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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製造智能製造智能製造智能製造示範示範示範示範企業企業企業企業考察團暨考察團暨考察團暨考察團暨 

東莞巿東莞巿東莞巿東莞巿政府政府政府政府企業企業企業企業自動化及智能製造自動化及智能製造自動化及智能製造自動化及智能製造資助資助資助資助政策簡介會政策簡介會政策簡介會政策簡介會 

2017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20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以中國製造 2025及工業 4.0為代表的製造業革命正席捲全球的主要經濟體，身處劇變中的製造業所面

對的機遇和挑戰並存。智能製造是不同製造業模式與發展策略的共同指向，自動化、信息化、數字化和

智能化涵蓋整個企業的生產、物流、設備、人員等方方面面，為今日工廠跨向全新里程碑的重大變革要

素。如何將原有的資源進行最好的配置，進而產生最佳的效益，這便是未來企業的致勝關鍵。 

 

為了更好地協助企業理解智能製造及實施的經驗和教訓，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將於 2017年 10月 20日

組織考察團參觀國內兩大知名企業【勁勝】及【德豐】或相類似的示範企業，參觀自動化生產及智能

工廠的模範例子，並且安排東莞巿政府簡介對企業自動化及智能製造項目的資助政策。 

 

為免錯失這次參觀知名企業的大好機會

為免錯失這次參觀知名企業的大好機會為免錯失這次參觀知名企業的大好機會

為免錯失這次參觀知名企業的大好機會，

，，

，請各

請各請各

請各位

位位

位盡快報名

盡快報名盡快報名

盡快報名！

！！

！    

    

2017201720172017年年年年 10101010月月月月 20202020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行程暫定如下行程暫定如下行程暫定如下行程暫定如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上午 8:00 福田口岸集合（落馬洲站自行過關），乘坐旅遊巴出發 

 

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參觀【【【【東莞辰達電器有限公司東莞辰達電器有限公司東莞辰達電器有限公司東莞辰達電器有限公司】】】】----    香港德豐集團香港德豐集團香港德豐集團香港德豐集團（（（（DefondDefondDefondDefond））））最大的製造最大的製造最大的製造最大的製造

基地基地基地基地，，，，是中國最大的開關生產商是中國最大的開關生產商是中國最大的開關生產商是中國最大的開關生產商。。。。他們過去幾年透過落實他們過去幾年透過落實他們過去幾年透過落實他們過去幾年透過落實生產生產生產生產精益精益精益精益

化化化化、、、、自動自動自動自動化化化化及信息及信息及信息及信息化化化化，，，，摸索出適合自己的智能製造模式摸索出適合自己的智能製造模式摸索出適合自己的智能製造模式摸索出適合自己的智能製造模式，，，，2017201720172017年年年年更被更被更被更被

納入納入納入納入為為為為東莞東莞東莞東莞 4444家家家家「「「「倍增計畫倍增計畫倍增計畫倍增計畫」」」」的其中一家企業的其中一家企業的其中一家企業的其中一家企業。。。。    
    

地址﹕中國廣東省東莞市洪梅鎮第二工業區 

網址﹕http://www.defond.com 
 

下午 12:00 – 1:00 於【【【【東莞順風山莊東莞順風山莊東莞順風山莊東莞順風山莊】】】】午膳 

地址﹕中國廣東省東莞市水濂山森林公園門口對面 

網址﹕http://www.shunfengdg.com 
 

下午 2:00 –3:00 由【【【【東莞巿經濟和信息化局東莞巿經濟和信息化局東莞巿經濟和信息化局東莞巿經濟和信息化局】】】】宣講東莞宣講東莞宣講東莞宣講東莞申請政府有關支持企業自動申請政府有關支持企業自動申請政府有關支持企業自動申請政府有關支持企業自動

化化化化、、、、智能化及智能製造升級智能化及智能製造升級智能化及智能製造升級智能化及智能製造升級項目項目項目項目的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的相關資助資助資助資助政策政策政策政策，，，，現場現場現場現場解解解解答答答答企業企業企業企業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把東莞巿扶持企業應對環球挑戰和智能製造的資助政策、申請

辦法和一般疑慮一一介紹和回答。 

地址﹕中國廣東省東莞巿東城區牛山外經工業園 
 

下午 3:00 – 5:00 參觀【【【【東莞勁勝智能製造集團東莞勁勝智能製造集團東莞勁勝智能製造集團東莞勁勝智能製造集團】】】】，，，，勁勝勁勝勁勝勁勝是國內消是國內消是國內消是國內消費電子精費電子精費電子精費電子精

密結構件產品及服務的領先供應商密結構件產品及服務的領先供應商密結構件產品及服務的領先供應商密結構件產品及服務的領先供應商，，，，公司通過公司通過公司通過公司通過應用國產智應用國產智應用國產智應用國產智

能設備和軟件成功建立了智能柔性生產車間能設備和軟件成功建立了智能柔性生產車間能設備和軟件成功建立了智能柔性生產車間能設備和軟件成功建立了智能柔性生產車間，，，，2015201520152015年被國年被國年被國年被國

