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中国（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

展 后 报 告

备受业界瞩目的“第四届中国（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Print

China 2019）于 2019年 4月 9—13日在中国广东省东莞市隆重举行。

本届展会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以及广东省和东莞市等地

方政府主管部门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在我国各省市及港澳台印

刷包装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在海内外广大参展商和采购商的热烈响应

和积极参与下，深入诠释现代印刷，全面展示行业风采，圆满实现了

举办一届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信息化高水平世界印刷大展的预

期目标，为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印刷产业在新形势下，积极应对

挑战，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巨大成功。

本届展会以“ 智能引领，融合创新，服务转型，绿色发展”为

主题,以“立足湾区，对接海丝，依托全国，辐射世界”为市场定位，

以支撑和引领我国印刷产业在新时代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为导向，

全面展示了当代国际印刷产业的总体发展趋势，最新市场需求和前沿

技术动态，生动表现了世界印刷产业在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下的崭新

风貌和勃勃生机，为海内外广大参展商和采购商无缝对接有效交流，

搭建了全景式直观展示窗口和高效能商贸交易平台。展会总展出面积

达 14万平米,占用了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全部场馆。

本届展会参展企业 1,268 家，来自世界上 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海外展商约占 18.38%。展会期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等地区



的印刷包装协会、各类印刷企业及广大印刷媒体共组织各自所在地区

买家团 136 个；各国印刷包装协会、贸促机构及海外各大印刷企业共

组织来自世界各国的买家团32个,展会总计接待海内外买家团168个。

加上海内外自行分散来华参观考察的专业观众和采购商，五天展期共

到场专业买家 200,062 人次，其中海外买家约占 22.78%左右。展会

汇聚了世界印刷装备制造业几乎全部一线品牌厂商，全面展示了代表

当代国际印刷产业最高水准的各类印刷设备、印刷器材、印刷耗材以

及各种最新推出的印刷解决方案，为广大海内外专业买家提供了一场

代表世界印刷巅峰技术和顶级产品的饕餮盛宴。

据初步统计，本届展会贸易成交额逾 66 亿元人民币，比上届递

增10%以上，展会现场人潮涌动，贸易洽谈十分火爆。“PrintChina 2019”

不仅在规模和效益上全面超越上届水平，而且在一些重要经济技术指

标上也已经与“China Print 2017”相比肩，跃升为仅次于德国 Drupa

的世界印刷大展，成为 2019 年度全球规模最大、品质最高、成效最

好、影响最广的世界级印刷行业盛会。

展会期间组委会及各大参展企业还在海内外广大业内人士的大

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先后举办了包括“第四届国际印刷技术发展论

坛”（Forum-PT）、“首届中国印工协科学技术/专利奖暨中国印机行业

十大工匠颁奖典礼。”、“中国数字印刷高峰论坛”、“2019 国际标签创

新技术高峰论坛”、“智能引领，创新发展暨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

“出版物印刷企业 VOCs 排放管控与治理策略研讨会”、“2019 国际色

彩管理论坛”以及“亚洲印刷展览联盟 2019 年会”、“亚太日”、“中



韩印刷界联谊会”等重要活动在内的 70 多场丰富多彩的行业表彰、

专题研讨、国际联谊和各种技术交流活动，进一步彰显了展会的国际

视野、高端品味和学术内涵，为世界印刷产业和印刷技术进一步向高

质量跃升提供了市场动力，指引了前进方向。

一、 展会规模空前，市场反响热烈

本届展会以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为导向，以推动我国印刷产业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以为展商和买家提供专业、优质、高效服务为宗旨，

参展商报名火爆，占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全部场馆。

为了全面系统展示当前国际印刷产业设备类别和产业全貌,并方

便广大采购商参观考察和交易采购，本届展会严格遵循以展品类别划

分展馆的展示原则，精心设计和规划了“数字印前”、“印刷设备”、

“印后加工”、“包装印刷”、“标签印刷”、“广告喷绘”、“瓦楞纸箱”、

“网印印花”、“器材耗材”、“综合配套”等十大主体展示板块。上述

板块除了全面展示印刷设备、印刷器材、印刷耗材等各类行业主体产

品外，还广泛涵盖了与印刷产业密切相关的印刷教育、印刷科技、印

刷培训、印刷贸易、印刷租赁、印刷测试、印刷认证、印刷标准、软

件服务、图文档案、图像数据、咨询服务、工业设计、基础设施、运

输安装、知识产权、各类专业印刷媒体以及“2018 年中国印工协科

学技术”/ 专利奖获奖项目暨中国印机行业十大工匠先进事迹介绍”

