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印刷業商會不經不覺走過了四分之

三個世紀，這75年來一直與業界茁壯成

長、與時並進，成為本港最具代表性的

印刷業組織。2014年11月10日，來自

海內外逾400位政府官員、協會代表、

行業翹楚及各界友好歡聚香港 JW 萬豪

酒店，慶賀商會鑽禧。典禮更非常榮幸

邀得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曾俊華司長、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楊健副主任、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

局黃小玲局長、吳康民大紫荊勳賢和香

港特區政府馬逢國議員擔任主禮嘉賓，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蘇錦樑

局長亦蒞臨酒會道賀。

■ 理監事熱情
迎接貴賓蒞臨。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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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齊賀香港印刷業商會成立75周年

曾俊華司長、楊健副主任、黃小玲局長

吳康民大紫荊勳賢、馬逢國議員主禮



理監事熱情接待
讓來賓感到賓至如歸
慶典之前，商會理監事早已到達會場，準備就緒，分別

在酒店入口、迎賓處、貴賓室恭候各地來賓光臨。傍晚

六時，嘉賓陸續抵達，簽名及留影紀念，閃光燈閃個不

停；轉瞬間，酒會場地已十分熱鬧，各方友好熱情問候、

互訴近況；中港兩地媒體皆到場採訪報道。

■ 傳媒記者在酒會期間已到場。

■ 理監事於貴賓
室與主禮嘉賓及其
他主要來賓交流聯
絡，並分享印刷業
的最新情況。

■ 眾多嘉賓到達
酒會，非常熱鬧。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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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司長、楊健副主任、黃小玲局長



鑽禧慶典
儀式簡單而隆重
隨著主要嘉賓及理監事首長步入禮堂，商會75

周年慶祝晚會正式開始。全體來賓肅立，以奏

國歌儀式揭開晚會的序幕。

趙國柱會長：

同心協力乘風破浪75載

趙國柱會長首先歡迎眾來賓撥冗出席慶祝晚會。

他回顧商會在1939年的動盪時代成立，是為了

在艱難的日子裡凝聚印刷業；1947年戰後復會，

與「 活版 」和「 石印 」兩個印刷業工會簽訂勞

資協約，為日後行業融洽的勞資關係打下良好

的基礎；1954年，商會配合政府實施「 勞工補

恤法例 」，減輕會員負擔而成立聯保部，進一步

提倡商會的互助團結精神。此外，商會早年買

地興建會所、設立獎學金、協助籌建中國印刷

博物館、為各地賑災籌款等等，這全都是業界

齊心奉獻的成果。

歷史悠久的商會亦帶領行業與時並進。1999年，

商會聯同職業訓練局創立「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

（以下簡稱 APTEC），促進行業數碼化。2005年

為配合政府的「 資歷架構 」，商會發起與行業

工會、學院、學會等成立「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

協會 」，共同推動行業專業化。近年業界面對重

重挑戰，商會充分利用政府資助，鼓勵印刷業

走創意、環保、標準化之路。

商會一向都是業界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積

極反映行業訴求，香港和中國政府都多次肯定

香港印刷業的地位和成就。商會亦很重視促進

兩岸四地印刷業的溝通合作，經常舉辦粵港澳

以至整個大中華地區的交流研討活動。

趙國柱會長更提及商會的 logo，其設計以兩個

圓組成，內圓是軸心，象徵商會是同業凝聚的

核心，外圓則寓意香港印刷業充滿活力，生生

不息。他期望商會和業界，繼續秉承印刷業多

年來團結齊心的精神，眾志成城，攜手共建世

界印刷中心。

■ 商會趙國柱會長期
望商會和業界繼續秉
承香港印刷業多年來
團結齊心的精神，乘
風破浪，奮力前進。

■ 趙國柱會長帶領
主要嘉賓及理監事入
場，晚會正式開始。

■ 全體來賓肅立，奏起莊嚴的國歌。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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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司長：

