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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数码印刷在中国”技术高峰论坛隆重举行

11月1�日，2011“数码印

刷在中国”技术高峰论坛在上海

永达国际大厦隆重举行。本届论

坛由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数字印刷分会

共同主办，由科印传媒《数码印

刷》承办。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

究所、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上海

市新闻出版局印刷管理处的领导

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码印刷企业

代表、院校代表、供应企业代表

近�00多人齐聚论坛现场，共同探

讨数码印刷业的最新发展。

本届论坛由《数码印刷》

主编、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数字印

刷分会副秘书长刘成芳和中国

印刷技术协会数字印刷分会副理

事长曾忠共同主持。论坛开始，

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曲德森向同仁们致辞。接

下来，由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

所所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数字

印刷分会理事长陈彦，以“新技

术、新模式、新机遇”为题做了

主题演讲，她从政策环境下数码

印刷的发展新坐标、2011国内

外数码印刷业的“准确接触”、

2011“数码印刷在中国”深度调

研三个方

面详细阐

述了当今

数字印刷

的发展现

状，并以

数字印刷

行业的当

下热点话题为引导，提出全球经

济低迷背后的数字化新机遇。精

彩的主题演讲后，由柯尼卡美能

达商用技术公司PP业务发展部全

球市场部总经理安部高志发表了

题为“柯尼卡美能达数码印刷业

务的发展”的演讲。

此后，围绕论坛的主题分别从

两个议题“按需印刷、变革出版”和

“商业印刷、数字转型”进行了主题

演讲和热门话题探讨。两个议题分别

在上、下午为听众精彩呈现。

主题演讲 聚焦数字印刷新热点

上午的主题演讲由上海市

新闻出版局印刷管理处处长周建

平、富士施乐连续纸喷墨打印系统

开发经理泉俊次郎、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黎雪分别做

了主题为“从上海数码印刷的实践

看按需出版的发展”、“从成本到

价值，彩色喷墨CF开辟打印新业

务”、“按需印刷、重定出版业新

格局”的演讲，与大家分享最新的

按需出版行业格局。

下午的主题演讲则由美国

OUTPUTLINKS集团所有人Andy 

& Julie Plata，InfoPrint Solutions中

国运营经理王奕，雅昌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潘剑

平，株式会社理光集团执行董事

PP事业本部副事业部本部长新村悦

广，南京华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祁欣，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

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韶衡，Bodoni

系统总经理Ian Reid分别做了主题

为“数码印刷在北美的发展”、

“InfoPrint �000全彩打印系统，不仅

仅是速度与品质的呈现”、“数字

资产管理在业务拓展中的作用”、

“为什么 理光？”、“数码影像：

是传说中的巨大蛋糕、还是弃之可

惜的鸡肋？”、“传统报印企业的

数码印刷之路”、“印刷标准的明

日之钥”的演讲，与大家共享商业

印刷的数字转型之路。

主题演讲部分，均从数字印

刷行业现今新环境下的热点话题

做了精彩解析，不仅有从行业大

环境下的新技术、新模式角度的

深入分析，更有从切身体验和自

身角度的真知灼见，赢得了在场

听众的阵阵掌声。

热门话题 剑指数字印刷新机遇

热门话题探讨环节分别在

上、下午以“发展按需出版的时

机与条件”和“突破瓶颈，大力

发展数码印刷”为题进行了两轮

精彩讨论。

上午的热门话题探讨由崭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吕理哲先

生主持，参与话题探讨的嘉宾为

Cabot新业务发展经理余渊，上海

数字印刷行业协会会长、中国印

刷技术协会数字印刷分会副理事长

亢培琳，郑州今日文教印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归萍，富士施乐、柯尼卡

美能达的厂商代表，主要探讨的话

题为“发展按需出版的时机与条

件”。下午的热门话题探讨环节由

上海数字印刷行业协会秘书长潘晓

东先生主持，参与话题探讨的嘉宾

为昆明颜之灵精美数码印刷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陈洁、硕科图像（上

海）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树

营、深圳国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总

经理姚勇，以及普驰、理光的厂商

代表，主要探讨的话题为“突破瓶

颈、大力发展数码印刷”。

与会听众纷纷表示获益匪浅，

不仅有来自厂商的一线行业视点，

更有企业经营者的资深经验，现场

讨论反响热烈。

2012 iDigital数码印刷主题公园正式启动 
借2011“数码印刷在中国”技术高峰论坛举办之际，2012 iDigital数码印刷主题公园启动仪式

由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数字印刷分会理事长陈彦、上海市新闻出版

局印刷管理处处长周建平及来自富士施乐、柯尼卡美能达、理光等供应企业代表共同开启。首届

数码印刷主题公园将于2012年9月1�～1�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2012 iDigital数码印刷主题公园以

“数字生活、印刷时尚”为主线，将为数字印刷技术应用企业全方位展示数字技术在印刷领域中

的无限魅力。同期还将举办相关技术论坛、“科印杯”数码印刷作品大奖赛颁奖典礼及数字印刷

应用培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场听众均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表示这将成为数字印刷业内人

士的一场高端、时尚的聚会。

中国印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曲德森致辞

上海新闻出版局印管处处长
周建平发表主题演讲

中印所所长、数字印刷分会理事长
陈彦发表主题演讲

知名油墨厂商
齐聚油墨专区

标签与票据印刷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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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印刷业形势分析会召开

5版

“冠华之星”
印艺大奖赛

6版

drupa2012介绍会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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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区 产学研结合打造多元合作模式
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一直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由之

路，其将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使我国印刷行业从单纯依靠低成本和廉价劳

动力，转向依靠由产学研资源整合、凝炼而形成的创新力。

为了大力推进产学研用合作的创新国策，印刷企业必须努力实现体制机制、合

作模式、创新人才培养的三大突破。为此，第四届中国国际全印展特别设置了教育专

区，聚集国内印刷包装领域的知名院校，包括（以单位名称拼音排序）：北京印刷学

院、陕西科技大学、上海出版专科学校、西安理工大学等，旨在为教育与研发机构与

印刷企业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信息平台。同时，教育专区也集中展示了教育与研发

机构的科研成果、人才培养计划、产学研合作模式和科研共建合作模式，希望通过这

些展示促进印刷行业内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用”这两个主要目标。

作为全印展的传统特色

专区之一，2011全印展的油

墨专区再次汇集了国内外众多

知名油墨企业，迪爱生、济南

皇冠、杭华油墨、科斯伍德、

牡丹油墨、新东方油墨、洋紫

荆、上海深日、谷口油墨等几

十家油墨行业翘楚悉数登场，

展示面积近2000平方米。

全印展开展第一天，

油墨专区的观众络绎不绝，

咨询声、洽谈声充斥着整个

专区。细数各油墨厂商的产

品，你会发现，油墨专区在向

观众集中展示近年来油墨发展

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同时，也

在积极推广、普及环保型油

墨。如迪爱生推介的福思油墨

属于大豆油型油墨，已经获得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杭华

油墨积极展示了水性油墨、环

保型纸张凹印油墨、环保型薄

膜凹印油墨、水性光油、胶印

水性光油等多款环保型液体油

墨；新东方油墨展示了超力福

无苯（一体化）通用型环保系

列复合油墨……由此可见，油

墨行业的绿色环保趋势日益明

显，油墨制造商们正在积极推

动油墨的环保化进程，为打造

环保低耗、有序发展的油墨产

业链而努力。

直邮专区全新亮相
作为一种传统的营销方式，直邮在数码印刷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取得了迅猛发

