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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针对印刷服务供应商发布战略公

告，增强其在数字印刷行业的领导力 

公布产品组合、市场进入战略以及投资的关键创

新，以帮助印刷服务供应商降低成本并抓住新的增

长机会 
 

 

 

 
以色列特拉维夫，2012年 3月 15日——今天惠普增强了其在数字印刷市
场的领导地位，并宣布了战略行动方案，旨在加速其在亚太区和日本
（APJ）的增长，同时帮助印刷服务供应商（PSPs）降低整体印刷成本、
创造新的应用和商业模式并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公告内容包括： 

 扩展产品组合，推出 10款新的数字印刷系统，旨在帮助印刷服务

供应商提高数字印刷服务 

 以客户为中心的分区间市场进入战略，从而为亚太区和日本的印

刷服务供应商创造新的商业机会 

 公布战略投资，从而在区域内建立印刷服务供应商的生态系统 

 
“亚洲的数字印刷行业相比传统印刷行业 1增长速度快了近 5倍。市场机
会毫无疑问在加速到来，而且惠普处于最好的行业地位能够帮助印刷服
务供应商抓住这样的机会并取得印刷利润的增长。”惠普亚太及日本地
区图形印艺解决方案事业部副总裁 Gido van Praag说：“今天发布的公
告表明了我们的承诺：带来最具创新性的产品组合，以正确的战略做指
导并建立一个生态系统以支持这种增长机会。” 
 
惠普以其 Indigo、Scitex 和 Designjet产品组合 3，占据着亚太地区的
头号市场地位。 

10 款新的印刷系统，用以提高印刷服务供应商在亚太区和日本的数字印
刷服务 

图形印艺行业的技术变革带来的结构性转变迫使印刷服务供应商从传统
印刷转向数字印刷。数字印刷与传统印刷相比能够为印刷服务供应商代
来显著不同的机会。惠普新扩展的 10款印刷系统产品能够满足原来并非
由数字印刷系统解决的市场需求。这个产品组合解决了整个市场的需求-
产品包括： 

— HP Indigo 数字印刷机，可提供高质量液体 HP电子墨水，用于商

业、专业照相、标签和包装应用。 

— HP Inkjet Web印刷机，可实现高速印刷、事务处理和商业应用。 

— HP large-format大幅面系统使用 HP Latex和紫外线油墨，适用于

多种标识和展示应用。 

 媒体联络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杨威 

Tel：（010）6564 5565 

 yang.wei @hp.com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HP） 

北京市朝阳区 

建国路112号 

www.hp.com.cn 

 

曾华 

伟达（中国） 

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 

Tel：（010）5861 7516 

daniel.zeng@hillandknowlton.com.c

n 

http://www.hp.com/go/indigo
http://www.hp.com/go/inkjetwebpress
http://www.hp.com/go/largeformat
mailto:qwu@hp.com
http://www.hp.com.cn/
mailto:daniel.zeng@hillandknowlton.com.cn
mailto:daniel.zeng@hillandknowlton.com.cn


 新闻稿 

 

