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與商機共存

第六屆中華印製大獎現正徵集作品
歡迎同業踴躍參與！

Get Ready for the 6th China Print Awards!

徇眾要求，截止日期
延至 4 月 28 日

中華印製大獎是由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香港印刷業商會、台
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澳門印刷業商會聯合主辦、印刷行
業唯一經國家正式批准的綜合類評比獎項，具有很高的公信力及權威性。
大奬目的
 通過公平、公正、合理的程序，評選出各個分項最優秀的印刷製品；
 通過一系列海內外宣傳推廣活動，讓國內及海外廣大印刷製品的買家了解華人印刷企
業的創意設計和印製水平；
 為獲獎印刷企業創造商機，幫助他們拓展海內外市場；
 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振興中華民族現代印刷工業。
不斷創新
 第六屆中華印製大獎將擴大評審專家組，評審程序力求完善；
 增加全新的獎項設置，使更多的參賽企業能夠體會到大獎為企業所帶來的榮譽感；
 擴大宣傳力度，將中國印刷企業的印製水準更全面的展現出來。
徵集作品 及 評選人物奬
中華印製大獎成功舉辦了五屆，在廣大印刷企業積極參與和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取得
圓滿成功。第六屆中華印製大獎現已正式啟動，歡迎海內外華人印刷企業於2017年4月28
日前遞交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間完成的印刷品參賽，並於2017年4月30日前
推薦優秀企業家角逐傑出人物奬。如有查詢，請聯絡香港印刷業商會樂小姐（852-2527
5095）或張小姐（852-2527 5092）／電郵至printawards@hkprinters.org。

主辦單位之一：
One of the organizers: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48-50 號二樓
st
1 Floor, 48-50 Johnst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 852-3583 3656 / 852-2527 5092
Email: printawards@hkprinters.org

第六屆中華印製大獎 參賽須知
The 6th China Print Awards – How to
Apply
1. 參賽作品必須是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完成
的印刷成品，每件參賽作品請提交兩份，2017 年 4 月 28 日截止
報名。
2. 查看獎項設置分類，確定參賽作品類別，填好「參賽報名表」。
3. 每一件作品只能參加一個獎項，每一個獎項需要 2 件參賽作品，每件參賽作品需
要提交符合印刷標準的 JPG 照片 1 張，並在參賽獎項的方格內勾選√。
4. 香港參賽企業請瀏覽香港印刷業商會網站，查看詳情並下載報名表：
http://www.hkprinters.org/chinaprintawards_intro.asp
5. 請先以電郵發送報名表的電子版和對應作品照片：
香港參賽企業：printawards@hkprinters.org
然後將清晰填寫或列印的報名表，連同作品一式兩份（每件作品需一份對應報名
表和一張對應作品照片），一併郵寄或送交至以下地址：
東莞市出版印刷業協會（註：中華印製大獎參賽作品）
地

址：中國廣東省東莞市南城區石竹路 9 號 2 樓（郵編 523070）

聯繫人：梁曉晴小姐（電話：86-769-22837099 / 86-137-11821018）
** 特別留意： A. 請將作品包裝完整以避免運輸過程中損壞
B. 組委會有權將參賽作品用於宣傳、展示或推廣
C. 組委會有權處理參賽作品，不再退回
每家香港參賽單位選送作品參評的同時，請將報名費每件港幣$250 元，以劃線支

6.

票寄交香港印刷業商會。
香港參賽單位
支票抬頭：
「香港印刷業商會」或 “The Hong Kong Printers Association”
郵寄地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48-50 號二樓

香港印刷業商會

支票背面：請寫上參賽企業名稱，並註明「中華印製大獎報名費」
7. 如有查詢，請聯絡香港印刷業商會：
樂小姐（852-2527 5095）或張小姐（852-2527 5092）。
主辦單位之一：
One of the organizers: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48-50 號二樓
st
1 Floor, 48-50 Johnst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 852-3583 3656 / 852-2527 5092
Email: printawards@hkprinters.org

第六屆中華印製大獎 參賽報名表
The 6th China Print Awards – Application Form
參賽企業：
地址（及郵編）：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手機：