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突飞猛进，而且体现在直邮印刷品个性化的趋势上。尽管目

前个性化直邮印刷品在我国并不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随着商家客户群的不断细

分，短版、可变数据印刷品市场将越来越大。数字技术在直邮产业链中的应用成为推

动直邮业务发展的动力。而最终用户对印品的个性化、高质量的要求，促进了数字化

技术的推广应用，也给印刷企业带来了市场发展的空间。

反响热烈的全印展经典特色专区——直邮专区第三次和广大观众见面，联合中国直邮

协会再次重磅推出，专区设在全印展的E1馆，专区之中又细分为流程展示区、印品展示区、

特邀演讲区三大部分，全面展示与直邮相关的新理念、新技术，并通过讲解区国际直邮领域

的专家、数码印刷专家、软硬件产品厂商的专业讲解，介绍直邮发展现状与趋势、直邮相

关技术与产品，必能宝、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知名厂商更是在直邮专区集中亮

相，现场向大家展示最专业、最全面的个性化直邮服务的解决方案。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及印刷水平、产品质量的逐

步提高，标签与票据印刷企业

通过对技术进步与工艺创新的

不懈追求，最大限度地满足了

终端用户与市场需求。第四

届中国国际全印展特别设立了

“标签与票据印刷专区”，

汇集了国内外多款尖端的标

签与票据印刷设备。在E�馆

1600平方米的精华展示区，

绿色、数字、智能在标签与票

据印刷专区尽情碰撞。

上海太阳机械有限公司

携市场畅销的多款标签与票据

印刷与检测设备亮相，尽显其

在印刷领域的王者风范；潍坊

东航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推出了其明星产品——

Label�20间歇式轮转标签胶印

机；青州意高发包装机械有限

公司EKOFA系列柔性版印刷机

的魅力再次绽放；北京凌云光

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为业

界展示了其全新的印刷品质量

检测产品；浙江炜冈机械有限

公司的ZX-�20型间歇式PS版

商标印刷机和ZM-�20型间歇

式全轮转商标模切机显示出其

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北京鼎

恒联合科技有限公司隆重展出

了瑞士捷特GL1200高速数码

喷墨系统和日本威博特印刷质

量缺陷检测系统PIS�000。除

此之外，亚特兰蔡瑟（北京）

技术有限公司、瑞安鹤翔印刷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标签与票

据印刷行业名家也倾力加盟。

知名油墨厂商齐聚油墨专区

标签与票据印刷专区   
绿色、数字、智能在这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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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印刷影像材料行业的龙头

企业，为了切合2011中国国际全印展“绿

色、创新、和谐”的主题，乐凯华光印刷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凯华光”）

隆重推出了华光TP-U型热敏CTP版、

TP-G型免处理热敏CTP版、PPVG型低化

学紫激光CTP版、柔性树脂版等环保节能

产品，以展示企业风采，推动乐凯华光市

场的发展。

TP-U型热敏CTP版

这是一款专为UV油墨印刷量身打

造的阳图热敏CTP版，也可用于普通油

墨印刷，其在抗化学溶剂性方面大幅改

善，是适合UV油墨印刷的绿色版材。

TP-G型免处理热敏CTP版

这是一款新型环保版材，曝光之后无

须任何冲洗加工步骤即可直接上机印刷，

实现了制版无废液排放，主要技术指标达

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印版质量在国内领先。

PPVG型低化学紫激光CTP版

PPVG型低化学紫激光CTP版与传统

紫激光CTP版的主要区别是后处理方式的

变化。PPVG型低化学紫激光CTP版制版

时把预水洗、显影、上胶�个步骤组合在一

起，既节省时间，又减少了废液排放，降

低了对环境的污染。

柔性树脂版

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款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版材，填补了国内产品空

