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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電業總會2010年度會員大會於8月

16日順利舉行，于健安會長致辭時表示感

謝會員們的出席及為過去一屆未能盡善之處

繼續求進，同時亦將致力於為本會會務、為

各位會員、為同業們團結一心，創造和爭取

更美好、更有利於同行發展的營商條件和環

境，以感謝大家的支持！

2010年度會員大會

大會上吳志強總務部長、 張洪鈞財務部
長分別作總務工作報告及財務工作報告， 並
通過了以下事宜 ：

1)  一致通過2009年核數師核數報告及委任
杜恩鳴會計師為本會下年度核數師。

2)  一致通過下年度法律顧問繼續聘任劉德銘
律師及鍾沛林律師。

2010年度會員大會

今期重點：      1. 2010年度會員周年大會實錄     2. 國慶六十一周年聯歡宴會                                  

 3. 會務動態      4. 9月3日艾美特盃高爾夫球賽事     5. 資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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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動態

1
港九電業總會、香港電

器業進出口商會、香港電器
工程商會聯合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一周年
聯歡晚會謹訂於9月28日(
星期二)在香港金鐘名都酒
樓舉行，為使晚會更添完
美，敬請各會員及同業友好
踴躍贊助抽獎禮品及禮品
代金。

22010年會刊已於9月下旬出版，
各會員可於10月11日至11月10日往指
定地點領取(另頁詳載領取資料)。

37月至9月份會員資料：
- 新商號會員：
  美華電業有限公司 – 代表人：姚柱良
  偉基空調有限公司 – 代表人：林昌和 
- 新個人會員：Mrs. Leung Marivic, G 
- 榮港工程物料有限公司 轉名為 榮港電器有限公司

4
港九電業總會與東莞市

五金機電商會聯合主辦的第
三屆足球聯誼盃賽事，將於
2010年10月30日及31日在東
莞市隆重舉行，敬請各位會
員及同業友好鼎力支持，踴
躍刊登賀啟及贊助球衣、獎
盃等。

冠軍 – 周惠斌

亞軍 – 何始基

季軍 – 冼自強

比賽結果：
1.冠軍 – 周惠斌

2.亞軍 – 何始基

3.季軍 – 冼自強

AIRMATE  艾美特盃
比賽日期：2010年9月3日	 										比賽場地：光明高爾夫球場
		
贊	 	 助：艾美特電器（深圳）有限公司	 			參賽人數：62位
	
協	 	 辦：金賢達電業有限公司

4.前九洞優異獎 – 秦偉忠

5.後九洞優異獎 – 卓德江

6.最佳總桿獎 – 周惠斌

7.最接近球洞獎 (A 3洞) –霍紹燊

8.最接近球洞獎 (A 6洞) –鄭海文

9.最接近球洞獎 (C 4洞) –馬振邦

10.最接近球洞獎 (C 6洞) –鄭海文

11最遠發球獎 (A 9洞) –陳天偉

12.最遠發球獎 (C 9洞) –VICTORIA

AIRMATE  艾美特盃

高爾夫球隊比賽消息

資訊傳遞
本會於9月2日收到機電工程

署通知有關就採用電磁場安

全標準的安排，現將原文轉載

如下，敬請各會員注意：

電器產品採用電磁場安全標準

《電器產品 (安全) 規例》旨在管制在本港供應的所有家用電器產品的安全。根據該規例的規定，所有設
計供家庭使用及在本港供應的電器產品必須符合該規例所載的基本安全規格。家用電氣產品所發出的電
磁場必須符合有關國際的安全標準。

就本署於2009年2月12日的第25次電器產品安全業界協調會議與業界達成的協議，及於2009年4月9日
發信給業界有關採用新的電磁場標準，供應商須由2011年1月1日起，進口符合新電磁場標準的產品。
從2011年開始，符合現行國際電工委員會標準而未符合電磁場安全標準的電氣產品存貨仍可繼續供應，
但供應商須將有關產品的存貨資料提交本署，以作記錄。

就採用電磁場安全標準的安排(詳情可參閱本署網頁：http://www.emsd.gov.hk/emsd/chi/pps/electricity_
trade_emfss.shtml)，煩請將上述安排告知貴會有會員，以便他們於2010年12月31日或之前，將有關符
合電工委員會標準的電器產品存貨資料，以下列格式提交本署。若有關資料以MS EXCEL工作表存檔，
供應商可電郵給本署 epsd@emsd.gov.hk。

供應商資料

     

產品類型

牌子
型號
估計存貨
遞交日期

ABC 有限公司
地址：
電話：                    
電郵：
例如冷氣機等
XYZ
0000 – 1 – N
100
2010年9月20日

供應商於2010年12月31日後應停止進口不符合電磁場安全標準的電氣產品。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808 3109與本署李雨華先生聯絡。

港九電業總會、香港電器業進出口商會及香港電器工程商會今年是第
二年聯合舉辦國慶活動，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一周年聯歡晚會
已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假座香港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名都酒樓隆重
舉行，應邀出席的嘉賓有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領導、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鴻祥太平紳士、立法會方剛議員、何鍾泰議員、政府有關
部門負責人、友會首長及電器行業精英等；聯歡宴會在既隆重又熱鬧的氣氛
下進行，會員、來賓把酒言歡，共聚一個歡樂的晚上。

籌委會主席余桂珍女士在晚會上致辭時表示，新
中國成立六十一年以來，偉大祖國克服無數困難，創
造出非凡的成就，深信中國人民能以自己的管理方

式發展自己的國家，把國家建設得更成功，中國未來的路更光明；陳理誠副主
席致謝辭及于健安副主席祝酒時均再三感謝各位在百忙中抽空蒞臨，為大
會增添光彩；對各同業先進的贊助支持、慷慨捐贈名貴的禮品，使晚會更臻
完美，均致以最真誠的感謝！

國慶六十一周年聯歡宴國慶六十一周年聯歡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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