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第十二届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 

时间：2017年 4 月 27 日-30日    展出地点：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 

http://hkprintpackfair.com     同期展览：香港国际礼品及赠品展-贸发局主办 

主办机构：     香港贸易发展局        华港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机构：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香港瓦通纸业厂商会       香港数码印刷协会           香港插画师协会 

广东印刷复制业协会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香港包装专业协会 

香港华南洋纸商会         深圳市防伪协会             上海市印刷行业协会 

浦东新区印刷行业协会     浙江省印刷协会             温州市印刷行业协会 

苍南县印刷行业协会       深圳市包装行业协会 

 
區內領先的印刷及包裝展正是拓展市場的上佳平台 

將於2017年4月27至30日再度举办的第十二届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為印刷及包裝產品、材

料、服務及方案的供應商提供一個區內首屈一指的展示平台。 

2016年展会参展商数目达436家。 香港知名印刷及包装公司如艾尔珐亚洲有限公司、中大印刷

(中国)有限公司、利奥包装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民生信封制造厂有限公司、宏域国际有限公司、汇

洋印刷有限公司及迅特亚洲有限公司等都于展会介绍其最新产品及技术。另外，中国印刷包装知名

企业如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鼎印务有限公司、深圳九星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森林包装有限公司、厦门姚明织带饰品有限公司及浙江新雅包装有限公司等，以至全球知名纸

业品牌James Cropper Speciality Papers Limited亦踊跃参展。。展会更首次吸引丹麦及印尼企业

参展，令展会进一步国际化。  

参展商展出的产品质素优良，种类繁多，包括印刷及包装服务、高级包装产品、环保包装物料、

食品及饮料包装方案、化妆品包装产品、印刷耗材和包装材料及设备、印前服务以至综合包装方案。  

出席展览的买家数目众多，令人鼓舞。今年共有96个国家及地区的14,446名买家慕名而至，并邀请

了来自44个国家及地区共76个买家团到场。当中6,515名为香港业者，7,931名买家来自外地。其中

亚洲地区有6,087 名买家，欧洲地区有761 名买家、北美洲及澳洲及太平洋群岛分别有464 及305 

名买家、而中东、拉丁美洲及非洲分别有143、113 及58 名买家。  

 

主題展區突顯市場趨勢 

優秀展區 ─ 「高級包裝及印刷專區」提供高雅華麗的環境，讓供應商展示適用於奢侈品的印

刷及包裝方案，如珠寶、鐘表、化妝品、香水、葡萄酒、烈酒、美食、禮品、服裝及配飾。展品以

優良品質、卓越設計及增值功能見稱。大會将於2017年擴大「高級包裝及印刷專區」，涵蓋更多不

同類型的展品，包括以創新物料製造的特級包裝產品，以及絲帶、特種紙及特級薄膜等輔料產品。 



 

環保展區 ─「綠色印刷及包裝方案展區」匯聚環保節能產品、技術及生產過程的供應商，他們

均採用可再生材料，有利於達致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不少業內買家希望尋找專業認可的環保印刷及

包裝材料及服務的供應商，協助買家符合環保認證的要求。  

 

2017年焦點展區 

為迎合市場需要，大會增設兩個展區，分別展示適用於時裝及配飾行業的印刷及包裝方案，以

及創新的零售業展示方案。兩個全新展區的焦點展品分別包括紡織印刷機器、標籤、絲帶及紙製

展示架，以及視覺營銷及智能貨架方案。 

展望未来 

明年的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订于2017年4月27至30日举行，秉承2016年的佳绩，规模将进一步扩

大，并继续担当亚洲重要印刷及包装产品和服务采购平台的角色。盛会当前，万勿错过！  

 

参展商语录 
「香港德新是生产纸制品的领先企业，提供各式各样优质纸制产品，包括购物袋、问候卡、利是封及纸制文

具等，厂房设于深圳和广州，产品质素出类拔萃，并以全面的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客户需要。公司参与香港国际

印刷及包装展多年，藉以拓展业务。今年展出反应热烈，接触到更多参观人士，展览开幕至今才两小时，已有大

批来自不同地区的买家主动接洽，包括美国、澳洲、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客人。公司致力配合大小客户的业