白，整体质量达到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完全可以满足包装印刷行业需求。这款

版材的主要优点是实地印刷饱满、无针

孔；较高的印刷宽容度；优化的版材硬

度和弹性；传墨性能优良。

三菱重工 尽显锋芒
三菱重工印刷机纸工机械株式会社是一家综合提供印

刷机械、纸工机械开发、制造、销售、服务的专业公司。

本届全印展，三菱重工携其经典产品DIAMOND V�000LS-�

重拳出击。该款机型可谓是普通商业印刷的首选，主要

针对厚度在0.0�～0.6mm范围内的纸张而设计研发，最

高印刷速度可达16000张/小时，完全可以满足普通商业

印刷的要求，同时也适用于厚纸包装领域。从研发之

初，DIAONOND V�000系列便以“高效率、高效益”为

亮点，不仅在外观上令业界惊叹，而且在功能配置上也充

分体现了为广大印刷企业创造更多效益的核心理念。

在成熟化的市场中，为应对多品种、小批量、高附加

值印刷以及环保等方面的更高要求，三菱重工将DIAMOND 

V�000LS进一步完善成为更贴近用户需求的机器。

“Net Production Net Profits”是三菱重工在本届全印

展上的宣传口号，充分表明三菱重工将为了超越时代，获

得用户依赖，始终保持信得过的名牌地位而不懈努力。

嘉和顶新完美亮相全印展
北京嘉和顶新科贸有限公司是一家股份制企

业，具有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较高的知名度和信

誉度。公司以代理世界著名品牌的数码设备、印刷设

备、印后装订设备为主，拥有超高的市场份额，是日

本利优比RYOBI胶印机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

本届全印展，嘉和顶新携多款日本利优比产品

完美亮相。其中，RYOBI �20GE/GX六开四色印

刷机是世界上销售量最大的六开胶印机，机器结构

紧凑，占地面积小；采用的印版面积为�10mm×

�00mm，厚度为0.1�mm，有效节省了材料成本；

整机功率为16kW，耗能低，节约能源；机器重量为

�.1吨，运转稳定性高。RYOBI 920系列胶印机则以

绿色环保著称，以高效性和经济性见长，可提供双色

到六色色组，并加装有上光机组，纸张的天地长度从

62�mm增长到了6�0mm。

除了胶印机的展示，嘉和顶新还以大面积展出了

柯尼卡美能达最新数码印刷解决方案，获得与会观众

的广泛关注。

新乡市新机创新机械有限公司是目

前国内领先的印刷包装设备制造商之一，

以为印刷包装行业提供优质、高效、高性

价比的产品和服务为己任，精益求精，开

拓创新，以顾客需求为关注焦点，多年来

依照顾客需求开发和改进印刷设备，并为

用户提供贴心服务。

近年来，新乡市新机创新机械有限

公司致力于打造国产大幅面平版印刷机第

一品牌，推出了多款性能卓越的大幅面平

版印刷机；同时，其在纸箱纸盒加工机械

的研发和制造方面也不断创新和进取。

本届全印展上，新乡市新机创新机械有

限公司携多款“新机”牌大幅面平版印刷机

和“赤兔”系列糊盒机、品检机等纸盒纸箱

加工机械炫彩亮相。在1�日上午10∶�0举办

了大幅面印刷技术演示讲座，反响热烈，获

得了听众的一致好评。1�日上午10∶�0举行

的纸盒、纸箱加工技术演示讲座，新机公司

会从多方角度给从业人士更多参考建议。

潍坊华光精工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内

最大的快速印刷设备生产基地之一，也

是研制中小幅面商用多色胶印机的骨干企

业。近年来，华光精工逐步拓展新领域。

于2011年11月12日，正式开启华光数码印

刷有限公司新工厂，在CTP市场这一领域

的成功拓展有目共睹，足以见证其深厚的

技术底蕴及有效的市场布局。

11月1�日，潍坊华光精工设备有限

公司在E�馆B2�1-1展位展出2款四色胶印

机、�款新品华光——安吉系列CTP、全新

HGS1�0 半自动平压平模切机以及HG��2B-

UV印刷联动上光机等。其中HG��2C四色

胶印机该产品是新一代高性能胶印机，采

用了国际最先进的半自动上版和遥控拉版

技术。HG��-�四开四色胶印机是功能扩展

型的B�幅面胶印机，其凭借功能多样、效

率优良、性价比高等优势深受商业印刷企业

的青睐。让我们共同见证潍坊华光精工设备

有限公司在印刷设备制造领域的雄厚实力。 

辽宁大族冠华印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已有�0多年生产和销售胶印机的历

史，从专业胶印机制造商发展成为印前、

印刷、印后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本届全

印展，大族冠华为业界展示了其多款创新

产品及印后加工设备。

其展出的三款商务印刷机制备精

良，分别是GH66�D大四开四色商务

印刷机、GH�6�四开四色商务印刷机

和GH���八开四色商务印刷机，完美

诠释了其“色彩源于科技”的核心理

念。此外，本届全印展上，他们还展示了

其印后精品，有LD�60配订折切联动线、

QFZ-�60卡片分切机以及ZYZH-�20混合式

折页机等。

大族冠华多款设备展示赢得了客户的

广泛关注。大族冠华，整装出击，将为客户

提供最全、最新、最精的整体解决方案。

新机，不只是大幅面

华光精工 精品迭出

乐凯华光 绿色印刷的推动者

大族冠华，整装出击

位于E�馆的青岛瑞普在本届全印展上带来

了针对商务快印市场成功推出的SOLNALS“利

速”系列商务印刷机，其精彩的演示吸引了大批

观众驻足。

SOLNALS“利速”系列商务印刷机具有以下

特点：(1)大幅面：大度四开幅面，中规中矩，可

同时开印两个大八开；(2)小投资：仅需花费一台

六开胶印机的价格即可购买到一台大度四开胶印机；(�)低成本：针对商务快印市场全球首创0.1�mm大

度四开薄版印刷；(�)低门槛：按揭销售首付�0%；(�)效率高：采用了酒精润版、墨色遥控系统、电动拉

版、快速装版等技术；(6)高品质：全面引进欧洲技术，达到国际水平。SOLNALS“利速”系列商务印

刷机打破了六开胶印机独占商务快印市场主导地位的格局，树立起商务快印市场的新坐标。

豹驰集团旗下的销售板块拥有北京豹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豹驰印刷设备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豹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豹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天津豹

驰办事处、郑州豹驰办事处、成都豹驰办事处、深圳豹驰办事处。本届全印展上，位于

E2A�22的豹驰集团为观展者奉

上了一场视觉盛宴，重点展示

了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MS-

102A II 丝网机＋MS UV102烘干

机＋ST 102H收纸机之组合生产

线”。此外，由日本樱井公司

提供的部分丝网印刷精品更让

观展者目不暇接。

豹驰集团 精彩绽放全印展青岛瑞普闪亮全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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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强集团以2000余平方米的的展

位面积、高性价比的多款设备成为全

印展上最强大的阵容之一。

联强集团的具体参展设备有：江

西中景JD��90四色胶印机，威海印机

WIN�2�/�6�四色胶印机和WIN92�四

色胶印机，玉田兴业TYM1020-H/10�0

自动烫金模切机，长春印机ZFQ1�00

分切机、QZKC16�0程控切纸机、

Q Z K C 1 � � 0 A切纸机，湖南新邵

ZYHD�90B/��0B混合式折页机，上海

德拉根SGZ-UI10�0A全自动高速两用

上光机、FMQ全自动高速复面机，玉

田盛田STM-1�00型全自动裱纸机、

SCF-1100B全自动水性覆膜机（带除

粉）、FQ-1100A全自动纸张分离机灯

等。此外，联强集团还邀请了许多国际

客户来参观全印展，以便考察联强集团

的成员企业以及产品的使用情况，从而

进一步增强互信、深化合作、共同拓展

国际市场。

本届全印展期间，正逢联强集团

成立10周年，于11月1�日举行了盛

大庆典。来自全球各地的印刷企业用

户及代理商代表约�00人出席了此次

庆典。

位于E�展馆B229的潍坊永成机械

有限公司以新颖独特的轮船搭建造型精

彩绽放2011全印展。潍坊永成机械有限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印刷设备研制和生产

的高新技术企业，主导产品有柔印机、

模切机、胶印机和票据机等印刷设备。

潍坊永成的产品因其品质稳定、性能卓

越、配套齐全、价格低廉等优势，在同

类产品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不仅享誉

国内，还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和美

洲市场。本届展会，潍坊永成展出其主

导产品，如1100全自动平压平模切机、

1�20半自动平压平模切机、��0八色柔

印机、单张纸胶印机、票据生产线和�

联立式配页机等，为行业提供多样化的

专业设备。

华锐精艺  精彩出击全印展
华锐精艺从200�年开始研发CTP，并在200�年生产第

一台自主研发的图锐系列CTP设备，并实现放量投产，打破

了国内CTP设备依靠进口的局面。产品投放市场后，不仅

在国内市场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同时由于华锐精艺优势显著

的性价比在国际市场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根据国内市场需

求，一个生产基地已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华锐精艺于

2010年在四川成都建立了第二个生产基地，现已成功量化

生产。为推动国内印刷前端产业发展，华锐精艺在注重于生

产制造的同时，更注重产品的品质，为印刷工业作贡献。其

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在不断提升，目前，华锐精艺的产品已出

口到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在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出口创汇。