等内容。这些板块清晰、有序地分布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各大场

馆之中，各国展商分别按照各自展品类别在上述主体板块中陈列展品，

展示形象，供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和专业观众参观考察，交易采购。



由于规划科学合理，导示清晰明确，服务细致周到，尽管五天展期人

气爆棚，贸易洽谈购销两旺，但展会现场忙而不乱，参观人流井然有

序，受到参展商和采购商的一致好评。

在科学规划展会主体展示板块的同时，为了更形象、直观地反映

和介绍当代世界印刷产业与现代信息技术互动嫁接，融合发展的各类

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趋势，组委会还专门在 6号馆二层规划

建设了占地约 1,000 平米的“绿色创新主题公园”。在园区中打造了

涵盖当前世界印刷产业前沿高端技术的五大主题专区，分别为：绿色

印刷及 VOCs 综合治理专区；互联网+印刷平台专区；智能机器人+印

刷展示专区；柔性显示屏+纳米印刷专区；AR/VR 显示技术+3D 彩印专

区；供广大受众近距离触摸和探讨当代世界印刷产业前沿技术的最新

发展方向。由于绿色创新主题公园的展示内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和

普适性等特点，每天吸引了大批专业观众前往参观考察、交流洽谈，

气氛十分热烈。

展会现场人流如织，气氛热烈，交易火爆，购销两旺。柯尼卡

美能达（中国）销售系统统括部部长李刚先生表示：“Print China

2019”盛况空前，规模庞大，观众数量非常可观。我们深信“广

印展”的力量和价值，未来将会继续与主办单位携手共进，不断

为行业提供更多精美的印刷设备和优质的印刷解决方案。” 温

州光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郑明楷总经理兴奋地告诉记者：“此次

展会收获颇丰，其中海外订单约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我们邀请

自己企业的全球客户都来中国东莞参观考察，他们均所获过望，



收获颇丰。“Print China 2019”非常棒，下届展会我们一定会

继续盛装出席！”

