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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昨日，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

（ 广

东）

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PRINT

CHINA 2019）在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

览中心开幕。 本届展会共有28个国家

和地区的1200余家企业参展， 众星云

集，集中展示最新科技成果，为印刷包

装行业带来一场全球新产品、新技术、

新趋势的盛会。

展会每四年举办一届

由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

会、广东省印刷复制业协会、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 中国

（ 广 东 ）

国 际 印 刷 技 术 展 览 会

（PRINTCHINA） 自2007年举办以来，

每四年举办一届， 现已成为国内规模

最大、水平最高的专业展会之一。

作为四年一届的国际性印刷盛

会， 本届展会共有来有来自中国、德

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及中国香港等

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厂商参加

展出，展览面积达14万平米，展品覆盖

了印刷全产业链的最新设备及技术。

来自传统胶印、印前数码、包装印刷等

领域的领先企业悉数参展， 并在现场

展示最新研发的印刷技术设备。

展会期间， 将有来自30个国家和

地区的100多个参观团组，以及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个体观众约20万人次到

场参观。 本届展会还将举办多场高端

论坛和精彩活动， 如第四届国际印刷

技术发展论坛、 印刷机械行业十大工

匠颁奖典礼、2019国际标签创新技术

高峰论坛、色彩管理论坛等。

东莞年印刷工业总产值超

400

亿

开幕仪式上，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

材工业理事长徐建国表示， 本届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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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深入推进中国

印刷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统领，

以“智能引领，融合创新，服务转型，绿

色发展”为主题，通过主题展馆与专区

设计，全面展示最新产品与技术，重点

展示在印刷电商、 绿色印刷、 数码包

装、 创意印刷等方面的行业实践与发

展。 中央宣传部印刷发行局局长刘晓

凯称，希望全行业能够依托本次展会，

加强对话沟通和交流对接， 吸收新理

念、融汇新技术、拓展新业态，破解发

展中的难题问题， 加快印刷业与信息

技术深度融合，研讨印刷业“四化”发

展路径， 以创新精神推动我国印刷业

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 目前全市共有印刷企业

3100多家， 年印刷工业总产值400多亿

元，印刷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行业多

项指标位居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形成

了配套设施完善、 服务功能齐备的工

业体系。“广印展”落户东莞，就是对东

莞印刷业发展水平和整体营商环境的

充分肯定。 2007年以来，“广印展”已经

成功举办了三届， 为加快印刷行业创

新发展、推动印刷技术升级换代、畅通

印刷信息传播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跻身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印刷行业

盛会之一。

作为本届PRINT CHINA的大

型参展商之一，海德堡以“Heidelberg

Goes Digital海德堡全面数字化”为主

题，展出了最先进的数字化与智能化

印刷解决方案。包括：首次亮相、海德

堡上海青浦工厂组装的最长的胶印

机速霸CD 102-8+L UV； 新一代生

产型数码印刷机Versafire EV；内涵更

丰富、功能更强大的印通工作流程管

理系统； 波拉高速切纸机Polar 115

PF与Compucut Go联袂展示自动化

裁切的强大威力； 以高度自动化配

置、操作简单著称的斯塔尔全自动折

页机CH 78；以及中国印刷业的第一

个“网络彩盒（Web to Box）”数字化

包装印刷平台等。

与此同时，为了让来宾更直观地

感受海德堡数字化创新，展位还设置

了VR体验区，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更

直观生动地展示Primefire106机器内

部构造与印刷过程。 展会期间，海德

堡还将邀请与会嘉宾前往深圳贤俊

龙彩印有限公司，见证亚洲第一台海

德堡 Primefire 106 B1幅面工业化数

字喷墨印刷系统正式投产。

据悉，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

（ 海德堡

）在长达160余年的发展历程

中，一直是全球印刷业首屈一指的设

备供应商和可靠的合作伙伴。海德堡

以客户需求为依据，提供定制的产品

和服务，帮助客户开展高效可靠的生

产、达成经济上的最佳投资，以助其

实现成功的企业运营。海德堡集团目

前在全球拥有约12000名员工， 凭借

自身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合作伙

伴网络， 海德堡为全球客户提供设

备、服务及印刷材料。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日前，“寻踪———麋鹿室内乐团经

典民乐音乐会” 在东莞莞城文化周末

剧场上演。麋鹿室内乐团于 2016 年在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紫禁城室内乐团

艺术总监刘顺的倡议下成立， 在中国

音乐学院国音堂举办了首场演出并全

球直播。

音乐会在一首五重奏《旋歌》中拉

开序幕。随后，《丝路骆驼》《楼兰姑娘》

《瑰丽丛林》《霸王卸甲》《二泉映月》等

曲目相继上演。在演奏每一首曲目前，

演奏家都会用赏学并重的方式， 为观

众介绍曲目。 现场， 五位演奏家用二

胡、琵琶、大阮、中阮等乐器演绎了既

传统又现代的民乐，让观众沉醉其中。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莞城宣

第四届中国（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昨日开幕

1200余家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

资讯

颐和隆潮菜

南城店开业

日前， 颐和隆潮菜南城店在南城

宏伟路东二路开业。 开业期间到店消

费可享以下优惠：4 月享 7.8 折，5 月

享 8.8 折。

“潮菜的鲜，在于食材。同时，潮菜

又很讲究做法， 东莞市民不用组团到

潮汕了， 在这里便可吃到正宗的潮汕

美食。 ”该店负责人介绍到，颐和隆是

一家以潮粤菜为主，汇集海鲜、河鲜、

浅海冰鲜的大型水产连锁餐饮企业，

酒楼一直秉承“食材好，食才好”的经

营理念。目前，已在寮步、大朗、东城等

地开设分店。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海外投资者

A

股投资升温

MSCI

主题

ETF

或受青睐

MSCI 亚太区执行董事魏震近日

在景顺长城基金主办的“工具化投资

时代新机遇” 主题论坛上表示，MSCI

今年决定分三步将 A 股纳入因子扩

大至 20%， 海外投资者投资 A 股热情

进一步升温。魏震认为，海外投资者初

步配置 A 股会倾向于选择 ETF，其中

跟踪 MSCI 进程的 ETF 或最受青睐。

值得一提的是， 景顺长城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 ETF 是业内首批成立的

MSCI 国际通指数基金之一。

股债双牛二级债基受青睐

景顺长城四季金利业绩稳健

今年以来股、债两市走势喜人，给

投资者带来不少信心和期待。 景顺长

城四季金利作为二级债基品种， 拥有

着股债兼顾的特性， 在开年以来的暖

春行情下， 过去三个月取得了 5.93%

的收益率。

展望二季度， 景顺长城四季金利

基金经理袁媛表示， 二季度经济基本

面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 但稳增长政

策将持续推出， 债券市场在基本面及

政策两方面因素影响下呈现区间震荡

的概率较大。 二季度相对看好权益市

场表现，积极关注转债投资机会。

莞城：经典民乐奏响文化周末

相关链接

海德堡携数字化创新成果亮相

参展企业正在介绍公司产品。

图为晚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