本届展会，华锐精艺本着全新出发，以“创新、发展”

为主题，迎接全国各地的观众，此次参展的设备为CTP对开

直接制版机TR�00-II、全开显影机HR1160、全开联线过桥

CR1160及自动收版器SR1160等设备，现场演示了完整的印

前解决方案，为印刷企业排忧解难。

对华锐精艺而言，本次展会是非常成功的，观众反应强

烈，不但从技术的角度去了解华锐精艺的CTP，也从市场的

角度去了解华锐精艺的CTP, 得到参观者的一致好评，并积

极邀请公司技术人员到其印刷厂去量身打造一套完整的印前

解决方案。

联强集团 强大阵容震撼全印展

潍坊永成 盛装亮相

在本届全印展上，西安航天华阳

印刷包装设备有限公司位于E6馆的展

台充满了欧洲风情。“欧洲技术，航

天制造”，航天华阳展出的“欧霸”

烟包专用高速凹版印刷机和“E飞”超

薄PE流延膜卫星式柔性版印刷机充分

显示了这一特点。

其中，“欧霸”烟包专用高速凹

版印刷机技术领先、性能稳定，走纸

途径简捷，可实现“零速”对接接料

和快速换单，适用于烟包以及同类型

包装盒、袋等产品的印刷，达到一机

多用的效果。“E飞”超薄PE流延膜

卫星式柔性版印刷机采用电子轴直驱、

悬臂梁套筒、质量在线检测、封闭墨路

等领先技术，已率先应用于纸箱预印、

薄膜、彩盒、无菌包装、透气膜等多

类产品的印刷中。本次展出的“E飞”

YRK-1�00全伺服套筒式卫星式柔印机

最高印刷速度可达�00米/分钟，最大

印刷幅宽为1�00毫米，适用于PE、

OPP、PET等薄膜材料。

航天华阳：欧洲技术 航天制造

杭州科雷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致力于印前产品研发和生产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CTP制造基地，是国内唯一一家拥有

热敏CTP、UV-CTP、紫激光CTP和超

大幅面CTP生产技术能力的企业。

本届全印展，科雷以“创新、融合、

升级、发展”为主题，迎接海内外专业观

众，共同开拓全球印刷业的发展新道路。

科雷将在本届全印展上推出超大

幅面UV直接制版系统VLF，以满足高

端印刷厂和大型包装厂对超大幅面设

备的市场需求。

科雷自主研发的“智能化、数字

化、高速化、可靠性技术”超大幅面

UV直接制版系统VLF拥有以下特点：

超大幅面光鼓设计和制造技术、高速高

精度外鼓式光纤密排成像系统、精密的

激光调制与成像系统、数字化监控与远

程服务系统。

创新 融合 升级 发展 科雷全面发力

科印近代 推陈出新 锐意进取
北京科印近代印刷技术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印刷集

团公司，是国内最早的PS版、CTP版、印刷相关耗材和

设备的制造和供应商。其自主研发生产的CTP设备、CTP

版、CTcP及PS版系列产品印前整体化解决方案均成为国

产首创，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服务远销海内外。

本届全印展上，科印近代为观众们展示了金星系列热

敏CTP设备、星光热敏CTP显影机、TP-S高性能阳图热敏

CTP版、显影液等众多产品，受到来自海内外观众的热切关

注。今后，科印近代将继续秉承自主创新的核心理念，以诚

信为本，锐意进取，不断推陈出新，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增值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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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三合一分光密度计