二、全球名企云集，新品熠熠生辉

1.世界名企共襄盛举

本届展会行业巨头云集，新锐技术频现，高端产品荟萃，世界知

名印刷设备器材制造商几乎全部大面积参展。

传统胶印设备制造领域参展的代表性企业主要有海德堡、高宝、

小森、嘉和顶新、大族冠华、上海紫明等；

数字印刷及印前设备器材制造领域参展的代表性企业主要有：惠

普、柯尼卡美能达、富士施乐、富士胶片、爱立信、爱普生、理光、

柯达、方正电子、杭州科雷、乐凯华光、艾司科、康尔达、德拉根等；

印后书刊加工设备制造领域参展的代表性企业主要有：深圳精密

达、平湖英厚、MBO 等；

包装印刷设备制造领域参展的代表性企业主要有：天津长荣、博

斯特、温州华岳、劲豹、天岑（华威）、正润、国望、正博、光明、

大元、浩友夫、浩勒、好利印、凯玛、晟图、鸿铭、力顺源、盐城宏

景、旭恒、财顺、荣健、豪盛等；

标签印刷设备制造领域参展的代表性企业主要有：炜冈、博泰、

万捷、源铁、鸿盛、中特等；

丝网印刷设备制造领域参展的代表性企业主要有：劲豹、东远、

丝彩特、科精诚、岗艺、景望、海韵等；

器材和耗材生产领域参展的代表性企业主要有：乐凯华光、杭州



科雷、强邦、ESKO、库尔兹、博星、天津东洋、杭华、坂田、迪爱生、

中益油墨、嘉宝莉、鸿盛数码等；

印刷检测设备领域参展的的代表性企业主要有：凌云光、华夏视

科等；

展会汇聚了当代世界印刷装备制造业的几乎全部老牌知名厂商、

创新后起之秀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我国本土的一

线骨干企业。

2.高端产品同场炫技

本届展会全方位、大视角、全景式地展示了代表当代国际印刷产

业最高发展水准的各类先进印刷设备、印刷器材和印刷耗材以及各类

印刷服务解决方案，五天展期各路精英同场炫技，协同创新，高手云

集，亮点频出。

其中海德堡展出的王牌胶印机—速霸 CD102-8+L UV 和可达到最

接近胶印印刷品质的生产型数字印刷机 Versafire EV；高宝展出的

利必达 106 八色带翻转及上光的对开旗舰机组和利必达 75 PRO 四开

胶印机；小森展出的 LITHRONE G40 七色单张纸胶印机和 Impremia

IS29 单张纸 UV 喷墨式数字印刷机；嘉和顶新展出的用于商务印刷和

书刊印刷的单叼口双面印刷机 1050TP-8；大族冠华展出的加装科雷

Ezc 版本的最新升级版筱原 92IVH 对开四色胶印机，适应行业发展，

反映市场需求，受到广大客户的热烈欢迎。

柯尼卡美能达展出的 Accuriolabel 230 标签数码印刷机；理光

展出的 RICOH Pro C9200 智匠版数字印刷机和新推出的 RICH Pro



L5130/L5160( 环 保 乳 胶 墨 水 宽 幅 打 印 机 ； 爱 普 生 展 出 的

SurePressL-6534VW 数码标签印刷机；视高迪展出的数码增效印刷机

Scodix Ultra101；方正电子展出的方正桀鹰喷墨智能生产线和方正

畅易智能检测软件系统，反映了数字印刷技术发展的最新发展趋势，

成为各国买家争相观摩采购的新热点。

博斯特展出的业内技术领先的 FULONG 111 50 A1 和 MEILONG 110

A2 等全自动多功能糊盒机以及备受欢迎的模切机 SP 106 ER。天津长

荣展出的 MK2920FF 双机组烫金机和 LC1060SF 激光模切机；MBO 展出

的 K70 高效组合式折页机；晟图展出的全自动数码上壳机—ST015D；

温州光明展出的 G系列高台高速智能覆膜机；平湖英厚展出的智能高

速天地盖生产线 Ly-HB2500CK 等众多新锐产品在传统性能上适应时

代发展，大幅提升了设备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受到市场广泛青睐。

以上设备和技术都是国内外各大印刷、印后和包装印刷设备制造

厂商的旗舰级高端产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全球首发，亚洲首发和

中国首发。这些参展设备和器材充分体现了当代国际印刷产业各领域、

各工序集智创新，厚积勃发的新思路，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成果，代

表了当代世界印刷装备器材制造领域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准，受到来

自世界各地广大客户的热情追捧。展会期间各大展位，交易火爆，捷

报频传，展出设备和器材的销售数量屡创新高。广大展商纷纷表示，

本届展会既是一次当代世界印刷行业全产业链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技

术发布会，也是一次覆盖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市场的高质量产销对接会，

技术交流深受启迪，贸易成果远超预期。



三、 跨界融合创新，智能引领潮流

大型国际印刷展会企业参展数量众多，产品覆盖专业广泛，行业

关注持久深入，素来被称为市场动向的晴雨表，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通过对本次展会展出情况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世界印刷产业在

技术发展方面正涌现出一些新特点、新动向和新趋势。

1.传统胶印设备仍为市场所追捧

海德堡印刷设备（北京）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谭浩辉表示，

海德堡这次参展效果非常好，已经签约了 50 多家客户。其中除了中

国大陆客户外，还广泛接触到了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

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客户。海德堡本次签约的设备广泛

涵盖速霸胶印机、斯塔尔全自动折页机、波拉高速切纸机以及生产型

数字印刷机等。但售出设备中主要还是以海德堡传统胶印机速霸居多。

已售速霸胶印机，包括：CD102-4+L 、CD102-5+L、CD102-6+L、

CD102-7+L、CD102-8+L 等多种型号。众所周知，速霸是海德堡出道

多年并不断升级的老牌胶印机，但由于设计先进、功能齐备、品质优

良，价格合理，适用性广泛等优点，一直受到市场热烈追捧和广泛欢

迎。

高宝产品的高质量和多样化使其在多项印刷技术领域拥有独一

无二的专有技术，在国际印刷行业享有崇高信誉。高宝本次参展以“匠

心定制 智领高端”为主题，重点展出了利必达 106 八色带翻转及上

光的对开旗舰机组和利必达 75PRO 新型四开高自动化印刷机等各类

高端印刷包装设备和各类印刷包装解决方案，受到客户热烈欢迎。



短短五天高宝就斩获了大量印刷设备采购订单，先后与天津海顺、浙

江鼎诺、浙江创思杰、厦门鹭腾达、宁夏吉宏等印刷包装公司签署了

多台大幅面胶印设备订单，并在展会现场举行了隆重的签约仪式。高

宝全球销售副总裁海杜克先生兴奋地表示，本届展会客户专业、买家

众多，市场兴旺，交易火爆，高宝收获了来自中国各地、东南亚以及

南亚等地区涵盖各类幅面和配置的大量印刷设备订单。展会到访观众

数量和质量以及设备签约的数量都大大超出公司预期。

嘉和顶新市场部总监姜明舒女士在展会第三天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嘉和顶新截至目前已在本次展会上售出包括单叼口双面胶印机、