务需要，在最低订单数量方面可作弹性安排。这展览会非常专业，吸引世界各地买家前来参观，是我们每年都必

定参与的商贸活动。」 
香港德新纸品有限公司---出口部经理苏子扬 

「深圳市盛翔展示制品于 2009 年成立，专门生产各种用作包装及广告推广的纸货架，例如纸堆头、展示架和

展示盒等，主要客户来自美国、欧洲及澳洲等地。这是公司第三年参与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藉以推广产品及

结识海外买家；过去两年均找到一些新客户，现在仍然有业务往来。我们今年特别推介最新设计的展示系列，迎

合市场需要，物色更多买家。主要展品有抢眼的纸堆头货架，操作既方便又有效率；另一焦点是可自由组合的蜂

窝板，以配合推广活动的实际需要。海外买家对我们的产品很感兴趣，不少来自香港、中国内地、美国及英国等

地的潜在客户前来接洽，大家将进一步磋商，探讨业务合作。我们很满意展览会一切安排，买家反应较去年更为

积极。」 
深圳市盛翔展示制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振平 

「Cyberprint Group 创业至今 50 多年，是泰国规模最大的印刷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为全球客户提供一

站式专业服务。我们参与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已有 8 年，藉以扩展国际市场业务。今年展览集中推广公

司的全面服务方案，以及兼备影像互动功能的 AR Code 印刷技术。大批来自不同地区的买家对我们的服务

都很感兴趣，包括香港、欧洲、美国、澳洲及新西兰的客人，有些买家现正洽商合作机会，我们短期内将

会按客户要求逐一报价。展览会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多年来展出很有成效，并找到一些新客户。这盛会是

业界跟国际买家交流接触的大好机会，大家亦可藉此了解全球不同市场的发展情况。」 

泰国 Cyberprint Group, Co., Ltd 出口市场推广部经理 Krisad Ramdeja 



「Wahyu Abadi 开业至今已有 45 年历史，提供一站式印刷及包装相关的商业解决方案，厂房设于雅加

达和西爪哇省，根据客户需要制定全面商业策略，由设计以至生产过程各工序都照顾周到。公司这次是首

度参与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把服务扩展至国外，希望与海外买家建立长远的业务关系。到目前为止，

有几名香港、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买家对我们的服务都很感兴趣，并就相关的纸袋设计、礼物盒及杯子蛋糕

等包装解决方案查询报价，我们更有机会与美国百货企业 Sears 会面，探讨业务合作，大家将继续磋商。

这展览会办得很专业，我们亦可以藉此良机了解整体市场的发展趋势。」 

印尼 Wahyu Abadi 业务发展经理 Waldo Hartanto  

买家语录 

「The Rose Group 于 1981 年成立，为印度客户供应高级珠宝及钟表产品，亦是国际品牌销售设计系列

的时尚平台，向来以出色设计、精致手工和卓越品质见称。这是我首次到访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物色

一些适合公司珠宝系列的包装设计，至今己结识了 9 家香港及中国内地参展商，找到一些有趣产品。其中

一家来自浙江省的中国内地企业生产的包装袋尤其吸引，最低订单数量只为 3,000 件，大家将继续磋商，

并希望在一个月内与该供应商落实订单，配合来季全新珠宝设计系列的销售计划。另外，我们将会跟其他

连系上的参展商进一步洽谈，探讨合作机会。这展览会办得有声有色，展品丰富，包括崭新印刷技术和不

同类型的纸品物料，以及各式各样价格吸引的优质产品，大会职员亦很专业及提供各种协助，此行收获不

错，令人印象难忘。」 
                          印度 The Rose Group 创作及市场推广部助理经理 Rakesh Khot  

「Eden Mill 是苏格兰一家手工酿酒厂，位处圣安德鲁斯市，专门生产啤酒、毡酒和威士忌。我是第一

次到访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为产品寻找合适的包装物料。公司现在主要在苏格兰当地采购包装产品和

解决方案。这次参观收获非常丰富，展会上有很多有趣的包装物料，而且价格相当吸引。我至今已找到 4
家中国内地供应商洽谈合作，涉及纸制包装产品、塑胶包装袋及铝制容器，未来两个月便可以落实交易，

