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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電業總會 2017 年度會員大會已於 8 月 15
日在會所順利舉行，曾廣智會長作開會辭、吳志強
總務部長、劉少雄財務部長分別作總務及財務工作
報告，會議一致通過 2016 年核數師核數報告及委任
梁樹賢會計師為本會下年度核數師；同時委任劉德
銘律師及鍾沛林律師為下年度法律顧問。

2017 年會員周年大會 2017 年會員周年大會 

會務動態會務動態
（一） 『會員同樂一天遊』訂於 11 月 26 日舉行，

詳細資料將會另函通知。

（二） 本會第四十一屆會董選舉將於本年底舉行，
11 月上旬會發出選票，請各會員把選票填妥
後，於截止前寄回本會。

8
月

, 9
月生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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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周年聯歡宴會，已於 9 月 22 日假座九龍旺角倫敦
大酒樓完滿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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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經濟部杜子君處長及多位領導、機電工程署薛永恒署長、立
法會邵嘉輝議員、盧偉國議員及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友會領導及
電器行業精英等；當晚筵開六十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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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禮品代金，會員、來賓共聚一個歡樂的晚上。

國慶六十八周年聯歡國慶六十八周年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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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周年聯歡晚會 贊助芳名

（排名不分先後）

CAMLITE盃高球賽事
比賽日期：2017 年 9月 8日

地    點：東莞峰景高爾夫球會

贊  助  商：永通電器製品有限公司

冠軍 蔡鳳潛

亞軍 鄺加森

季軍 王家焱

一桿近旗獎
( 三桿洞 )

A3 霍紹燊
A5 陳家有
A8 麥樹強
C2 梁永祥
C5 霍紹燊

二桿近旗獎 A1 蔡鳳潛
C9 郭路基

三桿近旗獎 C1 康 劍

冠軍 李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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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周年聯歡晚會 贊助芳名

（排名不分先後）

益民電器有限公司 銀行禮券 $5,000

利僑實業有限公司 足金金飾一座

曾廣智先生 禮品代金 $4,000 / 贊助酒水 $2,500

于健安先生 禮品代金 $4,000

張洪鈞先生 禮品代金 $4,000

盈電工程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4,000

四海電器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4,000

麥勳先生 銀行禮券 $3,000

中興電業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 $2,500 / 超市禮券 $2,000

CCG Cable Terminations
Far East Ltd.

贊助酒水 $2,500 / 超市禮券 $1,200

力佳工程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 $2,500

周雀圖先生 贊助酒水 $2,500

定安工程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 $2,500

東雄燈光香港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 $2,500

信譽電器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 $2,500

韋業堅先生 贊助酒水 $2,500

偉源電業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 $2,500

啟東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 $2,500

順成電業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 $2,500

耀泰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 $2,500

盛龍照明 ( 香港 ) 有限公司 銀行禮券 $2,000

榮港電器有限公司 銀行禮券 $2,000

民光電器行 禮品代金 $2,000

偉光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

萬成五金電器 ( 香港 ) 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

達成電業貿易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

增輝工程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

雙光電器行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

寶馬電業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 $2,000

MK 電器 ( 中國 ) 有限公司 超市禮券 $2,000

明發電器行有限公司 超市禮券 $2,000

寰亞行有限公司 超市禮券 $2,000

李銓昌先生 超市禮券 $1,800

金光電器有限公司 超市禮券 $1,000 / 樂信牌 RVC-K203B
吸塵機 5 部

松栢電池廠有限公司 銀行禮券 $800 / "Vinnic" 銀戰士鹼性
電池禮盒裝 840 份

高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電池 840 份

施耐德電氣 ( 香港 ) 有限公司 施耐德 13A3 位安全拖板連指示燈 65 條

力奇有限公司 "WK" 牌旅行萬用接插套裝 65 套

曼佳美 ( 香港 ) 照明電氣設備有
限公司

曼佳美 LED 球膽 650 個 / 丹麥品牌
Frandsen PIED 系列地燈 1 盞

旋記電器行有限公司 飛利浦 LED 燈胆 130 個

宏發電聲 ( 香港 ) 有限公司 紅酒 24 枝

玉堂電器行有限公司 風 e 祖抽濕暖風機 1 部

金星電線有限公司 金能量空氣清新機 2 部

未來照明有限公司 Philips Hue 智能變色燈泡套裝 2 套

永光電器行有限公司 KDK-RXL45H 納米離子空氣清新機 2 部

信興電工工程有限公司 樂信牌 RVC-K203B 吸塵機 2 部

日電電工器材有限公司 樂信旋風吸塵機 2 部

蜆壳電器控股有限公司 蜆売牌豪華燈飾吊扇 1 把

金賢達電業有限公司 艾美特韓國遙控優美扇 6 把

歐麗電業 ( 香港 ) 有限公司 Lite Breeze LED 送風無線護眼枱燈 8 盞

美的電器 ( 香港 ) 有限公司 美的麪包機器 (THS15BB-P) 5 部

澤記電器行 九陽牌電磁爐 6 部

倫敦大酒樓 倫敦大酒樓現金券 $8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