卷筒纸数码彩色喷墨机、生产型黑白双面数字印刷系统等多款印刷设

备。但大多数客户的兴趣主要还是集中在胶印机方面。目前已售出的

20多台设备，大部分为传统 8 色胶印机组。

小森公司以“革新与创造”为展会主题，秉持“客户需要为先导，

感动超越期待”的服务理念。展出了“LITHRONE G40 七色单张纸胶

印机；LITORONE Gt7 四色单张纸胶印机；Impremia IS29 单张纸 UV

喷墨式数字印刷机等多款印刷设备。据该公司展会负责人介绍,展会

期间上述产品均受到海内外广大客户的热情追捧。截至 4 月 13 日展

会闭幕，小森展出设备的现场成交量（包括意向成交）已经达到破纪

录的 3 位数字，但其中客户采购的产品类型主要也还是以胶印机为主。

2.数字印刷快速渗透产业各个领域

伴随技术进步，近年数字印刷在书刊印刷、商业印刷、包装印刷、

标签印刷、户外广告、文化创意、纺织建材以及工业印刷、印刷电子



等领域均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并获得了广泛应用。惠普、柯尼卡美能达、

理光、富士、方正电子等一大批数字印刷设备制造商都视“第四届广

印展”为最具推广价值的新产品发布窗口和新设备交易平台，纷纷携

带最新产品和高端技术大面积高调参展。

通过展会观摩可以发现，惠普研发的静电感光系列产品及其为代

表的 Indigo 系列设备和喷墨系列产品，经过优化和改造后均已取得

了长足进步。其中 HP Indigo 12000 HD 数字印刷机搭配了高清调频

加网技术已经可以自动识别图像，用更加密集网点呈现更加精致的细

节；HP Indigo 20000 已经达到可与凹印相媲美的印刷质量和食品安

全级的软包装工艺水平。

柯尼卡美能达在本届展会上全球首发了新一代标签数字印刷系

统 AccurioLabel 230。这是一款数字化+传统印刷混合型的数码印刷

设备，具有高质量图像、高可靠性和稳定性、高性价比、以及操作便

利等特点。该款数码印刷设备的面世是柯尼卡美能达为适应中国标签

市场多样化需求，抢占数码印刷先机的又一扛鼎之作，同时也为准备

进入数码印刷行业的中小型标签客户提供了上佳的选择。

在本次展会上，理光、柯达、富士施乐、富士胶片、爱普生、北

大方正等一大批数字印刷企业也都携带各自最新研发的数字印刷设

备或软件印刷系统进行了现场演示。惠普、柯美、理光等展商还开辟

了数字印刷终端印品体验区，供广大客户现场观摩、品鉴和交流。上

述这些门类齐全的数字印刷设备以全新的技术理念和精美的印刷品

质，展现了现代数字印刷创新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最新发展潮流，让人



耳目一新，在业界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效应。

3.胶印数印技术融合发展渐成趋势

本届展会上另一个令人关注趋势是，各大国际传统胶印设备厂商

在高调推销各类高端胶印设备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开始跨界转型研

发数字印刷技术和设备。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Rainer

Hundsdorferjiang 先生表示，在实现印刷工业 4.0 的进程中，我们

将与中国印刷人携手共同构建印刷产业的全新生态环境，使中国不但

从印刷大国脚踏实地地迈向印刷强国，而且更能够厚积薄发成为数字

化变革的生力军和全新标杆。

海德堡很早便以“Fire”为标准化系列名称推出了完整的数字印

刷产品线，全面向数字印刷转型。其开创的数字印刷产品线广泛涵盖

了海德堡 Primefire 106(B1 幅面数字喷墨印刷系统)、海德堡

Versafire EP/EV（可经济地加工短板活件和个性化活件的多功能系

统）、海德堡捷拉斯 Labelfire 340、海德堡 Omnifire 250/1000(4D

印刷系统)等。本届展会期间海德堡又推出可达到最接近胶印印刷品

质的新一代生产型数字印刷机 Versafire ED，让客户大饱眼福；同

时海德堡B1幅面的数字喷墨印刷机 Primefire 106 也于展会期间在

深圳贤俊龙分会场向参展观众高调亮相并进行了精彩演示。

最近，小森在收购兆迪后也开始进行全面数字化整合，并在本届

展会上隆重推出了利用小森成熟胶印机制造技术与先进的数字 UV 喷

墨技术融合创新研发的Imoremia IS29 单张纸UV喷墨式数字印刷机。

该机印刷质量已经达到可与胶印相媲美的程度，被业界誉为“喷墨先



锋”。

嘉和顶新在本次展会上隆重推出了高速连续纸彩色喷墨印刷系

统 DJP8200AS,让到场客户充分体验到数字印刷装订设备的优势和传

统印刷与数字印刷完美结合的技术魅力。

高宝在本届展会上以数码轮转—走向商业印刷和包装印刷的新

生力量为题，演示了集高端定制和智能化解决方案为一体的独特机器

配置，成为传统胶印向数字印刷转型发展的一大亮点。高宝大中华区

首席代表岑寒先生表示:高宝凭借长期扎根行业所凝聚的创新力量，

承载着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客户给予的长期支持，在“Print China 2019”