预计跟其中一家供应商的初步订单数量约为 10,000 个塑胶包装袋。此外，亦将与另一供应商继续磋商，

涉及的订单数量高达一百万个铝制容器，用于公司即将推出的鸡尾酒系列。这里展品琳琅满目，提供很多

选择，对我们采购包装设计和相关物料大有帮助，我很满意这展览会的一切安排。」 
                                     英国 Eden Mill 业务经理 Victoria Louise Miller 

「本公司是泰国综合家禽及食品的领先企业，制成的食品主要以 S-Pure 及 BETAGRO 两个品牌，销往

泰国各地以至亚洲及欧洲等全球不同市场。公司每天都出产大量食品，十分注重产品质素和安全。这是我

们首次到访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至今已经找到 5 家来自香港、马来西亚及中国内地的供应商，涉及一

些用于急冻和冷藏食品的包装物料，并已取得产品样板，公司的销售及市场部同事将会就其质量加以检测，

然后与这些新供应商落实订单。这展览会办得很不错，我们接触到很多蛮有趣的包装产品和意念，期望明

年可以再来参观。」 
  泰国 B. Foods Product International Co., Ltd. 产品及流程发展部董事 Sakhorn Jullarat 

「郭元益食品是拥有 100 多年历史的台湾知名品牌，尤以喜饼礼盒驰名中外，在台湾经营的糕点店广受

消费者欢迎。除了中国传统糕点食品之外，公司更把产品种类扩展至西式曲奇饼，现在台湾各地经营的糕



点店共 25 间。我是首次到访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目的是采购合适的包装产品。展览会规模相当大，有

各式各样有趣展品，我找到了一家来自中国内地生产精致金属盒子的供应商，盒子设计精美，可以作喜饼

礼盒包装之用。我们将提供有关设计的详细资料，以便该供应商按实际要求制作样板，之后采购部同事将

进一步研究并落实订单细节。」 
                                              台湾经理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经理苗萃英 

「Galaxy 于 2000 年开业，主要为亚联酋地区的客户提供各式各样印刷及包装解决方案和服务，大部份

顾客为教育机构及化工企业。这是我首次来港参观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展品内容很精彩，令人印象深

刻。我在展会上接触到不少中国内地的纸品供应商，找到很多各具特色的印刷纸及包装纸，其他有趣产品

还有标贴印刷设备及镭射切割机等。至今挑选了 10-12 家潜在供应商，大家将就不同纸品采购进一步磋商，

初步订单可达一个标准货柜量。展览会内容精彩万分，展品十分多元化，我更可藉此机会与大批供应商直

接会面，物色最佳的合作伙伴，这展览会对公司业务发展真有莫大帮助。」 
                             阿联酋 Galaxy Printing & Stationery 合伙人 Shajan Mathew 

「Ben Thanh Jewelry 开业至今 29 年，最初专注于珠宝首饰的生产设计，近年则集中发展珠宝批发及零

售业务，目前在胡志明市经营 5 间珠宝店。公司正积极扩展珠宝零售网络，并计划未来 3 年在越南全国各

地开设多达 200 间新店。我们这次首度来港参观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就是要为未来发展采购更多合适

的包装设计。到目前为止，已找到两家来自深圳的中国内地供应商，他们生产的珠宝包装盒很精致，初步

订单约为 1,000 个盒子，如果进展顺利，再次落单时数量可增至 10,000 个。这展览会很不错，我在发掘

产品时更可以亲自触摸及感受其特性，参展商亦乐于与我们分享各种资讯。我明年将会带同销售及市场部

同事再来参观采购，开拓更多发展机会。」 

越南 Ben Thanh Jewelry 总裁 Ta Chi Cuong 

「BMC 是汶荚规模最大的家禽及肉类加工食品生产商之一，同时进口各种优质冰鲜和急冻牛肉、羊仔肉、

羊肉及海鲜食品。我是首次到访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希望物色包装产品的新供应商，公司现在的包装

物料主要来自马来西亚、韩国及中国内地等地。这展览真是个绝佳的采购平台，香港贸发局安排的商贸配

对会议亦很有成效，我已经找到 3 家来自香港及中国内地的供应商，洽购一些适用于急冻食品包装的真空

袋和托盘。展览会的确为公司业务发展创造新机遇，让我们可以接触到新供应商，开展相互合作。」 
                                  汶莱 BMC Food Industries Sdn Bhd 董事总经理陈图亮 