欢迎莅临
E1馆A132

Giving Shape to Ideas
http://se.konicaminolta.com.cn 

柯尼卡美能达最新推出
                     用于印刷色彩调整的分光色彩密度计

出行请注意
准备零钱坐地铁：上海的各个地铁站均设

有自动售票机，但有些只能使用硬币。通常情

况下，自动售票机比人工售票窗口排队的人要

少，多准备些零钱可以节省排队购票时间。

避免高峰乘公交：上海的公交车偏挤，

特别避免赶在上、下班高峰期搭乘。

交通枢纽需谨慎：上海火车站、人民广

场、徐家汇、中山公园、五角场为上海市主

要交通枢纽，人流量大，出行注意安全，保

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仔细区分�号和�号地铁线：�号和�号地

铁线在宝山路-虹桥路间并线行驶，�号线车身

有黄色线条，�号线车身有紫色线条，要留意

区分，以免上错地铁，耽误您的行程。

注意公交车上下行路线：由于存在大

量的单行道，上海公交车往往上下行路线不

同，如果准备搭乘同一路公交车返回，最好

在下车前打听清楚返回的车站在哪里。

磁悬浮优惠条件：磁悬浮列车对于荣誉

军人、离休干部、残疾人凭证购票八折，身

高1.2米以下儿童在成人陪同下免票，凭当

日车票可免费参观位于龙阳路车站底楼的磁

悬浮科技展示厅。

周围住宿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周边住宿推荐，方

便观展。

・上海中油阳光大酒店

位置： 位于东方路商圈 

设施： 宽带（免费） 早餐（免费、价

值19�元） 大床间（有）

・上海东怡大酒店

位置： 位于东方路商圈 

设施： 宽带（免费） 早餐（收费、价

值1��元） 大床间（有）

・上海源深加州酒店

位置： 位于东方路商圈

设施： 宽带（免费） 早餐（免费、价

值��元） 大床间（有）

・如家快捷酒店（陆家嘴软件园区店）

位置： 位于东方路商圈

设施： 宽带（免费） 早餐（收费、价

值1�元） 大床间（有）

・上海嘉瑞酒店

位置： 位于东方路商圈

设施： 宽带（免费） 早餐（收费、价

值��元） 大床间（有）

出行 指南小贴士

印刷工业出版社举办院校答谢晚宴

第一届亚洲G7高峰会-国际印刷标准化论坛隆重举行

11月1�日晚，印刷工业出版社在

上海永达大厦举办院校答谢晚宴。来自

北京印刷学院、西安理工大学、武汉大

学、江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曲阜师

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浙江理工大

学、浙江科技学院、解放军信息工程大

学、南京林业大学、陕西科技大学、郑

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浙江工贸职

业技术学院、江西新闻出版职业技术

学院、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荆楚理工学院、东莞职业技术学

院、山东省新闻出版技工学校、辽宁

新闻出版学校、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

术学校21所院校的领导

及老师�0余人出席了本

次活动。本次答谢晚宴向

与会嘉宾介绍了印刷工业

出版社在“十一五”期间

取得的教材建设成果——

荣获“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及国家级精品教材

荣誉称号，同时向各院

校领导及老师介绍了在

“十二五”期间将要建设

的重点教材项目。与会院校领导及老师

均表示对印刷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及

肯定，同时表示将在“十二五”期间，

与印刷工业出版社共同携手建设更优秀

的、适合专业教学的教材。

11月1�日，由香港印刷业商会及

IDEAlliance联合主办，中国印刷技术协

会协办，香港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承办的第一届亚洲G�高峰会-国际印

刷标准化论坛（the 1st Asia G� Summit-

Global Printing Standardization）在

E2-M19会议厅举行。香港印刷业商会

梁兆贤副会长、IDEAlliance媒体制作技

术Joe Fazzi副主席出席了本次论坛。来

自国内外通过G�认证的印刷企业的专

家和代表近20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共

同分享和探讨G�的应用要点、以及ISO 

126��的实践经验。

论坛上，ISO TC1�0专家Steve 

Smiley、美国IDEAlliance 

GRACoL 工作小组Ron 

Ellis主席、美国媒体制作

技术Joe Fazzi副主席分

别做了“G�校正方法与

ISO 126��”、“G�应用

在数码印刷”、“G�认

可企业之下一步-G� PCC

及PSA”的精彩演讲。同

时爱色丽（亚太）有限公

司亚太产品营销及技术应用支援总监

Chris Winczawski、G�认证专家及深圳

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总监陈亚雄等结合自身经验做了演

讲。G�专家与参会听众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相信本次高峰论坛必将为

行业带来更多有关印刷标准化的新信

息，进一步促进印刷标准化的发展。

2011印刷业形势分析会召开

11月15日下午，由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

《印刷经理人》杂志承办的“2011印刷业形势分析会”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3-M21会议室召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印刷管理处处长周建平，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理事长武文

祥、香港印刷业商会永远名誉会长何家铿和北京、江苏、温

州等地协会代表，广州市包装印刷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贺政国

和南京、山东、台州等地代表企业领导以及北京今印联印刷

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天平等供应商代表围绕“2011年印刷

业形势摸底和2012年走势研判”展开讨论。

“报纸、出版物印刷受到数字化冲击是不争的事实，但

是这一领域只在印刷业占到30%的份额，包装印刷和其他印刷

的发展潜力还很大”，武文祥首先发言，他也指出目前大型出

版印刷企业向其他细分领域转型的趋势，希望印刷业能借着

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强国的政策优势，获得更大的发展。

随后，与会代表分区域讨论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

三大印刷产业带的情况。周建平分享了2011年上海印刷业发

展的具体数据，“上海印刷业总体发展不错，总产值增长很

快，但利润情况不是太乐观”，另外他指出上海对外加工贸

易额目前在大幅增长。相比之下，珠三角地区印刷企业受经

济大势和政策环境影响，转型升级的压力和动力都比较大。

北京地区印刷企业发展相对平稳，对绿色环保越来越关注。

谈到2012年的预期，普遍认为全球营商环境不是太乐观，印

刷企业要加快创新、转型、升级步伐，才能适应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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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商务引进柯尔布斯BF530       
精装图书联动生产线

11月1�日下午，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上海公

司引进德国柯尔布斯（KOLBUS）BF��0精装图书联动生

产线项目签约仪式在毗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上海浦东

嘉里大酒店如期顺利举行。出席签约仪式的双方企业高层

领导有：中华商务联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梁兆贤先生、中华商务联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前任董

事总经理罗志雄先生、中华商务联合印刷（香港）有限公

司董事庄宪清先生、中华商务联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助理总经理兼上海公司总经理李贤良先生、德国柯尔布斯

