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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行業資訊                     4) 艾美特盃高球賽事 

今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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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三周年聯歡宴會，以表對

祖國衷心的祝賀；是次活動已於2012年9月28日(星期五)，假座

香港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名都酒樓舉行順利舉行。是晚出席聯

歡宴會的有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副

部長楊益先生、協調部及多個部門領導，政府部門計有機電工

程署、建築署等負責人、友會代表及電器行業精英等；當晚筵開

六十餘席，場面熱鬧，抽獎禮品尤其豐富，在此萬分感謝各位會

董、會員及同業友好慷慨解囊，贊助名貴禮物、銀行禮券及禮品

代金；聯歡宴會在既隆重又熱鬧的氣氛下進行，會員、來賓共聚

一個歡樂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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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六十三周年聯歡



鳴謝

贊助商號 禮品名稱

益民電器有限公司 足金金飾一座

順成電業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5,000元

利僑實業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4,000元

啟東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4,000元

四海電器行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4,000元

樂達航 先生 禮品代金$3,000元 / 啤酒240罐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3,000元

綿光電業行(香港)
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元

民光電器行 禮品代金 $2,000元

中興電業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元

創匯電業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元

增輝工程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元

永輝機電材料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元

永興電機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元

三菱電機自動化(香港)
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元

運通冷氣電業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元

新一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元

萬成五金電器(香港)
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元

海格電氣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元

李煥棠 先生 禮品代金 $2,000元

榮華電工材料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1,000元

偉光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1,000元

麥勳先生 銀行禮券$3,000元

金星電線公司 銀行禮券$3,000元

雙光電器行有限公司 銀行禮券$2,000元

榮佳電業有限公司 銀行禮券$2,000元

松栢電池廠有限公司 禮券$800 / 電池禮盒 X 756

永光電器行有限公司 超市禮券 $2,000元

MK電器(中國)有限公司 超市禮券$2,000元

安培電器有限公司 超市禮券$2,000元

俊業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超市禮券$2,000元

CCG Cable
Terminations Far East 
Ltd.

贊助環保袋製作費$6,000 / 
超市禮券$800元

港九電業總會  香港電器業進出口商會  香港電器工程商會

慶祝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三周年聯歡宴會 　

贊助芳名 (排名不分先後)

贊助商號 禮品名稱

信譽電器有限公司 贊助環保袋製作費$6,000

東雄燈光香港有限公司 贊助環保袋製作費$6,000

美國艾利斯特(香港)有
限公司 贊助環保袋製作費$6,000

ABB(Hong Kong)Ltd. Lock & Lock 環保趣味陶瓷馬克
杯 X 63                       

力奇有限公司 “WK“牌6位有線排插拖板 X 120                                    

大行電器行 樂信牌 : 蒸餾咖啡機 X 2 / 打蛋
器 X 2 /  多士焗爐 X 3

名都酒樓 發財片皮鴨 X 5

旭輝電子企業有限公司 LED 40W燈泡 X 63                                                         

快樂工程有限公司 Samsung Galaxy Note 10.1

宜寶工程有限公司 Golf Ball Box  X 252盒                                                         

明發電器行有限公司 德國皇冠牌掛牆式電暖爐 X 6

金光電器行有限公司 KDK浴室寶 X 3

金賢達電業有限公司 艾美特牌PTC家庭暖風機 X 8

信興電工工程有限公司 KDK 12吋豪華地扇/KDK浴室寶

施耐德電氣(香港)有限
公司 施耐德浮床 X 65                                                             

美的電器(香港)有限公司 美的12吋鴻運扇 X 8

美華電業有限公司 紅酒60枝

峰達貿易行 Hi Lux 精美背包 X 63                                                     

氣霸爐具有限公司 氣霸牌 : 抽油煙機 / 多功能電飯
煲 / 電磁爐/15公升熱水爐

曼佳美(香港)照明電氣
設備有限公司

曼佳美LED G9系列 4W / 2W 調
光 LED X 378                           

瑞典品牌Markslojd LYSVIK 系
列座檯燈連曼佳美柔光系列9W
慳電膽 X 5

旋記電器行 KDK浴室寶

陽光照明有限公司 陽光 3U-20 20W E27白光慳電
膽 X 75                          

愛家(香港)集團有限公司 Coway P-02 濾水器 X 4

蜆売電器工業(香港)
有限公司 蜆売牌豪華燈飾吊扇

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 德國寶光波萬能煮食鍋 X 2

澤記電器行 樂聲牌MC-CG300吸塵機 X 4 / 
超市禮券$800元

麗星郵輪 雙魚星號雙人豪華客房1晚



港九電業總會2012年會刊：
2012年會刊已於9月下旬出版，
敬請各位會員帶同另頁之領取回
條，前往就近地方領取，每位會
員可領取會刊一本。

第五屆足球聯誼盃賽：
『港九電業總會』與『東莞市五金機電商
會』聯合舉辦之『第五屆足球聯誼盃賽』，
謹訂於本年11月3及4日（星期六、日）在東
莞市隆重舉行。本會每年組織各類比賽，深
獲會員好評及支持，為使球賽順利進行，現
籲請各會員及同業友好贊助是次賽事，敬請
填妥另頁之贊助表格，傳真或電郵上會。

新商號會員：
Ligman Lighting Hong Kong Ltd. 
代表人：林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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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電業總會高爾夫球隊–艾美特盃

會務動態

比賽日期：2012年8月31日 
比賽場地：光明高爾夫球會 – AC場
比賽結果：
1.  冠軍 – 林樂基
2.  亞軍 – 羅紹雄
3.  季軍 – 周鑑輝
4.  前九洞優異獎 – 潘盛洪
5.  後九洞優異獎 – 麥樹強
6.  最佳總桿獎 – 林樂基
7.  最接近球洞獎 (A3) – 潘盛洪
8.  最接近球洞獎 (C4) – 林樂基
9.  最接近球洞獎 (C6) – 梁伯強
10. 最遠發球獎 (A9) – 沈志勇
11. 最遠發球獎 (C9) – VICTORIA

行業資訊

呼籲業界堅拒售賣劣質電線

近日有媒體報道有不法商人將導電
差、成本低廉的金屬電線假冒合規格的
銅芯電線混入市場以低價發售，吸引不
少小型工程商惠顧，當中包括進行家居
工程的裝修師傅。要知道劣質電線負載
值低，容易過熱引至短路，加速電線老
化，甚而導致火警發生，火燒屋危機隨
時爆發。

本會在此鄭重呼籲各位會員及同業朋
友們團結一致，同心協力，維護業界聲
譽，拒絕售賣或選用不明來歷、價錢偏
低之不合規格的電線，以免以身試法，
惹上官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