主要展品类别 
印刷服务展区（三维立体图像印刷、袋、信封、日历，卡及礼品印刷、条形码标签印刷、书刊印刷、商业印

刷、数码印刷、非纸类物料印刷、包装印刷、丝网印刷、防伪印刷、财经印刷,吊牌印刷，卡类印刷，光盘印刷） 
包装服务展区（礼品包装、钟表盒/珠宝盒、防伪包装、化妆品包装、零售包装、运输包装、防静电包装、

填充包装、PVC 包装，无纺布包装、竹木包装、压力容器包装、工业包装、环保包装、再造纸品） 
奢侈品包装及印刷展区：珠宝钟表包装、眼镜盒、手饰包装、香水及化妆品包装、美酒包装、时装配饰包装、

综合奢侈品包装奢华印刷及包装物料、奢侈品的综合包装解决方案 
食品及饮料包装主题展区（饮料包装、吸塑包装、食品包装、锡纸、收缩包装、酒类包装、烟草包装、真空

包装、保鲜膜、塑料瓶/盖、金属罐，PVC/PP/PO 食物袋/盒） 



印刷耗材及包装耗材：订装耗材、纸箱、植绒材料、烫金材料、礼物包装纸、海报及艺术图、手工艺纸、标

签、覆膜材料、包装纸、纸袋、纸版、胶袋、胶卡、版材、印刷油墨涂料、特种纸、印刷纸、丝带、特殊材料、

胶带、标贴、易碎纸、包礼物花球及织带、瓦通纸盒及纸箱、粘合剂、保鲜膜、胶带/标贴、其它印刷包装材料； 
印刷、包装 设备及系统：印刷设备、丝网印刷设备、装订设备、印前处理系统、CTP 设备、裁切设备、数

码印刷设备、烘干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包装与整饰设备、纸加工设备、广告制作技术设备及器材、烫金设备

及耗材、二手印刷/包装器材供应、条形码打印机及软件、电子数据出版系统、机器配件及零部件 、ERP 系统、

覆膜设备、润滑系统、检测仪器表； 

综合印前及贸易服务展区：印刷/包装设计服务、刊物设计、品质检测服务、环保认证服务等 
运输包装及供应链管理方案：集装箱缓充气袋、气泡袋填充包装、瓦楞纸箱、运货板、防潮包装等 
服饰印刷及包装方案：织带、徽章、成衣标签、标牌 (各种物料)、吊牌印刷服务、梭织标签、烫画移印等。 
广告创意零售陈列方案：纸货架、广告旗、广告显示板 / 展示架、标志及展示用品等 

参展费用： 

标准摊位 展览净地 

连设施摊位 基本摊位 

HK$港元 2460US$美金 316 

(每平米)最少租用 36平米 

12/平方米  

HK$港元 33990/US$美元 4375 

12/平方米     

HK$港元 32320/US$美元 4160 

9/平方米  

HK$港元 25530US$美元 3285 

9/平方米     

HK$港元 24310/US$美元 3130 

奢侈品包装及印刷产品高级展台 
9/平米 

HK$港元 32660/ US$美元 4210 

12/平米 

HK$港元 42790/ US$美元 5510 

9/平米特级展台（A，B，C） 
HK$港元 32030/ 

US$美元 4130 

HK$港元 34000/ 

US$美元 4395 

HK$港元 37280/ 

US$美元 4795 

12/平米特级展台（A，B，C） 
HK$港元 41970/ 

US$美元 5405 

HK$港元 44160/ 

US$美元 5700 

HK$港元 49620/ 

US$美元 6390 

 

主办机构联系方式: 

中国内地＼欧洲＼印度＼日本＼韩国＼澳门＼北美＼南非公司请联络： 
华港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华港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国际商会中心 1402 室 
电话：0755- 88312355       传真：0755-88312108 
联系人：张双文先生 13560768915   E-mail:zsw@ciec.com.hk 

香港及其它地区企业请联络：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湾仔博览道１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博览商场１３号展览事务部 
电话： 00852-22404614，22404801，22404614  传真：00852-35213166 
联系人：简志雄先生，许丽虹、陈颖欣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