（KOLBUS）有限公司总裁Kai Buentemeyer先生、德国

柯尔布斯（KOLBUS）有限公司亚太区销售总经理Juergen 

Moehle先生以及香港高华印刷器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郑彭

月卿女士等。

drupa2012介绍会在沪隆重举行

11月1�日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全

印展开展第二天，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集

团公司和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国）有限公

司在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浦东厅隆重举行

了2012年德国德鲁巴国际印刷及纸业展览

会（drupa2012）介绍会暨贵宾午宴。

介绍会上，杜塞尔多夫展览（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曾耀德先生

首先致欢迎辞，对与会嘉宾表示了衷

心的感谢；接着，德国杜塞尔多夫展

览集团公司主席兼CEO董谢德先生向

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drupa2012的精彩

内容、展示亮点等情况；随后，德国

VDMA印刷和纸张技术及安全系统分

会总裁M.Heering博士为大家深入分析

了世界印刷行业的发展趋势。发布会

还特设交流与问答环节，演讲嘉宾和

与会观众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深入

了解了drupa2012的更多信息。

drupa2012将于2012年�月�～16

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心举行。

drupa堪称“印刷和造纸工业的奥运盛

会”，每四年就有成千上万的专家来到

杜塞尔多夫参加这一行业盛会。drupa

是切身体会媒体生产和加工领域内所有

最新技术的首选平台，具有巨大和重要

的经济、技术影响，是其他展览会无法

比拟的，已成为反映印刷和造纸行业发

展趋势的晴雨表。

Stream Jet UV数字喷墨印刷应用技术展示交流会顺利召开

11月1�日下午三点，在上海统领

发展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统领”）召开了“Stream Jet UV数

字喷墨印刷应用技术展示交流会”，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商业票据印刷分

会的会员企业代表，协会的部分领

导如理事长邢建民、常务副理事长

李培芬、秘书长卢宾等出席了该交

流会。

交流会由李培芬主持，首先，邢

建民为该会致开幕词，她对交流会的积

极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与大家一

起分享了参观全印展的感受。接下来，

上海统领总经理杨仲移致欢迎词，他对

与会代表来到上海统领表示了热烈的欢

迎，并预祝交流会能够圆满结束。CTC

日本会社社长仲川洋也为交流会致辞，

他对与上海统领的合作表示满意，称赞

了杨仲移勇于尝试和创新的精神，并表

示，为了争取与更多的国内企业合作，

CTC正在积极地推出中文版。

最后，CTC数码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总经理连卫强做了题为“Stream 

Jet UV数字喷墨印刷应用”的主题报

告，他的演讲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喷

墨的市场背景、喷墨的发展（喷墨技

术的原理、喷墨技术的突破）、CTC

喷墨系统技术。让与会代表更深入地

了解了数码喷墨技术和CTC的喷墨印

刷应用技术。

随后，由上海统领的工作人员带

领与会代表到无尘车间进行参观，代表

们纷纷对生产的高度自动化和整洁环境

表示认可，交流会于五点圆满落下了

帷幕。

无水印刷全接触研讨会如期举办

11月15日下午，由香港印艺学

会主办的无水印刷全接触研讨会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2-M18会议厅召

开，为业界剖析了无水印刷带来的

好处。

会上，香港印艺学会义务司库陈

孝贤首先致辞；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

究所副所长褚庭亮发表了主题为“从

环保角度看无水胶印”的精彩演讲，

他阐述了无水胶印在印刷环保化中的

重要性，并着重探讨了版材在生产和

使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无

水胶印版材的制版原理及流程等；接

着，东华广州油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佐近宏树详细介绍了无水印刷的优

势、原理、设备配套及注意事项等，

其中，他强调了无水印刷的3大特征包

括不需要润版液、使用平凹版、版材

利用水显影，以及3大优越性包括套印

精度优良、印张上网点再现好、不影

响油墨干燥效果，通过专业的分析，

听众们视野大开。最后，雅昌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印刷技术总监廖晓华

分享了无水印刷实践经验，雅昌于2008

年开始使用无水印刷，用于高端艺术品

复制、特种纸张印刷等，至今已取得明

显成效。据廖晓华介绍，采用无水印刷

首先可推动环保，其次可缩短套印调校

颜色时间、减少调校纸张损耗，并且很

大程度地提高印刷质量。

“冠华之星”全国印艺大奖赛         
获奖结果隆重揭晓

“冠华之星”全国印艺大奖赛由辽宁大族冠华印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冠华”）发起，向全国应

