月2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出席中國印刷技術協會

七屆八次常務理事會和七屆五次理事會議。

7月3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出席上海印刷周開幕式。

7月4日 

■ 本會與香港出版總會合辦的「騰飛創意」項

目大中華區書展業界簡報會在本會會所舉行。

7月8日 

■ 謝葆德副會長代表本會於卓越培訓發展中心

（印刷業）獎學金頒發典禮上頒獎予「香港印

刷業商會獎學金」的獲獎學生。

■ 香港工業總會舉行第54屆會員周年大會晚

宴，除蘇華森副會長及謝葆德副會長外，趙

國柱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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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德聰副會

長、梁兆賢副會長及楊國強副會長皆應邀出

席。

7月9日 

■ 趙國柱會長及任澤明副會長出席「騰飛創意」

項目大中華區書展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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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 

■ 任德聰副會長及梁兆賢副會長出席香港知專

設計學院 Transmedia 研討會的準備會議。

7月18日 

■ 趙國柱會長及馮文清副會長出席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 Transmedia 研討會。

■ 香港紙業商會舉行四周年會慶，趙國柱會長

代表本會到場慶賀。

7月19日 

■ 趙國柱會長、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蘇華森

副會長、葉淦誠理事、吳聲陽理事、宗第理

事、葉淦祥理事參加「力嘉•東莞橋頭環保

包裝印刷產業園奠基儀式」。

7月21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代表本會出席「騰飛創

意」項目大中華區書展評審會議，何家鏗永

遠榮譽會長及岑耀南理事擔任評審。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於下午召開執行委員

會會議，由任德聰副會長主持，趙國柱會長、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

羅志雄名譽會長、梁兆賢副會長、馮文清副

會長、楊國強副會長、劉文邦理事皆參與會

議。

■ 本會召開2014年度會員大會。

■ 本會舉行第38屆第16次常務理事會議及理

監事聯席會議，並在晚宴上為7月生日會員

慶祝。

7月22日 

■ 梁兆賢副會長代表本會到工貿署出席會議，

向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進口管理司張曉瑩

處長爭取印刷界於 CEPA 框架獲得開放措施。

7月23日 

■ 趙國柱會長、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劉海東

名譽會長、任德聰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

馮文清副會長、劉文邦理事出席印刷媒體專

業人員協會交流午宴。

7月31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參加2014年香港出版印

刷唱片界全國書市高層訪問團。

8月4日 

■ 梁兆賢副會長於「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家

長日上，向有意參與本計劃的學生及家長介

紹行業現況及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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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 

■ 趙國柱會長及任澤明副會長出席「騰飛創意」

項目大中華區傳媒午宴，「創意香港」廖永亮

總監在宴會上致辭，邀得約20個媒體代表出

席。

8月12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及蘇華森副會長與駐粵

辦鄧家禧主任共晉晚膳。

8月15日 

■ 「騰飛創意」項目「香港館」參加南國書香

節，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及任澤明副會長出

席「香港館」揭幕禮及駐粵辦傳媒午宴。

■ 趙國柱會長、葉裕彬永遠榮譽會長、任德聰

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楊國強副會長、黃

永祥理事、岑耀南理事、倫國偉理事、明公

榮理事、林振洽理事參加香港印刷業工會創

會77周年晚宴。

8月17日 

■ 本會呼籲會員參加「8．17和平普選大遊行」，

當日趙國柱會長、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羅

志雄名譽會長、任德聰副會長、蘇華森副會

長、梁兆賢副會長、楊國強副會長、倫國偉

理事、林振洽理事與會員一同參與。

8月18日 

■ 本會向業界推廣的「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

舉行招聘會。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於下午召開執行委員

會會議，由任德聰副會長主持，趙國柱會長、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

羅志雄名譽會長、梁兆賢副會長、謝葆德副

會長、馮文清副會長、楊國強副會長、劉文

邦理事皆參與會議。

■ 本會召開宣傳小組會議，趙國柱會長、任德

聰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謝葆德副會長、

馮文清副會長、楊國強副會長出席。

■ 本會舉行第38屆第17次常務理事會議及理

監事聯席會議，並在晚宴上為8月生日會員

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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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 