業界成就及商會貢獻無庸置疑

曾俊華司長致辭時表示，香港是全球四大印刷

中心之一。出版和印刷業是本港創意產業第二

大界別，每年為香港合共貢獻增加價值約140

億元，就業人數達44,000多人。業界致力為客

戶提供優質的服務、研究和開發新的印刷技術，

並積極將創意融入印刷之中。因此，香港的印

刷品在不同國際大獎中屢獲殊榮。

他又提及，國家自2012年至今已經公布三批共

82家「 國家印刷示範企業 」，當中11家是港資

印刷企業，足以證明香港印刷業的競爭力。香

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支持印刷業，自2011年

起，政府透過「 創意香港 」的「 創意智優計劃 」

資助香港印刷業商會和香港出版總會，在大中

華地區及歐洲的大型書展中設立「 香港館 」，

推廣香港印刷和出版業的優秀作品和服務，進

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出版和印刷中心的地位。

最後，他表揚了商會的成就，指出商會成立75

年以來，一直努力不懈，推動行業的發展，培

育人才，並且提供研究、測試和培訓服務，不

斷提升本港印刷業的競爭力。憑藉商會和印刷

同業多年來建立的根基，香港印刷業的發展將

會繼續邁步向前。

楊健副主任頒發
「傑出印刷企業家獎」予
金杯印刷楊金溪董事長

典禮上，商會邀請了楊健副主任頒發「 傑出印刷

企業家獎 」。這個獎項由香港印刷業商會主辦，

每五年頒發一次。香港的印刷業歷史悠久，一直

推動各行各業發展，對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的作

用；不少同業多年來默默耕耘，不單為經營的企

業取得卓越成就，更對印刷界、以至社會大眾作

出貢獻。因此，「 傑出印刷企業家獎 」旨在表揚

傑出的印刷企業家，對其成就予以肯定。

經過2014年的公開提名及評選後，這次大獎由

金杯印刷有限公司楊金溪董事長獲得。楊金溪董

事長投身印刷行業45載，是成功的企業家、管

理者、技術創新者，從20歲到花甲之年，始終

扎根在其摯愛的印刷行業。他一手創立的金杯印

刷在業界享有名聲，因堅持不懈地追求和鑽研頂

尖印刷技術、慧眼踐行綠色印刷多年，令他在行

內素有「 技術偏執狂 」和「 綠色先行者 」的美譽。

近年，他透過在香港和內地的各項重要公職，致

力推動中港兩地印刷業的發展，成績有目共睹。

他這次成為「 傑出印刷企業家獎 」的得主，確是

實至名歸。

楊金溪董事長分享了獲獎的感受，並衷心感謝各

方的支持及信任，往後仍將不遺餘力地貢獻業

界，協助同業朝著創新、環保的方向升級轉型。

■ 曾俊華司長肯定了香港印
刷業的成就和商會的貢獻。

■ 全體來賓肅立，奏起莊嚴的國歌。

■ 楊健副主任頒發「 傑出印刷
企業家獎 」予金杯印刷楊金溪
董事長，表揚其卓越成就。

▼ 楊金溪董事長感謝
各方支持及信任。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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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小玲局長：

粵港印刷業進一步緊密合作

黃小玲局長在致辭中表示，75年來，香港印刷

業商會致力推動粵港兩地印刷業的交流與合作，

為兩地經濟文化繁榮、傳播中華優秀文化作出

了重要貢獻。

近年來，商會及香港印刷業同仁積極響應國家

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廣東省委省政府的領導，

已成為廣東建設文化大省和經濟強省的一支重

要力量。當前，在 CEPA 和粵港澳合作聯席會

議制度的指引和合作協議框架下，她指出粵港

兩地印刷業合作的力度、廣度、深度必將進一

步得到加強，並將進一步鞏固產業優勢互補的

成果。

最後，她表示期望商會繼續發揮自身優勢，與

時並進，進一步加強粵港兩地印刷業的合作，

並促進廣東印刷業的綠色發展，推動行業轉型

升級。

多家港資印企

成為「國家印刷示範企業」

商會一直向內地政府爭取能夠推出為外資印刷

企業「 鬆綁 」的政策，給予香港同業「 國民待

遇 」。2011年，香港出版印刷界代表團拜會總

署後，總署於同年12月印發了《國家印刷複製

示範企業管理辦法》，明確提出到「 十二五 」期

末，在全國建立大約100家國家印刷示範企業，

並且首次提出，中外合資合作印刷示範企業，

允許外方控股，突破了以往這類企業必須由中

方控股的要求，讓外資印刷企業能夠解除制肘，

也代表了國內開啟了港資印刷企業享受「 國民

待遇 」的窗戶，意義重大。

自2012年至今，約有十家港資企業獲內地政府

選為「 國家印刷示範企業 」，這些企業的代表

都出席了這次慶典，並安排與五位主禮嘉賓合

照留念，以示表揚。

■ 黃小玲局長期望商會繼
續發揮自身優勢，進一步加
強粵港印刷業的合作。

■ 主禮嘉賓曾俊華司長（右七）、楊健副主任（右六）、黃小玲局長（右五）、吳康民大紫荊勳賢
（左七）及馬逢國議員（左六）與港資「國家印刷示範企業」代表合影。2012年第一批示範單位
（左一至左五）：鴻興印刷（中國）有限公司、鶴山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批示範企業（右四
至右二）：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東莞雋思印刷有限公司、北京利豐雅高長城印刷有
限公司；2014年第三批示範企業（右一）：東莞中編印務有限公司。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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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策略伙伴杯予職業訓練局