用大族冠华多色印刷机的用户广泛征集优秀印刷作品，为全

国印刷企业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经过专家组评委缜密

和严格的评审，获奖作品名单最终确定。11月1�日，“冠

华之星”全国印艺大奖赛在第四届中国国际全印展大族冠华

E�馆C211展台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行业专家、知名企

业领导以及获奖企业代表出席了颁奖典礼。

此次大奖赛共设有四个奖项，参赛作品包括样本、画

册、宣传单等。 “一等奖”桂冠由杭州萧山百威有限公司

获得；黑龙江宏大捷印和长春市鼎信彩印厂共同荣获“二

等奖”；北京怡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成都市社会福利通顺

印刷厂和常德市武陵区宏垣彩色印刷厂被评为“三等奖”；

另有西安啸林印务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的参赛作品获得了

“优秀奖”。

曼罗兰红酒品赏会暨VAP增值印刷方案及           

ROLAND 707 LV演示活动成功举办

为了让更多的印刷同仁增值自

己，赢得商机，曼罗兰于11月1�日

在上海新天哈瓦那大酒店精心举办了

“PraxisDialog实践专题：曼罗兰红酒

品赏会暨VAP增值印刷方案及ROLAND 

�0� LV演示”活动，吸引了众多业内人

士齐聚一堂，曼罗兰通过增值印刷方案

和差异化策略，让现场嘉宾快人一步踏

上了高效高能的印刷之旅。

曼罗兰（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

区董事长袁治能首先致辞，他表示曼

罗兰举办此次活动旨在与广大客户共同

分享曼罗兰增值印刷的理念。作为曼罗

兰的亲密合作伙伴，奥西办公设备（上

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韦海恩发表了

讲话，他指出奥西和曼罗兰拥有共同的

理念，使这两家国际知名印刷设备供应

商强强联手，希望这样的合作能为更多

的客户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曼

罗兰市场部顾敏华与大家分享了曼罗兰

VAP增值方案，她表示曼罗兰印刷机能

为印刷企业实现差异化竞争，提高生产

效率与产品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经济效

益。随后，本次活动的主题之一——曼

罗兰红酒品赏会正式开始，由曼罗兰特

别邀请的专业红酒师与现场嘉宾共同分享

了红酒文化，大家在品味美酒的同时，也

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增值印刷的意义。最

后，曼罗兰带领现场嘉宾前往翔港印务

有限公司观看了ROLAND �0� LV胶印机

的现场演示，近距离感受到了曼罗兰为

印刷企业带来的不同凡响的增值服务。



精彩推荐 2011年11月16日 星期三全印展快报 �版

作为中国印刷影像材

料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了

切合2011中国国际全印展

“绿色、创新、和谐”的

主题，乐凯华光印刷科技

有限公司在展会上隆重展

出华光T P - U型热敏C T P

版、 T P - G型免处理热敏

C T P版、P P V G型低化学

紫激光CTP版、柔性树脂

版等环保节能产品，以展

示企业风采，推动华光市

场的发展。

( 1 ) T P - U型热敏C T P

版。这是一款专为UV油墨印

刷量身打造的阳图热敏CTP

版，也可用于普通油墨印

刷，其在抗化学溶剂性方面

大幅改善，是适合UV油墨印

刷的绿色版材。

(2)TP-G型免处理热敏

CTP版。这是一款新型环保

版材，曝光之后无须任何冲

洗加工步骤即可直接上机印

刷，实现了制版无废液排

放，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国

际先进水平，印版质量在国

内领先。

( � ) P P V G型低化学

紫激光C T P版。P P V G型

低化学紫激光CTP版与传

统紫激光CTP版的主要区

别是后处理方式的变化。

P P V G 型低化学紫激光

CTP版制版把预水洗、显

影、上胶�个步骤组合在一

起，既节省时间，又减少

了废液排放，降低了对环

境的污染。

( � )柔性树脂版。这

静电应用技术创新专家

奥电胜公司成立于19��年，

主要向工业领域提供静电装

置。自创立以来，奥电胜公

司在静电吸墨系统的研发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产品

历来以出色质量和卓越性能

而闻名于世。在多个应用领

域，精确计量的奥电胜静电

消除和发放系统已经证明了

其能为客户创造巨大价值，

并为多个行业领域树立了标

准。在本届全印展上，奥电

胜公司携多款新品闪亮登

场，为业内同仁带来了别具

魅力的创新理念。

全新奥电胜普及型BASIX

静电消除装置

全新奥电胜普及型

BASIX静电消除装置包括奥

电胜BASIX普及型ES��电

源和奥电胜BASIX普及型

R��静电消除棒。这两款设

备充分体现了奥电胜100%

的优越品质，且价格实惠。

奥电胜BASIX普及型ES��

电源拥有坚固的钢质外壳

和两个高压联接端口，防

护等级为 IP�0；而奥电胜

BASIX普及型R��静电消

除棒具有坚固的铝合金外

壳和防接触保护，通过了

UL认证，该静电消除棒的

尺寸小巧，设计紧凑，便于

安装且容易清洁。这两款设

备共同组成了一款简单经济

且功能强大的静电消除解决

方案，是印刷企业采购的理

想选择。

奥电胜ES24紧凑型

24伏发生器

奥电胜ES2�紧凑型2�

伏发生器是一款高效能、小

体积的高压发生器，可随

意、灵活地安装在任何设备

上。与传统变压器相比，

该高压发生器体积紧凑、轻

盈，不受任何地域不同电压

的限制，只需2�伏直流电

源输入，即可保持稳定的�

千伏交流电压输出。奥电胜

ES2�紧凑型2�伏发生器配

有两个高压输出端口，可与

全系列的奥电胜静电消除棒

和离子喷头连接配套（通过

ESV61分配后，还可连接

更多的静电消除棒和离子

喷头），用于非防爆区。

此外，奥电胜ES2�紧凑型

2�伏发生器具有CANopen

联系界面，可与高等级的机

械驱动控制建成一体，同时

CANopen联系界面更可作

为该发生器的驱动，在运作

时传递正常和错误的讯号，

便于操作，且提高安全等

级。该高压发生器主要应用

于柔印和数码印刷，及印后

加工环节。  

展位号：E6D413

静电应用技术创新专家奥电胜 
携优良解决方案闪耀全印展

展位号：E3B231

多年来，华光精工始终致力于包装印刷设备的生

产和研发，努力提高我国包装印刷设备的制造水平。

2011年，为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华光精工根据多年

来多色胶印机的制造技术和经验，最新推出华光精工

半自动平压平模切机，包括HGS1�0/120半自动平压

平模切机和HGS1�0C/120C半自动平压平清废模切机

两种机型。

本届全印展，华光精工携HGS1�0半自动平压平

模切机闪亮登场。HGS1�0半自动平压平模切机是华光

精工根据行业需求开发的不含清废功能的新产品，是瓦

楞包装生产过程的关键设备。该设备采用高精度间歇分

度机构、进口气动离合器、手动调压装置、自动中央集

中式给油润滑装置等先进结构。给纸采用手续纸直接送

入，模切采用平压平模切方式，收纸采用自动纸堆升降

台，可实现给纸平稳、定位准确、模切压力稳定、收纸

方便整齐。电气控制系统采用PLC进行监控，实现整机运

行自动化，且安全设施齐全可靠，采用人机界面实时显

示设备工作状况、各种故障及其排除方法，充分体现人

机交流的方便与快捷。

华光精工将于展会期间不同时间段现场进行模切

演示，欢迎您亲临E�-B2�1展位，近距离感受华光精

工模切设备的非凡表现。

华光精工最新推出
半自动平压平模切机

乐凯华光 绿色印刷的推动者

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款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版材，填

补了国内产品空白，整体

质量达到同类产品先进水

平，完全可以满足包装

印刷行业需求。这款版材

的主要优点是实地印刷饱

满、无针孔；较高的印刷

宽容度；优化的版材硬度

和弹性；传墨性能优良。

第四届中国国际全印展上，三

菱重工印刷纸工机械株式会社（以下

简称“三菱”）的展位设计简约大

气，让人倍感清新。全新亮相的钻

石系列产品V�000更是吸引了众多

参展者的目光，展位上人流如织。

2011年11月1�日下午，本刊记者有幸

采访到三菱取缔役社长清水雅巳及营

业本部长片山继治。

在访谈中，两位表示，此次展

出的产品适用性强，可广泛地用于出

版、商业和包装印刷等诸多领域，最

大的优势是生产效率高、能够缩短印

刷准备时间、耗电量小，是一款绿色

环保的明星产品。三菱希望通过

V�000在全印展上的展示，其卓越

的性能能够更进一步地树立起三菱在

印刷领域响当当的品牌，能够让更多的

业内人士接触三菱、认可三菱。

片山继治本部长透露，2011年10

月1日，三菱重工印刷纸工机械株式会

社完成了中国分部的机构调整，通过这

一调整，三菱在中国市场的服务质量和

零部件的配备效率都将大大提升。清

水雅巳社长也表示，三菱一直都特别

重视拓展中国市场，希望在新的一年

里，自己能够带领三菱再上新台阶，

争取获得新老客户的满意和信任。

三菱“钻石”闪耀全印展
——访三菱取缔役社长清水雅巳和营业本部长片山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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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RYOBI（利优比）

株式会社成立于19��年，拥

有汽车零部件、印刷、电动

工具、建筑用品等四大事业

部，其中，印刷事业部研发

的RYOBI系列胶印机成功地

销售到世界各地，受到用户

的一致好评。在多年的发展

中，RYOBI印刷事业部一直

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之

一，并将RYOBI系列胶印机

在中国的总代理权交给具有

相当经济技术实力、较高知

名度和信誉度的北京嘉和顶

新科贸有限公司，携手嘉和

顶新将最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带给中国，和中国的印刷业

共同成长。本次全印展上，

RYOBI印刷事业部和嘉和顶

新一如往常，携新型和热门

产品重磅出击。记者有幸在

RYOBI携手嘉和顶新 创节能环保新风尚
——访RYOBI印刷事业本部本部长堂本秀树和嘉和顶新副总经理王荣德

RYOBI印刷事业本部本部长堂本秀树（中）、海外销售科科长佐佐木晋一
（左）和嘉和顶新副总经理王荣德合影

“ 油 墨 ， 致 真 致

诚。”在位于E2馆的盛威

科展位上，我们又见到了

这句熟悉的话语。展会期

间，我们有幸采访到盛威

科中国区总经理陈振发博

士。在采访中，“服务”