完美绽放。以焕新之势拥抱未来，高宝志存高远，必将与行业伙伴一

起开拓印刷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4.自主研发频现,创新成果彰显

本届展会自主研发蔚然成风，进一步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的信心

和斗志。

本届展会上海紫明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荣彩 3D共同研发的

HZ92GM 3D 印刷机以“纸上 3D直印”方式高调亮相，收到广泛关注。

该款设备不但性能稳定，而且价格合理，引发广大客户热情围观。究

其原因原来该机使用的并非光栅材料，而是通过 UV 油墨印刷在纸上

直接产生光栅效果，并使成本大大降低。这项创新不仅破除了困扰业

界多年的 3D印刷产品在普及和推广上的成本瓶颈，也为今后 3D打印

设备在海内外市场上的广泛推广拓宽了道路。

5.构建印刷网络平台思维日渐清晰



当前业内企业的网络平台化思维几乎已经覆盖所有领域，包括传

统胶印、数字印刷、印后加工、标签印刷、包装印刷及行业媒体。

展会期间，海德堡重点主推了“网络彩盒”（Web-To-Box）软件。

用户通过此款软件可一次性完成订单的设计、拼板和分色，生成文件

后即可直接印刷。目前该平台已经在深圳贤俊龙成功应用。展会期间

海德堡每天举办四场“网络彩盒论坛”。在 4 月 10 日下午举行的特别

专场上，海德堡首席数字执行官 UIrich Hermann 博士还亲自为用户

解读海德堡数字化转型战略，足见海德堡对“网络彩盒”工作平台推

广意义的重视程度。

小森在本届展会上推出智能化、可视化的“KP-Connect Pro”云

解决方案，希冀通过网络技术实现从印前、印刷到印后的一体化无缝

链接。本次展会小森现场演示的所有设备均与小森物联网相连接，可

一键完成所有复杂工序，实现所有印刷工序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操作，

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优化了印刷质量。具体内容包括：云解决方

案+传统印刷+数字印刷；书刊印刷市场+包装印刷市场；日本制造的

精益求精+对中国市场的深入理解；力求通过“KP-Connect Pro”云

解决方案，帮助中国客户尽快掌握现代印刷技术精髓，从而创造更多

的商业价值。

惠普在本届展会上发布了全新的“PrintOS.cn” 专业网址，旨

在提升中国印刷服务商对惠普“PrintOS.cn”印刷流程操作系统的认

识深度和使用体验，进一步提升客户使用惠普设备的便捷性和舒适度。

嘉和顶新在本届展会上专门开辟了“智能体验区”，客户通过“智



能体验区”的 AR 眼镜，可以体验利优比新菱 RMS 远程设备系统的直

观和便捷，感受到犹如技术人员亲临现场贴身指导操作的超值服务。

此外，浙江劲豹机械有限公司推出的劲豹客服 APP；上海印搜

传媒推出的“印刷搜搜 APP”(2.0 版)等，都是印刷行业创建印企网

络平台的技术创新和有益尝试。

6.协同发展支撑印刷产业高质量崛起

近期企业跨界联手融合创新已渐集流成势。本届展会上各种合作

信息频传，如：柯尼卡美能达与康得新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光栅材料、预涂膜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柯尼卡美能达与方正电子、裕

同云创等单位签署协议将在数字印刷领域进行全面合作，为中国个性

化定制，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深圳东京文洪印刷机械有限公司和广东力顺源智能自动化有限

公司合作成立力洪集团，将整合双方资源全力为客户提供“配齐”、

打通、赋能等印后领域解决方案；即：配齐—配齐印后所有智能设备；

“打通”—打通全业务流程，包括：打通接单、ERP、MES、智能制造、

物联网、工业云等；“赋能”— 赋资金能、赋管理能、赋人才能、赋

资源能、赋政策能。上述这些合作方式，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协同

创新，合作共赢，对支撑和引导我国印刷产业在新时期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业内人士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