電郵：

參賽作品：

編號（組委會填寫）：

請於以下方格內勾選（√）參賽作品類別，並請注意：
1. 請仔細閱讀參賽須知，作品類別一經勾選，就視為確認，因填報錯誤造成的損失，需由參
賽企業承擔；
2. 如選報幾個類別，就要提供相應數目的作品。
出版及商業印刷
A. 書籍
□ A-1 精裝本（開本≤A3，4 色以上）
□ A-2 精裝本（開本>A3，4 色以上）
□ A-3 精裝本（1-3 色）
□ A-4 中國書畫
□ A-5 平裝本（1-3 色）
□ A-6 平裝本（4 色及以上）
□ A-7 兒童圖書
□ A-8 古裝書
□ A-9 套裝書(≥5 冊）
B. 教材
□ B-1 教材（1-3 色）
□ B-2 教材（4 色及以上）
C. 雜誌
□ C-1 單張紙印刷
□ C-2 卷筒紙輪轉印刷
包裝印刷 各項產品的外包裝及標籤
N. 紙製品包裝
□ N-1 固定紙盒
□ N-2 折疊紙盒
□ N-3 瓦楞紙盒
□ N-4 瓦楞紙箱
□ N-5 其他

主辦單位之一：
One of the organizers:

D. 報紙
□ D-1 報紙（1-3 色）
□ D-2 報紙（4 色及以上）
□ E. 年鑒
□ F. 裝幀設計、創意（封面及封套設計）
□ G. 商業報告及手冊
□ H. 商業印刷（包括折頁印刷品、小冊子、廣
告宣傳品、產品服務樣本）

□ H-1 海報
□
□
□
□

I. 藝術品複製
J. 賀卡、請柬和節目單
K 日曆
L. 環保印刷品

O. 塑膠/薄膜及軟包裝
□ O-1 袋（1-3 色）
□ O-2 袋（4 色及以上）
P. 商標及標籤
□ P-1 不乾膠標籤
□ P-2 其他標籤
Q. 印鐵及容器印刷
□ Q-1 金屬包裝印刷
□ Q-2 非金屬容器印刷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48-50 號二樓
st
1 Floor, 48-50 Johnst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 852-3583 3656 / 852-2527 5092
Email: printawards@hkprinters.org

數碼印刷
□ R. 數字（單張）
S. 數碼印刷品
□ S-11 本冊（鐳射）
□ S-12 本冊（噴墨）
□ S-13 日曆（鐳射）
□ S-21 商業廣告（鐳射）
□ S-31 商業廣告（噴墨）
□ S-32 其他（電子墨）
網印及特種印刷
□ U. 陶瓷與玻璃

□
□
□
□
□
□
□

□ V. 標牌

有價證券防偽印刷
T. 可變數據印刷品
□ T-10 商業票據、獎券、門票
□ T-11 防偽標識（標籤）
□ T-12 其他

S-33 商業廣告（噴繪）
S-41 標籤 （鐳射）
S-42 標籤 （噴墨）
S-51 包裝彩盒、袋（鐳射）
S-52 包裝彩盒、袋（噴墨）
S-60 報紙
S-70 數碼與其他印刷方式混合產品

□ AA. 磁卡印刷

□ W. 非平面印刷
□ X. 服裝與織物
□ Y. 證件、證書

工藝特點及創新特點（必須填寫）

紙張品牌：

檢測設備：

油墨品牌：

版材品牌：

打樣設備品牌：

製版設備：

印刷設備品牌：

印後加工設備：

歡迎於 2017 年 4 月 28 日前遞交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間完成的印刷品參賽。請先將表
格電郵至 printawards@hkprinters.org ，然後列印表格連同一式兩份參賽作品及一張對應作品照片一併
寄往：
東莞市出版印刷業協會（註：中華印製大獎參賽作品）
地 址：中國廣東省東莞市南城區石竹路 9 號 2 樓（郵編：523070）
聯繫人：梁曉晴小姐（電話：86-769-22837099 / 86-137-11821018）
如有查詢，請聯絡香港印刷業商會 樂小姐（852-2527 5095）或 張小姐（852-2527 5092）

主辦單位之一：
One of the organizers: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48-50 號二樓
st
1 Floor, 48-50 Johnst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 852-3583 3656 / 852-2527 5092
Email: printawards@hkprinter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