是陈博士提及频率最高的

词汇。“盛威科不但向客

2011年11月1�日，在

柯尼卡美能达生产型彩色数

字印刷新品bizhub PRESS 

C�0hc新品揭幕仪式后，柯

尼卡美能达销售企划部副部

长、数字印刷代理商销售部

副部长李刚先生接受了多家

媒体专访，对柯尼卡美能达

的新产品、系列产品特色，

数码印刷市场发展情况，柯

尼卡美能达发展战略以及新

成立的数码印刷设备用户

俱乐部等问题作了详细解

答。李刚先生介绍，bizhub 

PRESS C�0hc首次采用高

色度聚合碳粉，色相更加

清晰，相比以往的数字印刷

系统可带来更强大的视觉

冲击，特别适合于对色彩输

出有较高要求的行业用户，

更会给普通消费者带来意想

不到的惊喜，为世界增添色

彩。数字印刷系统品质的

提升也增强了柯尼卡美能

达进入传统印刷市场的决

心，柯尼卡美能达通过多

种方式将其优质产品传递

给客户，如分别与柯达和小

森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并于全印展开幕当天成立数

码印刷设备用户俱乐部，为

客户提供别样专职服务，帮

助客户赢取利益，同时也将

更多创新理念通过客户传递

给更多人。

展位上采访到RYOBI印刷事

业本部本部长堂本秀树和嘉

和顶新副总经理王荣德，请

他们为大家介绍一下RYOBI

设备的最新动向以及嘉和顶

新的服务战略。

节能环保技术先锋

2011年9月2日，由日

本RYOBI印刷事业部自主

开发的LED-UV烘干装置荣

获了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印刷发行管理司指导，中

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

科印网主办的“2011绿色印

刷在中国”活动中的特别推

荐奖，在业界引起了极大反

响。那么这一技术的特别之

处在哪呢？据堂本秀树本部

长介绍，LED-UV烘干装置

是新一代的节能、环保UV

印刷系统。和以往的UV灯

管式的系统相比，该系统能

够降低�0%～�0%的电量

损耗，寿命长，可节省成

本；还能够瞬间实现亮灯

或灭灯，环保效果优异；

干燥过程中不需要热风，

从而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

放。目前，LED-UV烘干装

置可以加在RYOBI的任何一

款机型上使用，如RYOBI 

920系列、��0/��0G系列、

���E、�2�GX、�2�GE等

胶印机。本届全印展上，嘉

和顶新重点展出了RYOBI 

92�对开四色胶印机+LED-

UV烘干装置，该款装置已

经在国外售出�0余台，目前

正在中国市场加快推广，

以引领中国印刷的绿色环

保之路。

而除此之外，嘉和顶

新还展出了全世界销售数量

最大的六开(A�)胶印机——

RYOBI �20GE/GX六开四色

胶印机。“这款胶印机的设

计紧凑，仅采用0.1�mm厚

的印版，可大大节省材料，

并且能耗低，也算小幅面胶

印设备中的环保先锋。” 堂

本秀树本部长说道。另外，

王荣德副总经理还补充道：

“RYOBI �20GE/GX六开

四色胶印机在国内已售出达

100余台，有很多印刷企业

引进该设备的数量还不止一

台。”这充分体现出高性能

的RYOBI设备已经赢得了很

多中国客户的信赖。

完善优质服务模范

优秀的产品如果没有完

善、优质的服务来配合，在

市场上也难以立足。具有丰

富产品代理和市场营销经验

的嘉和顶新深谙其道，这也

是RYOBI印刷事业部当初选

择和嘉和顶新合作的原因之

一。“我们非常注重售前和

售后服务，设有专业的印刷

设备工程部，主要任务是帮

助用户了解设备、根据用户

的实际情况推荐机型，并全

面地完成场地勘察、设备安

装及调试、培训、保修等工

作。同时，为了保证用户的

印刷设备正常运转，并在国

内设有零件库，能够2�小时

为用户提供及时的设备维修

服务，使用户购买设备无后

顾之忧。” 王荣德副总经理

对于嘉和顶新的服务品质十

分有信心。

另外，由于目前印刷业

比较发达的南方市场在购置

设备方面已基本趋于饱和，

RYOBI设备也已经在这一市

场占有相当份额，因此，王

荣德副总经理介绍，嘉和顶

新的下一步战略是逐步开拓

印刷业较为落后的中部和西

北部市场，争取让全中国印

刷企业都能尽快了解和接受

性价比优异的RYOBI设备，

以推动整个中国印刷市场的

前进。

企业的发展既离不开创

新技术，也离不开服优质服

务，相信有了日本RYOBI印

刷事业部和嘉和顶新的强强

联合，RYOBI设备定会在中

国市场中熠熠生辉。

柯尼卡美能达 诠释“创意改变世界”

 盛威科 致真致诚服务中国
——访盛威科中国区总经理陈振发博士

“这是柯达今年参与

的第二个大规模展览会，我

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实力并对我们的未来充满

信心”，伊士曼柯达公司

副总裁、柯达消费数码集

团及图文影像集团亚太区

总裁Steve Green说。11月

1�日下午，Steve Green和

他的团队成员伊士曼柯达公

司图文影像集团印前解决方

案市场营销副总裁Cristina 

Fernandez、柯达亚太区数

字印刷业务发展总经理王

兵、伊士曼柯达公司图文影

像集团亚太区印版运营部总

监Robert Price在上海嘉里

中心接受了记者访问。

柯达此次以“你我的

时代，你我的柯达——绿

色，数字”为主题参展，出

展面积达�00多平方米，与

以往不同，其最大的亮点是

针对不同的细分领域，根据

不同类型的客户需求推出个

性化解决方案——以柯达鼎

盛1000喷墨印刷机为代表

的数码按需出版解决方案、

以柯达Nexpress SX��00

数码印刷机为代表的商业及

个性化数码印刷解决方案、

以柯达Flexcel NX柔印系统

为代表的包装印刷解决方

案、以柯达鼎盛S�全彩标

签印刷套印系统为代表的数

码标签印刷解决方案、以柯

达万印DS��00喷墨印刷系

统为代表的电子监管码解决

方案，以及以柯尼卡美能

达bizhub Press C6000彩

色数码印刷机为代表的数码

打样短版印刷解决方案等。

“以前，我们按照印前、印

刷、硬件、软件来区分产品

类别以面对客户，现在不一

样了，我们针对客户推出的

是全套的解决方案，一体化

服务”。

解决方案的业务梳理

对柯达的产品和服务提出

了更高层次的要求，Steve 

Green在访问中反复强调，

“客户的需求是全方位的，

但是一家公司并不能做成所

有的事情”。细心的观众会

发现，柯达此次参展的另一

大亮点是与合作伙伴携手亮

相，紧密合作。精密达、太

阳机械、天岑、德拉根……

众多国内企业与柯达联手推

出了印刷平台。

对此，柯达亚太区数

字印刷业务发展总经理王兵

如此表示，“中国本土企业

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反映都非

常不错，柯达与他们合作，

就是要一起把市场做大，我

想最终受益的还是印刷企业

客户”。

Cristina Fernandez作

为印前解决方案市场营销副

总裁，希望未来在中国大力

推进柔印的发展，“我相信

这会是发展的趋势”。

提到前不久柯达上调

柔印版材的价格，Robert 

Price说，“柯达会为中国

市场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

务，版材价格的上调是因

为受到上游铝、银等原材

料价格上涨的影响”。

你我的时代 你我的柯达
——柯达全球高管全印展访谈

户供应油墨，还提供致真

致诚的优质服务。”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盛威科在中国市场进行了

系列部署，其在上海设立

的全球研发中心（GIN）

和 全 球 分 析 测 试 中 心

（G A N），不仅将领先

的油墨技术带入了中国市

场，还能及时有效地为国

内客户寻求最佳的个性化

解决方案，满足其特殊需

求。2010年，盛威科在广

州设立了油墨调配中心，

致力于为华南地区的客户

提供更为迅捷的供货管

理、更为直接的技术支持

和更为周到的售后服务。

2010年12月，盛威科收购

了EIC油墨公司，在依艾斯

（EIC）油墨涂料（北京）

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盛威

科在中国市场的第二家油

墨调配中心落户北京，进

一步加强了盛威科在北方

地区的服务能力。对此，

陈博士表示：“能成为

中国客户强有力的业务伙

伴，与中国印刷行业共同

分享先进的技术及信息，

这是盛威科觉得十分骄傲

的事情。” 

——访柯尼卡美能达销售企划部副部长、数字印刷代理商销售部副部长李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