四、聚焦绿色印刷，共建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核心理念；印刷产业虽然属于低污染型都市产业，



但在生产过程中仍然在设备和材料等两个环节中存在着一些环保问

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印刷油墨固化过程中的 VOcs 排放，

制造印版过程中的化学药水处理，以及能源、纸张等资源在印刷加工

过程中的减量消耗和回收利用等三个方面。

本届展会遵循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组织产品，一大批企业最新研发的节能设备、环保材料、绿色印刷解

决方案纷纷登台亮相，为展会增添了一抹亮丽的绿色，令人感到十分

振奋。

惠普在本届展会上推出的以HP indigo为代表的系列静电感光产

品和系列喷墨产品均在印刷品质和绿色印刷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其

中惠普在本届展会上全球首发的的 HP Indigo 7ece 是一台全生命周

期的绿色数字印刷机。该机使用绿色油墨，拥有成像油回收系统，可

以循环利用 90%的成像油，有效实现了绿色环保，节能低耗，成为展

会上的一大亮点。另外惠普展出的 HP Idigo 20000 已能实现与凹印

相媲美的印刷品质和食品安全级的软包印刷工艺，令人倍感振奋。

本届展会在绿色印刷和 VOCs 综合治理方面，秉持“源头削减，

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的综合治理原则，有针对性地组织展出了一批

治理废水、废气的辅料、版材、器械和设备。如：柯达的免冲洗版材

及技术；富士胶片针对冲印行业废液处理最新研制的新型银盐冲印废

液减排专利技术等。这些新理念、新材料和新技术都受到展商及客户

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欢迎。

另外，本届展会还在 6 号馆二层—“绿色创新主题公园”中专门



设置了“VOCs 综合治理专区”全面介绍和展示了近年全行业在 VOCs

综合治理方面涌现出的新理念、新材料、新技术和新设备。主要包括

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印刷源头削减与替代技术和材料，主要包括：水性油墨、醇

水油墨、UV、EB 等低（无）VOCs 油墨及相关印刷技术的展示和介绍；

二是无溶剂复合技术和水性胶复合技术的展示和介绍；

三是减风增浓理论创新与 ESO+技术路线创新治理实践的展示和

介绍；

四是末端治理技术，包括回收和烧毁两种专项技术说明，以及减

风增浓+RTO 主流技术案例的展示和介绍；

五是改善无组织排放的经验介绍，包括：多向合理布局；排放面

源密闭；优化气流组织；逸散科学捕集等控制技术的展示和介绍。

为了深入宣传环保理念，倡导绿发展，提高政策意识，增强法制

观念,协力推进我国印刷产业环境治理工作。展会期间组委会还专门

举办了国家环保政策解读报告会，邀请北京市国家环保监测执法大队

负责同志专题介绍国家关于治理大中城市工业企业废水废气排放标

准的有关条例和法规，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印刷从业人员的环保法制观

念，提高了环保政策水平。

4 月 10 日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北京市印刷协会和北

京绿色印刷包装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在展会现场召开了“出版物印刷

企业 VOCs 排放管控与治理策略研讨会”。会议以“治理技术研讨，管

控政策建议”为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代表分享了各印企近



年在 VOCs 综合治理方面采取的治理措施，取得的技术进步，积累的

工作经验。分析了全行业目前在 VOCs 综合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下

一步应该继续采取的改进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统一了思想

认识，达成了广泛共识。

可以预见，我国广大印刷企业在国家关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共建生态文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政策指引下，

必将进一步凝聚环保共识，倡导绿色发展，以高度的责任担当在推进

绿色印刷的发展道路上继续攻艰克难，砥砺前行，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的成绩。

五、表彰科技创新，弘扬工匠精神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当前伴随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自动化技术以及人工智能

等高新技术的迅速兴起，正在从根本上改造、拓宽和推动着传统印刷

技术的转型和发展。

为了从本根上凝聚行业共识，认识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树立创

新发展科学理念，大力弘扬爱岗敬业，恪尽职守，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鼓励广大印刷企业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推动全行业通过科技进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重塑中国制造，

打造中国品牌。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在 2018 年广泛征求行

业意见，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从全行

业抽调各方面专家组成专利技术和优秀技能人才评选委员会，通过自

下而上推荐、初选和专家评委会终审等环节，最终确定了“2018 年



度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专利奖名单和中国机械工

业百名工匠之印机行业十大工匠名单”。（以下简称为：“中国印工协

科学技术/专利奖暨印机行业十大工匠名单”。

2019 年 4 月 9 日下午，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借“第四

届广印展”举办之机，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隆重举行了首届盛大

的“中国印工协科学技术”/ 专利奖暨中国印机行业十大工匠颁奖典

礼。”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王文斌首先以“现代工业文化是一种

精神境界和职业操守”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中国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执行主任史仲光，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理事长徐