2 / 4 

— HP Specialty Printing Systems 喷墨解决方案，能够以高生产效

率且低成本地完成压印、处理，编码和标记的应用。 

以客户为中心的分区间策略，为印刷服务供应商增加了印刷量并打开了
新的商业模式 

惠普认识到，今天的印刷服务供应商在寻求一个值得信赖的可靠的合作

伙伴，以便依靠其专长和知识帮助自己在细分市场上取得成功。惠普细

分市场的做法带来了深入和全面的端对端解决方案，与印刷服务供应商

的需求相整合，使得印刷服务供应商有信心发展自己的核心数字印刷业

务，同时探索其他市场区间的新机会，如直销、账单营销、出版和专业

照片打印等。惠普的专家分别与这些印刷服务供应商进行研究，帮助他

们制定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其业务目标，实现的内容包括：  

 利用合作伙伴在印刷行业已有的最广泛的平面图形印刷解决方

案，进入有利润的新市场。 

 通过使用惠普和其合作伙伴集成的创新且可靠的印刷解决方案，

从而创造新的客户价值。 

 通过使用惠普及其合作伙伴的图形印刷解决方案，以便简化操

作、保护投资从而达到业务合理化的目的。 

“除了支持我们的传统业务，惠普 Indigo印刷机已经帮助我们开发了新

的商业模式，使我们能够提供新增值服务，比如基于数字印刷的 B2C网

上平台（如 tushu.com）、内容创建应用（如出版和编辑），并为客户提

供在线数字印刷服务，”一家北京的商业印刷和包装公司——北京景华

印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建宏说。 

与惠普合作之后，北京景华印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经通过引进企业间

客户按需印刷个性化的邀请函、定制营销材料或招标文件的打印服务，

探索到了新的商业机会。 该公司也将推出一项服务，便于消费者通过其

公司网站制作个性化的写真集和 Twitter书。 

惠普扩展的图形印艺解决方案产品组合真正涵盖所有打印输出形式，以
其持久出色的打印效果，完整的工作流程，可信赖的合作伙伴解决方案
和扩大的墨水介质选择，满足图形印艺领域的不同需求。印刷服务供应
商采用的解决方案包括惠普喷墨轮转印刷机、惠普 Designjet 印刷机、惠
普 Indigo 印刷机、惠普 Scitex 印刷机和惠普专业打印系统（SPS）、惠
普 Latex 墨水和惠普轮转解决方案，可以制作出各种输出产品，从个性化
的直邮信件和高端精美的艺术制品到销售点海报和超大幅面的公告牌，
也可以制作个性化的书籍，比如书籍出版和商业印刷公司 McPherson 就
提供这类服务。 

 

McPherson 印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Alan Fahy 说到：“惠普轮转印刷机 T

系列的优点在于它让我们的客户得以降低库存水平和报废，缩短测试市
场的时间，满足利基出版需求，提供个性化出版服务。有了它，我们可
以消除出版过程中的一些估量工作，还帮助我们的客户降低了碳足
迹。” 

http://www.hp.com/go/oemink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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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安装了惠普 T400 印刷机，因为这款印刷机是唯一一款可以经济
地在书本类物品上实现所要求的印刷质量的数字印刷机。有了惠普，
McPherson 公司能够测试市场以购买替换品，重新焕起客户对印刷书的
兴趣，进入利基出版市场、测试新产品以及为目标受众制作个性化书
籍。 

 

细分战略还帮助印刷服务供应商通过更广泛的应用多样性和更高的生产
率捕获大量的数字标识，彰显市场机会，发展业务 

 

 “Kanghong 数字图像在购买惠普前，户外公告牌印刷曾一度是我们的
核心业务。有了惠普，我们现在可以制作用于室内显示的大幅面海报和
标牌，并进入了一个新的之前没有能力进入的细分市场。Kanghong 目前
收入的 70%左右都是由投资惠普印刷机带来的，”Kanghong 数字图像
（香港）公司经理 Aaron Lee 说到。 

 

Kanghong 数字图像公司是一家位于香港的数字图像打印输出服务公司，
客户包括大型零售银行，大众交通公司和大型购物超市。 

 

 

惠普投资印刷服务供应商以改造他们的印刷和成像生态系统  

 

该地区的印刷服务供应商认识到数字带来的增长潜力和新收入渠道，而
惠普则提供真正的端到端的解决方案，是他们抓住这些收入机会的合作
伙伴，这些解决方案包括： 

 

- 社区平台，如数字解决方案合作社 Dscoop，作为用户社区和平台

分享思路。Dscoop 的用户数量在 2011 和 2010 年间同比增长

30%。 

- 教育研讨会和培训项目——Dscoop 举办大量的教育研讨会。

2012 年，Dscoop 计划举办 10 多场国内活动。另外，惠普计划为

印刷服务供应商提供超过 15 场培训会，预期参会者数量会翻倍。 

- 今天，亚太日本地区的惠普图形印艺解决方案合作伙伴项目发展

迅猛，现在已经涵盖 407 种解决方案产品、120 个伙伴、46 个工

作流解决方案群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hp.com/go/HPPredrupa12， 

www.hp.com/go/drupa 以及惠普图形印艺 Twitter 主页

www.twitter.com/hpgraphicarts 和 YouTube 网站

www.youtube.com/hpgraphicarts。使用#HPdrupa 标签加入或跟踪讨

论。 

 
 

1
未来全球打印地理级市场预测 2012、PIRA 报告 2011、打印标识的未来 2016 

  
2
根据惠普内部估计。 

http://www.hp.com/go/HPPredrupa12
http://www.hp.com/go/drupa
http://www.twitter.com/hpgraphicarts
http://www.youtube.com/hpgraphicarts
http://twitter.com/#!/search/%23HPdr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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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来源 Q4’11 IDC 市场份额报告，亚太日本地区 Designjet 商用份额（唯可编址的），来源 Q4’11 

IDC 市场份额报告，亚太日本地区份额（唯可编址的），来源 Q4’11 IDC 市场份额报告，亚太日本地
区 Designjet 设计份额   

 
 

关于惠普 

惠普公司（HP）致力于激发科技的无限潜能，为个人、企业及社会创造

积极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之一，惠普产品涵盖了打印成

像、个人计算、软件、服务和 IT 基础设施等领域，并以全面的产品组合

更有效地服务客户。关于惠普 (HP, NYSE: HPQ) 的更多信息，请访

问 http://www.h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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