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技術考察 – 石材生產 

Marble & Granite Safety Production Technical Visit 

 

 

 

 

日期 ：   2019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 – 2019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 

地點 ：  廣東雲浮市 

CPD 小時： a. For general participants:  12 hours (Institution CPD); 

b.  澳門註冊工程師 (將向「建築、工程及城市規劃專業委員會」申請將此課程部分單元

納入持續進修活動時數認可作 6 小時，待其審批。) 

 
2019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 主持 

0900 香港參加者：福田口岸集合； 澳門參加者：拱北口岸集合 

1300-1500 午餐研討會： 

中港澳安全生產管理勢頭 

社會資源拓展學院  

李光昇博士 / 何賜明博士工程師  

1500-1800 參觀華中石業工廠：  

安全生產及技術流程和交流 

華中石業有限公司 

廠長李總 或駐廠工程師 

1800-2000 晚餐研討會： 

澳門工程管理及培訓 

澳門科技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課程總監 黃月有工程師； 

澳門職安健專業人士協會代表； 及 

澳門工程施工主管協會代表； 

住宿雲浮市俊悅酒店 或 市內同級酒店 

2019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  

0800-0900 酒店內早餐  

0900-1200 參觀西雅圖石英石工廠：  

安全生產及技術流程和交流 

西雅圖石英石有限公司 

廠長梁業 或駐廠工程師 

1200-1400 午餐研討會： 

認可實驗室建材檢測技術 

進科檢測有限公司 

市務部經理 鄺立剛先生 

1400  香港參加者：前往福田口岸； 澳門參加者：前往拱北口岸 

1800 口岸解散  

 
聲明及備註：  

 因應實際情況，行程及考察項目可能會更改，可能不會事前通知。 

 是次活動純粹是參加者的個人自發性專業考察，不涉及旅遊或旅行社相關法例。 

 費用為兩人一房計算, 如需單人房間, 需付單人房附加費 HK$150。 

 參加者必須持有有效的証件，並應該自行安排保險。 

 如活動當日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 活動將會取消或延期，如非按照此情況而自動放棄

者將不獲退款。 

 參加者於活動後收到電子 CPD 證書作出席紀錄。 

 此活動所涉及的相關自然風險，主辦及支持機構將不需要為參加者在活動中遭受的任

何損失、意外、疾病或傷亡負責。 

 報名截止日期 2019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一) 。 

 報名請掃瞄此 QR Code 或 www.srdi.hk 登記 (成功報名者將收到電郵確認) 

 

 AsTd Society 承建專業會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 of Authorized Signatory &  

Technical Director of Registered Contractors 

 
澳門工程施工  

主管協會  

 

持續教育學院 
s 

主辦機構： SRDI, MUST/SCS, Material Tech, AsTd Society 

協辦機構： HKIE-SSC, AMOSHP, 澳門工程施工主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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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項目： 

因應實際情況，行程及考察項目可能會更改，可能不會事前通知。 

 

華中石業有限公司 

廣東省雲浮市華中石業有限公司始建於 1990 年．是一家較具規模的民營企業。在中國新疆、山東、

福建等地自有礦山廠房，大規模批發山東白麻、新疆紅、福建麻石等荒料板材。在雲浮設有大型板材加工

中心、工藝加工中心，專業生產各種進口、國產大理石、花崗岩板材；圓柱、羅馬柱、石線、石雕、 石飾、

出口美國廚具板、洗手台等工藝產品。遠銷歐 美、日本、澳大利亞、香港及全國各地。在羅沙工藝加工中

心擁有 1 8 台異型石材加工機械設備，配有熟練技工。可按客戶來樣來電加工．並可為客戶提供設計服務，

並能承接大型設計安裝工程 

 
西雅圖石英石有限公司 

西雅圖石英石有限公司位於素有 “雲石之鄉” 美譽的廣東省雲浮市，是一家高品質、高素質、高速發

展的大型專業的石材供應商。公司採用國內外先進的全自動生產設備和工藝流程，主要經營石英石品牌產

品。西雅圖石英石有限公司擁有完善的，行業領先的科研開發設施和優秀的技術人才隊伍，以技術創新、

科技發展為品牌核心競爭力，把中國的傳統技藝與國際的先進技術相結合，專業打造石英石、人造石、天

然石等品牌產品。其中主營的石英石品質高，具有硬度高、耐磨、耐酸性、無毒無輻射及抗刮花等優點，

是建築裝飾的首選材料。 

 

 

Enrollment 報名                                 備註：澳門參加者可以交回報名表至 MUST/SCS 

□  Fee per person 每位:                 HK$ 880 

□  AsTd Society / SRDI or MUST Teachers :   HK$ 580 (i.e. 300 will be sponsored by SRDI/MUST)                

□  Single Room Surcharge 單人房輔加費:    HK$ 150              

 
Name (Full) 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 回鄉証號碼 ______________     

Tel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Compa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rollment 報名 

□  Fee per person 每位:                 HK$ 880 

□  AsTd Society / SRDI or MUST Teachers :   HK$ 580 (i.e. 300 will be sponsored by SRDI/MUST)                

□  Single Room Surcharge 單人房輔加費:    HK$ 150              

 
Name (Full) 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 回鄉証號碼 ______________     

Tel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Compa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NG KONG 香港參加者 

 支票抬頭:  Soci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stitute 社會資源拓展學院 

 銀行轉賬:  HSBC 817-850068-001    (SRDC LIMITED T/A, SRDI)      確認：請將收據電郵至 office@srdi.hk 

MACAU 澳門參加者 

 支票抬頭:  SRDI Consultancy Co. Ltd. 

 銀行轉賬:  大西洋銀行 BNU 9012-908-724                      確認：請將收據電郵至 office@srdi.hk 
 

Unit 278, Houston Centre, 63 Mody Road, TST East 尖沙咀東麼地道 63 號好時中心 2 樓 278 室 

Tel: 2398 3885               Email: office@srdi.hk                www.srdi.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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