建国，副理事长陆长安，亚洲印刷展览联盟副主席严美莲，韩国印刷

商会会长赵晶锡、韩国印刷技术协会会长朴三道、韩国首尔印刷信息

联合会会长金南秀，香港印刷商会会长赵国柱，澳门印刷商会会长周

绍湘，台湾区印刷暨机器材料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永隆，广东省印刷复

制业协会会长陈宁俊等海内外印刷行业各界领导，获得“2108 年度

中国印工协科学技术/专利奖暨印机行业十大工匠”荣誉称号的企业

代表和获奖本人，以及海内外各国专业媒体共计 300 多人出席了颁

奖典礼。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副理事长陆长安代表协会宣读了

“关于表彰 2018 年度中国印工协科学技术/专利奖项目的决定”和

“关于授予中国印机行业十大工匠”称号的决定。

2018 年度中国印工协科学技术/专利奖共授奖项目 20项，其中



“智能装备融合集成设计技术及应用技术—标签柔性印刷机及机械

手贴标生产线”等三项成果荣获科学技术/专利奖一等奖；“高速柔性

智能化卷筒纸印刷机研制”等七项成果荣获科学技术/专利奖二等奖；

“无溶剂复合成套智能设备”等十项成果荣获科学技术/专利奖三等

奖。

经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推选，并报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审议，最终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唐朝辉、东莞

市晟图印刷设备有限公司庹明珠、威海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戚道旸、辽

宁大族冠华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鑫、沈阳飞行船数码喷印设备有

限公司陈军、浙江华岳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王建彪、浙江劲豹机械有限

公司张祥、浙江通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孙悦波、东莞市龙行胜机械有

限公司徐春杨、潍坊东航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陈仁强等十名技能人

员入选“中国机械工业百名工匠”名单，并摘得“中国机械工业百名

工匠之印刷机械行业十大工匠殊荣”。

2018 年度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专利奖获奖

项目，全面反映了当代高新科技与传统印刷产业融合创新后涌现出的

各种新锐印刷理念、印刷技术、印刷设备、印刷器材、印刷模式和印

刷成果。充份体现了我国印刷及设备器材行业向信息化、智能化、绿

色化方向发展的技术趋势和取得的最新成果。

2018 年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十大工匠名单的发布，则

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印刷设备及器材行业广大一线员工兢

兢业业，恪尽职守，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勇于拼搏，无私奉献的崭



新精神风貌和弥足珍贵的“工匠精神”，为我国全体印刷人树立了学

习榜样和效仿楷模。

习近平主席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当前中国印刷行业迫切需要各学科领域专业人才顽强拼搏、

努力钻研，协同创新，合力攻关，在行业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实现

零的突破。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通过评选“中国印工协科学

技术/专利奖”和推选“中国印机行业十大工匠”活动，提倡科技创

新，弘扬工匠精神，为全行业建构了表彰先进、树立典型，鼓励创新，

倡导奉献的人才选拨通道和成果推广机制，必将激励更多有识之士积

极投身印刷行业，进一步掀起全行业体制创新、观念创新、管理创新、

技术创新、品牌创新的新热潮，为支撑和引领中国印刷行业在新时期

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展会期间大会表彰的科技成果和倡导的工匠精神，已经通过展会

平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内外各国印刷行业中广泛传播。当前，一个

推动世界各国印刷产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披坚执锐，协力攻

关，慧心巧思，敢为人先的创新创业热潮正在海内外印刷行业中协同

发力，蓬勃兴起，蔚然成风。

六、立足湾区经济，对接“一带一路”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建设全面启动。同时，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9 年 4 月 25-27 日在北京隆重举

行。第四届广印展举办的时机和背景，将“广印展”与国家经济



发展大局和区域战略规划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了“第四届广印

展”光荣的责任使命和厚重的历史担当。

在上述大背景下“第四届广印展”组委会从展会启动之初，

就深入领会中央精神，牢牢把握发展方向，紧密结合我国印刷产

业发展实际，制定了“智能引领，融合创新，服务转型、绿色发

展”的展会主题，确定了“立足湾区，对接海丝，依托全国，辐

射世界”的市场定位，提出了通过展会成功举办持续支撑和引领

我国印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实现目标。

在第四届广印展紧张筹备和隆重举办的过程中，组委会始终

紧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启动的宝贵契机和“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充分依托粤港澳四海通途的重要区位优势，

