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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會員周年大會 
港九電業總會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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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
禮副總務部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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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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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六十九周年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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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九周年聯歡宴會，已於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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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部秘書梁鋒先生、機電工程署薛永恒署長、
立法會邵嘉輝議員及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友會領導及電器行業精英等；當晚筵開六十二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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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商號 禮品名稱

1 益民電器有限公司 銀行禮券$5,000

2 利僑實業有限公司 足金金飾一座
3 曾廣智先生 禮品代金$4,000 / 贊助酒水$2,500

4 張洪鈞先生 禮品代金$4,000

5 啟東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4000

6 盈電工程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4,000

7 四海電器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4,000

8 吳旅佳先生 銀行禮券$2,000 / 贊助酒水$2,500

9 麥勳先生 銀行禮券$3,000

10 中興電業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2,500 / 超市禮券$2,000

11 雙光電器行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 贊助酒水$2,000

12 東昇科技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 贊助酒水$1,000

13 李銓昌先生 贊助酒水$2,000 / 超市禮券$1,100

14 偉光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15 增輝工程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16 達成電業貿易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17 民光電器行 禮品代金$2,000

18 萬成五金電器(香港)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19 榮佳電業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20 金瑞典(香港)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21 日電電工器材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22 大行電器行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23 鎂燦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24 定安工程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25 盛龍照明(香港)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26 環亞行有限公司 禮品代金$2,000

27 東雄燈光香港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2,500

28 于健安先生 贊助酒水$2,500

29 韋業堅先生 贊助酒水$2,500

30 順成電業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2,500

31 CCG Cable Terminations Far 
East Ltd.

贊助酒水$2,500

32 力佳工程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2,500

33 信譽電器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2,500

34 偉源電業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2,500

35 周雀圖先生 贊助酒水$2,500

贊助商號 禮品名稱

36 耀泰機電(香港)有限公司 贊助酒水$2,500

37 關竟培先生 贊助酒水$2,000

38 MK電器(中國)有限公司 超市禮券$2,000

39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超市禮券$2,000

40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超市禮券$2,000

41 明發電器行有限公司 超市禮券$2,000

42 永基消防工程公司 禮品代金$1,000

43 榮祥興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超市禮券$500

44 許敏玲小姐 超市禮券$400

45 松栢電池廠有限公司 "Vinnic"銀戰士鹼性電池禮盒裝 840份
46 高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電池 730 份
47 飛利浦照明香港有限公司 輕巧型格水樽 800 個
48 施耐德電氣(香港)有限公司 施耐德電器13A 3位防雷防突波 

安全拖板帶獨立開關及防塵 70個
49 力奇有限公司 "WK"牌旅行萬用接插套裝65套
50 金星電線有限公司 金能量空氣清新機 2 部
51 未來照明有限公司 Philips Ledino Gen 2  

Table Lamp Black 3 盞
52 信興電工工程有限公司 樂信牌 RB-T160C 高效能攪拌機 2 部
53 信興電工工程有限公司 樂信牌 RVC-K161C 吸塵機 1 部
54 永光電器行有限公司　 樂信牌 RVC-S160C 離心力吸塵機 2 部
55 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 EFB-126 Slim Tower 無葉扇 2部
56 金光電器有限公司 樂信牌 RBT-160L 攪拌機 3 部
57 金光電器有限公司 樂信牌 RVC-J148B 吸塵機 3 部
58 蜆殼電器控股有限公司 蜆殼牌豪華燈飾吊扇 1 把
59 曼佳美(香港)照明電氣設備 

有限公司
瑞典品牌 Markslojd-Tobo 系列 
枱燈 3 盞

60 金賢達電業有限公司 Airmate 浴室寶 2 部
61 旋記電器行有限公司 Airmate HD101001 乾手機 2 部
62 歐麗電業(香港)有限公司 Led Doggie 木製燈 10 盞
63 歐麗電業(香港)有限公司 Led Lumber 木製燈 5 盞
64 美的電器(香港)有限公司 16吋座枱扇 (FT40-15A) 12 把
65 澤記電器行 樂信牌小家電 5 件
66 聯發電業行有限公司 Rasonic RVCTS11 真空包裝機 4 部
67 倫敦大酒樓 現金券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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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周年聯歡宴會

贊助芳名

( 排名不分先後 )



資訊傳遞

「上網電價計劃」率先接受申請 

        港燈「智惜用電服務」陸續啟動

港燈在（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宣
佈，即日起接受「上網電價計劃」的申
請。凡安裝在港燈供電範圍內的可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即太陽能光伏系統或風力發
電系統），申請經審批並成功接駁至港燈
電網後，即可按系統規模收取每度電三元
至五元不等的上網電價，明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

自從計劃的框架在四月公布以來，港燈一
共收到超過一百宗查詢，部份項目更已初
步得到落實。其中，海洋公園正籌備在園
內「冰極天地」展館的天台，鋪設太陽能
光伏系統。計劃中的系統將包括六百多塊
單晶硅太陽能板，發電容量預計約二百千
瓦，預計每年可生產近二十萬度電。

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田和海洋公園行政總
裁李繩宗，日前聯袂前往項目的選址，視
察日照的情況，並了解計劃所選用的單晶
硅太陽能板。將採用的單晶硅太陽能板性
能穩定，屬使用年期最長、轉換效率高的
類型。

尹志田表示：「港燈推出上網電價計劃，
並將全力支持在供電範圍內各參與機構或
個人用戶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或風力發電
系統，希望透過與社會各界攜手，進一步
推動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

他指出，今次海洋公園率先參與計劃，起
著良好示範作用，可大大鼓勵社會各界人
士更多參與，一起努力以達至政府減碳減

排的目標。他期望這個項目能夠得以早日
順利完成。

尹志田透露，隨著港燈新一份管制計劃
協議於明年一月生效，港燈將推出一系列 
「智惜用電服務」計劃，加強推廣在香港
發展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的
工作。率先啟動的上網電價計劃手續十分
簡單，任何港燈客戶（政府機構除外），
於港燈供電範圍內已安裝或計劃安裝太陽
能光伏及/或風力發電系統，均符合資格申
請。港燈已設立專責隊伍，為有興趣的客
戶提供專業意見及技術支援。

客戶可在港燈網站下載並填妥申請表格
（網址：www.hkelectric.com/FIT），連
同相關文件交回港燈，或透過港燈「網
上通」或「港燈低碳App」於線上辦理申
請。待港燈審批後，客戶可開展工程為
配合上網電價計劃，港燈將於十一月推出 
「可再生能源證書」供客戶認購，以支持
在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

有關計劃及「智惜用電服務」的其他項
目詳情和相關細節，將於十月公佈。港
燈已設立熱線（電話：2843 3228）及電
郵（可再生能源：RE@hkelectric.com；
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EEC@hkelectric.
com），歡迎各界查詢。而在稍後時間，
港燈亦會透過不同渠道全力推廣各項計
劃，並保持與相關持份者緊密交流。

詳請可瀏覽：www.hkelectr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