■ 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劉海東名譽會長、梁

兆賢副會長、謝葆德副會長、馮文清副會長、

劉文邦理事出席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交流

午宴。

8月22日 

■ 趙國柱會長出席「騰飛創意」項目歐洲區書

展業界簡報會，向出版印刷同業介紹新一年

度的項目安排。

8月25日 

■ 本會向業界推廣的「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

舉行簽約儀式，共有10家印刷企業成功配對

學徒。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制發展座談會。

8月27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接受東莞報業集團採訪。

8月28日 

■ 「騰飛創意」項目參加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

「香港館」揭幕禮於上午舉行，邀得國家新

聞出版廣電總局黨組書記副局長蔣建國先生、

香港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太平紳士、香港特

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署理副主任張越女士及

「創意香港」辦公室助理總監朱蔡鳴鳳女士擔

任主禮嘉賓。

■ 本會和香港出版總會與馬逢國議員及「創意

香港」辦公室朱蔡鳴鳳助理總監共晉午膳，

反映行業最新發展情況。

■ 梁兆賢副會長於下午接待「創意香港」辦公

室朱蔡鳴鳳助理總監及戚芷筠經理參觀北京

華聯印刷有限公司，介紹港資印刷企業在內

地的經營情況。

8月30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在「肇慶、雲浮地區綠

色印刷宣講會」擔任主講嘉賓。

9月3日 

■ 趙國柱會長、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任德聰

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馮文清副會長、吳

競輝副監事長、劉文邦理事出席印刷媒體專

業人員協會交流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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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 

■ 梁兆賢副會長協助「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

宣傳短片的拍攝工作。

9月10日 

■ 劉海東名譽會長及岑耀南理事參與「騰飛創

意」項目歐洲區書展的評審工作。

■ 「騰飛創意」項目歐洲區書展籌委會召開會

議，趙國柱會長、任德聰副會長及梁兆賢副

會長皆出席。

9月11日 

■ 王德成理事協助「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宣

傳短片的拍攝工作。

9月11日至12日 

■ 趙國柱會長及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到中山出

席中華印製大獎董事會會議，並考察橫琴地

區。

9月15日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於上午召開執行委員

會會議，中午舉行會員大會和午餐演講會，

趙國柱會長、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劉海東

名譽會長、任德聰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

謝葆德副會長、馮文清副會長、楊國強副會

長、吳競輝副監事長、劉文邦理事皆參與。

■ 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代表本會出席2015中國

（廣州）國際印後加工及包裝技術設備展新聞

發佈會。

9月16日 

■ 馮文清副會長代表本會擔任香港數碼印刷大

獎評審。

9月16日至21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及楊國強副會長參與在

上海浦東幹部學院舉行的香港出版印刷唱片

界第八屆國情研修班。

9月17日 

■ 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劉海東名譽會長、任

德聰副會長、梁兆賢副會長、馮文清副會長、

吳競輝副監事長、劉文邦理事出席印刷媒體

專業人員協會交流午宴「香港國際攝影節巡

禮」。

9月18日至19日 

■ 楊金溪永遠榮譽會長到南京參加2014印刷經

理人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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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 

■ 趙國柱會長出席「騰飛創意」項目歐洲區書

展參展商簡報會，並主持抽簽儀式。

■ 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行香港中小企商會交流晚

宴，趙國柱會長代表本會出席。

9月22日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於下午召開執行委員會

會議，由任德聰副會長主持，趙國柱會長、楊

金溪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羅

志雄名譽會長、梁兆賢副會長、馮文清副會

長、楊國強副會長、劉文邦理事皆參與會議。

■ 香港貿易發展局歡送林天福總裁酒會於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羅志雄名譽會長及梁兆

賢副會長出席。

■ 本會舉行第38屆第18次常務理事會議及理

監事聯席會議，並在晚宴上為9月生日會員

慶祝。

9月23日 

■ 「騰飛創意」項目歐洲區書展傳媒午餐會邀得

馬逢國議員及「創意香港」辦公室朱蔡鳴鳳

助理總監出席，趙國柱會長、任德聰副會長、

梁兆賢副會長及任澤明副會長向傳媒介紹行

業最新發展和「騰飛創意」項目。

■ 趙國柱會長、葉裕彬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

永遠榮譽會長、羅志雄名譽會長、楊國強副

會長、吳競輝副監事長及林振洽理事出席香

港出版印刷唱片界慶祝國慶晚會。

10月4日 

■ 葉思源理事出席香港印刷業投資協會九周年

晚宴。

10月6日 

■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召開就職典禮籌備會

議，馮文清副會長、楊國強副會長及吳競輝

副監事長出席。

10月8日至12日

■ 「騰飛創意」項目「香港館」參加法蘭克福

書展，趙國柱會長、任德聰副會長、謝葆德

副會長、任澤明副會長及劉文邦理事出席揭

幕典禮及相關活動。

10月8日、15日及16日

■ 本會借出會所予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舉辦

「正向領導學」創建快樂高效業績工作坊。

10月9日 

■ 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及劉海東名譽會長應邀

出席本會會員瑞士銀行50周年暨新任 CEO

慶典酒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