牢牢把握中国印刷装备制造业对接“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这一战略

主线，以“环球印刷联盟”和“亚洲印刷展览联盟”两大国际印刷组

织合作机制为基础，充分发挥我国“粤港澳大湾区”与“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地缘、历史和人文等方面更加具备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综合比较优势，大力促

进我国印刷界与丝路沿线各国之间的印刷贸易便利化，为中国印刷装

备制造业跨越大洋走向世界导航助力。

首先本届展会在国内外招展方面，组委会主要将招展重点放在国

内一线大型设备器材制造商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知名印刷厂商邀

请和动员上。组委会在充分进行国内厂商招展动员的基础上，还先后

派员考察了美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日本和韩国等发达



国家重要的印刷设备器材展会，并分别在各类展会上设立展位，派发

资料，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第四届广印展”的办展理念，筹

备情况和中国印刷市场的采购需求。主要领导还亲自登门拜访上述有

关国家印刷包装制造商协会负责人，邀请各国印协动员本国厂商积极

报名，踊跃参展，最终营造了本届展会名企云集，群贤毕至的盛大场

面。

其次，在国内外招商方面，中国印工协早在一年前就调动所属

10 个专业分会、7 个工作委员会、47 个团体会员单位，以及全国各

省市自治区兄弟协会力量，广泛开展买家邀约和观众组织工作。广东

省印协也充分发挥属地协会优势，通过行业会议推介，专业媒体宣传；

制定组团参观计划，并利用与各兄弟省市印协的内部沟通机制，广泛

邀请和动员广东及周边各省市的专业买家来东莞参观采购。

展会在国外招商方面则主要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为重点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邀请，如：东南亚（东盟 10国）、南亚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东北亚（韩国、日本）、中

东（埃及、阿联酋、卡塔尔、约旦、以色列沙特）、非洲（南非）、澳

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并辐射南美（巴西、阿根廷）、中美（墨西

哥）中东欧以及俄罗斯和独联体等国家和地区。

同时组委会还结合紧密结合“广印展”举办地的地缘特点，将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越南—两廊一圈”经济带；印度尼西亚

区域综合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和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等合作区域，作为“第四届广印展”



海外组织买家团的重点国家和地区，针对具体情况分别下达任务，制

定指标、提出要求，专人负责、层层落实，最后收到了较好的招商效

果。

一年来通过海内外广泛宣传和深入动员，国内外广大专业买家反

响热烈。4月 9日展会开幕首日大量海内外买家团就纷至沓来，各种

肤色的洋面孔在展会现场随处可见。截至展会闭幕海内外到场采购的

买家团多达 168 个，其中仅马来西亚来华买家人数就超过 300 人；泰

国也先后组织了四个买家团来华参观展会；整个展期海内外到场参观

采购的专业观众人数高达 200,062 人次，覆盖了世界上 146 个国家和

地区，创下展会创办以来到场买家团人数的历史之最。

展会期间，组委会还专门在展会上设立了德国展区、意大利展

区；以及“亚洲印刷展览联盟“和“环球印刷联盟”等国际组织展区。

先后举办了“第四届国际印刷技术发展论坛”、“2019 年度亚洲印刷

展览联盟年会”、“亚太日”和“中韩印刷界联谊会”等盛大交流联谊

活动，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印刷界人士加

强沟通，互学互鉴，为展后与各有关国家印刷行业进一步开展对口交

流和务实合作奠定了基础，增进了友谊，加深了理解，做好了充分的

思想和业务准备。

“第四届广印展”立足湾区，对接海丝，通过广泛组织国内外印

刷设备器材制造商踊跃参展，与来自海内外庞大的采购商群体，汇聚

湾区直接对接，参观考察交易采购，极大地释放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

界印刷产业在新形势下持续健康发展的巨大潜能，生动诠释了“节能



减排绿色发展，智能创新高端崛起”的现代印刷产业发展理念，给海

内外广大业界人士带来深刻启迪和全新感受。同时也为推动我国先进

印刷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尽快提升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印刷产业带

的市场竞争力和全球知名度，推动我国早日由印刷大国向印刷强国实

现跨越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了巨大成功。

“征程正未有穷期,不待扬鞭自奋蹄”。“广印展”自 2007 年在

广东创办以来，在海内外广大印刷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

已经栉风沐雨走过十二个春秋。展望未来“广印展”将继续秉持传统，

负载希望，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指引下，牢牢把握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扩大展会规模，提升展会品质，优化展

会服务，锻造展会品牌。不忘初心，筑梦前行，为中国乃至世界印刷

产业在新时期的高质量崛起继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