感謝與商會四十年合作無間

趙國柱會長藉此慶典頒發策略伙伴杯予職業訓

練局（以下簡稱 VTC），以感謝 VTC 40年來與

商會合作無間，由 VTC 尤曾家麗執行幹事代表

接受。

VTC 印刷及出版業訓練委員會主席、商會副會

長任德聰先生上台分享了雙方多年來攜手努力

的成果。雙方的合作始於1973年，商會向 VTC

建議成立印務系，並成功開辦了首個印刷證書

課程及推出學徒訓練計劃。一直以來，商會理

監事在 VTC 的多個委員會中都擔任重要的角

色。為了支持行業新血的培育，商會早於40年

前就設立了獎學金予就讀印刷課程的學生，至

今，商會已資助了多名 VTC 高級文憑畢業學生

持續進修印刷學位課程，近年更促成了 VTC 與

武漢大學的合作。

1999年，商會與 VTC 成功獲得創新科技署的

資助，成立了 APTEC，帶領印刷企業轉型，提

升從業員技術。現時 APTEC 是商會轄下的機

構，並且有 VTC 支持，以自負盈虧的方式持續

營運。此外，自2001年起，商會鼎力支持由政

府推出的技能提升計劃，印刷業更是首批推行

計劃的行業之一，而 APTEC 亦成為重要的培訓

機構。

2007年，APTEC 榮獲大中華區印刷標準化獨

家培訓及認證機構，藉此平台， APTEC 與 VTC

的教師代表獲委任為 ISO TC130的中國專家，

為全球制訂印刷標準，成功取得了一個世界席

位。2011年、2013年及2014年，商會與香港

知專設計學院合作舉辦了國際性研討會，並獲

「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 」資助。多來的緊密合

作讓商會於2007年及2012年均先後獲得 VTC

「 策略伙伴 」殊榮，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更獲頒

「 職業訓練局榮譽院士 」。

商會十分支持 VTC 於今年2014年推出的「 職

學創前路先導計劃 」，吸納更多的年青人加入歷

史悠久的印刷業。任德聰副會長表示，商會深

信40多年與 VTC 的合作關係，會持續讓香港

印刷業在國際上繼續保持領先的地位。

■ 職業訓練局印刷及出版業
訓練委員會主席、商會任德
聰副會長分享了商會與職業訓
練局40年來的合作成果。

■ 趙國柱會長頒發策略伙伴紀念座予職
業訓練局尤曾家麗執行幹事（右三），以
感謝職業訓練局40年來與商會合作無間，
並邀請曾俊華司長、楊健副主任、楊金
溪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及
任德聰副會長也上台見證。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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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廣源監事長致祝酒詞，祝願商會
不斷向前，會務蒸蒸日上，印刷業欣
欣向榮，同業攜手再創輝煌。之後，
台上台下所有來賓熱烈地碰杯齊賀。

切餅舉杯同慶賀  祝願會務更上層樓

香港印刷業商會

014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97

行業專題

▲ 全體理監事上
台，與主禮嘉賓
及各地主要機構
代表拍照留念。

 五層高的生日
蛋糕，寓意商會
會務及印刷業發
展更上一層樓。



慶典圓滿舉行
全賴各方鼎力支持
慶祝晚會筵開近40席，盛面盛大。商會藉

著晚會的機會，感謝贊助商的鼎力支持，逐

一送上紀念品致意。

鑽石贊助商

黃金贊助商 銀贊助商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高寶印刷機械（香港）有限公司 中編印務有限公司

海德堡香港有限公司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銅贊助商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兆迪技術有限公司

大興油墨化工（香港）有限公司

大日本網屏（中國）有限公司

大鵬油墨廠有限公司

小森香港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凸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BookFreight

柯達（中國）有限公司

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

永發印務有限公司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曼羅蘭（香港）有限公司

鴻興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華威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永經堂印刷有限公司

石華堂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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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友好遠道而來
商會送上紀念品致意

晚會期間，各個環節一個緊扣一個，舞台

幾乎沒有停下來的一刻。當晚不少嘉賓遠

道而來，有些甚至帶來賀禮，商會各首長

向每個單位致送紀念品，以表答謝。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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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澳門印刷業商會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 湖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中國印刷技術協會 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研究所

深圳市文體旅遊局 珠海市文化體育旅遊局東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佛山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中山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江門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廣東省印刷複製業協會佛山市順德區文體旅遊局 廣州市出版印刷行業協會 深圳市印刷行業協會

深圳市印刷學會 珠海市印刷協會東莞市出版印刷業協會 中山市印刷包裝行業協會 江門市印刷業協會

佛山市順德區印刷包裝業協會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佛山市禪城區印刷協會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印務商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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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酒佳餚齊盡興  歡聲笑語響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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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友好群策群力  衷心致以無盡感謝

■ 採用封套式分冊設計的商會75
周年紀念特刊，由本地著名設計師
劉小康先生設計，並由靳劉高創意
策略及 AOMM CREATIVE 製作，
宏亞印務贊助印刷，花紋紙業及興
泰行贊助紙張。

■ 商會75周年專題文稿在慶祝晚會當
天於《香港經濟日報》及《明報》以
顯著篇幅刊登，藉此向公眾推廣香港
印刷業的環保及創新成果，並介紹商
會會務。衷心感謝各會員及友好機構
刊登祝賀廣告，使專輯生色不少。

■ 參加75周年慶祝晚會的
來賓，都會獲贈一本精美的
筆記簿，以充滿生氣的橙色
為軟皮封面，壓上商會標
誌，美觀實用，由永經堂設
計及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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