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讯息中心 袁华英 

From: 技术讯息中心 袁华英 [annieyuan@providencechina.com]

Sent: 2015年2月5日星期四 19:10

To: 'josephjiang@providencechina.com'; 'sammy.lau@providencechina.com'; '试模组 谭柏明'; 
'luisingfun@providencechina.com'; '注塑部 Jessica Zhang(张奉华)'; 
'petercheng@providencechina.com'; 'cody siu'; 'yongfh@163.com'; 'szhardware@vip.163.com'; 
'Benson'; 'lily@hk-kingtech.com'; 'toolmaker'; '赣州总经理 Victor Ho (何振谋)'

Subject: FW: 報名確認及地點通知：參觀德豐集團及智能注塑控制技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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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LL, 
大家好! 
明早的出发时间改为8:30,请互相知悉! 
  
谢谢! 
  
  
Annie yuan 
311 
  
  
 

From: 技术讯息中心 袁华英 [mailto:annieyuan@providencechina.com]  
Sent: 2015年2月5日 10:59 
To: 'josephjiang@providencechina.com'; 'sammy.lau@providencechina.com'; '试模组 谭柏明'; 
'luisingfun@providencechina.com'; '注塑部 Jessica Zhang(张奉华)'; 'petercheng@providencechina.com'; 'cody 
siu'; 'yongfh@163.com'; 'szhardware@vip.163.com'; 'Benson'; 'lily@hk-kingtech.com'; 'toolmaker' 
Cc: 'fennie.lau@providencechina.com' 
Subject: FW: 報名確認及地點通知：參觀德豐集團及智能注塑控制技術研討會 
 
Dear ALL, 
大家好! 
关于明天参观德丰集团及智能注塑机研讨会事宜,如下邮件及附件为协会回复的确
认函。 
  
由我司出发的人员，现作交通安排如下: 
  
启程时间:2015-2-6 08:45  
集合地点:深圳市平湖镇山厦金进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总台门前 
车牌:U2987（15座） 
(往返都在金进厂集合、解散。) 
  
参加人员名单(共12位): 
1)香港汇进企业有限公司  杨国强 先生、郑荣宗 先生 

2、金进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蒋文艺先生、肖增科先生 
3、金进精密泵业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刘国荣先生、张奉华 女士 
4、金进实业（赣州）有限公司 朱国红先生 
5、卓越进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谭柏明 先生  
6、深圳市永锋鸿五金制品厂 梁永锋先生、梁厚群先生 
7、惠州市金迪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陆洪彬先生 
8、炜丰公司   刘定志先生 
  
  
服装：便服，建议穿正装。 
  
谢谢！ 



  
  
香港汇进企业有限公司 
袁华英 小姐 
联络电话：86-755-84654611-311 
  
  
 

From: winnieh@hkpc.org [mailto:winnieh@hkpc.org]  
Sent: 2015年2月4日 20:15 
To: edm.hkmpta@gmail.com 
Cc: winnieh@hkpc.org 
Subject: 報名確認及地點通知：參觀德豐集團及智能注塑控制技術研討會 
 
致各位參加者：  
 
多謝參加由香港模具及產品科技協會舉辦之『參觀德豐集團及智能注塑控制技術研討會』。
本會已預留座位予閣下參加，有關詳情如下： 
 
行程安排及注意事項 
出發日期：2015年2月6日 (星期五)  
集合時間：上午8時45分  
集合地點：福田口岸地下近一號大門口對入空地集合(香港東鐵線經落馬洲支線過中國關後，
沿著扶手電梯往地下左手邊空地，  
                    近「匯兌通」找換店)  
聯絡人：Miss Winnie HOH 何綺嫦小姐 (電話：6410 6614 / 5987 6463)  
                Mr. K. S. LO  盧家舜先生   (電話：94150214 / 86 - 18819087363)  
 

 

 時  間 行   程 
上午8:45 於福田口岸出發 (參加者請提前15分鐘到達，逾時不候) 
上午10:15 到達德豐集團 

上午10:30 德豐集團公司簡介及參觀  
- BJ Automotive Production & Moulding Workshop
 
- SMT & AEW (Advanced Electronic Workshop)  
- Tool Shop  
- Automated Production Lines  
- Cell Lines 

中午12:15 午膳時間 

下午14:00 參觀廣州市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 及服務介紹  
- 科技大學智慧的注塑控制技術和硬體研討會 

- 注塑機智能監控系統 - 重點介紹企業測試、應用進展 
- 擠出機智監控系統  
- 注塑過程新型品質感測器技術  
- 過程監測與故障診斷技術  
- 基於節能的溫度控制  
- 熱流道溫度同步控制技術  
- 擠出產品線上品質控制 

下午17:30 起程返回深圳福田區深圳福田口岸站，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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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請攜帶回鄉証 / 旅遊証件及香港身份証，檢查閣下的旅行證件或簽證之有效期（最少
要有半年有效期）。  
2.        如參加者在付款後因事退出，本會有權不退回所繳交費用。  
3.        如感到身體不適，請立即通知本會理事。如有需要，請自備藥物，包括暈浪丸等。  
4.        本會將為參加者購買其本保險，如有需要，可自行另購其他保險，請於出發前自行辦
妥。  
5.        於參觀期間，除大會許可，不可擅自於德豐集團廠內或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內拍
攝。  
 
 
Yours sincerely,  
Winnie Hoh  
Project Officer  
Materials &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Division 
材料及製造科技部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Tel:  (852) 2788 5736  
Fax: (852) 3187 4578  
Email: winnieh@hkpc.org  

HKPC - Your All-round Productivity Partner 
生產力局 - 全方位企業伙伴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hkpc.org  

Disclaimer: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message or any of its attachments may be privileged and confidential and 
intended for the exclusive use of the addressee. If you are not the intended recipient, any disclosure,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r other dissemination or use of this communic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f you have 
received this transmission in error, please notify the sender by return e-mail and remove it and all copies from 
your system.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cannot be guaranteed to be timely, secure, error or virus-free. The 
sender does not accept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 
SAVE PAPER - THINK BEFORE YOU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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