家工家工家工家工信信信信部評為智部評為智部評為智部評為智能能能能製造首批示點示範企業製造首批示點示範企業製造首批示點示範企業製造首批示點示範企業。。。。    

地址﹕中國廣東省東莞巿東城區牛山外經工業園 

網址﹕http://www.januscn.com  
 

下午 5:00 行程結束，乘坐旅遊巴返回福田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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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先到先得，，，，滿額即止滿額即止滿額即止滿額即止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 每位 HK$480 

（費用包括來回內陸交通費、午餐及小費，但不包括其他個人消費）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先到先得，滿額即止 

 
報名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並需盡快於限期前付款。  

報名方報名方報名方報名方

法法法法﹕﹕﹕﹕ 

請填妥附頁報名表，於 2017年 10月 5日（星期四）或之前傳真至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報名（傳真號碼﹕3187-4579），然後把報名表正本連

同支票送交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地址﹕ 

九龍塘達之路 78號生產力大樓 5樓 

智能製造及材料科技部 

聯絡人﹕魏小姐（電話﹕2788-6119） 

（支票抬頭請用「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並請劃線） 

 
所有費用必須於所有費用必須於所有費用必須於所有費用必須於 10月月月月 5日日日日前全部繳付前全部繳付前全部繳付前全部繳付，，，，否則報名無效否則報名無效否則報名無效否則報名無效，，，，名額隨即開放名額隨即開放名額隨即開放名額隨即開放

予其他候補予其他候補予其他候補予其他候補報名者報名者報名者報名者，，，，不得異議不得異議不得異議不得異議。。。。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請致電（852）2788-6119與魏小姐聯絡。 

 

註註註註﹕﹕﹕﹕ (1) 請攜帶回鄉証/旅遊証件及香港身份証，並請確保証件沒有過期 

(2) 考察團之交通將由持牌旅行社負責安排 

(3)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將為各團員購買基本旅遊保險，如參加者有需要

額外購買旅行保險，請自行購買 

(4) 基於同業競爭之理由基於同業競爭之理由基於同業競爭之理由基於同業競爭之理由，，，，本會需先行呈交參加者名單予是次參觀之兩本會需先行呈交參加者名單予是次參觀之兩本會需先行呈交參加者名單予是次參觀之兩本會需先行呈交參加者名單予是次參觀之兩

間企業間企業間企業間企業，，，，如已報名者被拒絕參觀如已報名者被拒絕參觀如已報名者被拒絕參觀如已報名者被拒絕參觀，，，，所有已繳費用將獲全數發還所有已繳費用將獲全數發還所有已繳費用將獲全數發還所有已繳費用將獲全數發還，，，，不便不便不便不便

之處之處之處之處，，，，敬請原諒敬請原諒敬請原諒敬請原諒。。。。 

 
 

  



 

 

 

主

主主

主辦機構

辦機構辦機構

辦機構 
支

支支

支持

持持

持機構

機構機構

機構 

 
 
 
 
 

請於 2017年 10月 5日（星期四）或之前傳真 3187-4579 

智能製造智能製造智能製造智能製造示範示範示範示範企業企業企業企業考察團暨考察團暨考察團暨考察團暨 

東莞巿政府企業自動化及智能製造資助政策簡介會東莞巿政府企業自動化及智能製造資助政策簡介會東莞巿政府企業自動化及智能製造資助政策簡介會東莞巿政府企業自動化及智能製造資助政策簡介會 

2017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20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考察團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17年 10月 20日（星期五） 

費用：  每位港幣$480元正 

  合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集合地點﹕□ 福田口岸  □ 東莞德豐廠房 
 

中文姓名（先生 / 小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的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日   回鄉咭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內地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業務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要通知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

重要通知﹕

﹕﹕

﹕ 

1. 本局發出之報名留位確認通知書必須連同參加費用一併繳交，否則報名可能無效。申請者須以劃線支票繳交費用。費用收據經本局指定之持牌旅

行社機印方為有效，支票收妥作實。 

2. 本局已實施個人資料(私隱)政策，有關資料單張可於報名處索閱，或閣下可與本局個人資料管理主任查詢。 

3. 本局保留在任何情況下更改活動內容或取消活動或相關安排的權利。 

4. 旅遊保險的安排只限於單張內所訂明之考察團時段。 

5. 考察團行程以內之各類型活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風險，參加者在參與活動時應衡量個人身體狀況及年齡，並考慮當時的天氣情況，以評估應否參

與有關活動。另參加者在活動進行中，應遵守有關活動的規則、本局工作人員的指引及安排，做足安全措施，以免發生意外。對任何旅遊保險索償

結果，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6. 行程開始前最少10天通知本局退團，需繳交港幣100元正作為行政費用；行程開始前3天至9天內通知本局退團，需繳交港幣300元正作為行政費

用，及所有旅行社/ 航空公司機票及酒店之費用，實際費用將按當時的價格為準；行程開始前2天通知本局退團，必須負責繳交全數團費。 

聲明

聲明聲明

聲明﹕

﹕﹕

﹕ 

1. 本人同意以上提供的資料，將會用於處理本人參加考察團的申請，這些資料可能會送交本地及前往國家之旅行社、參觀機構或其他有關籌辦機

構。 

2. 本人聲明在此報名表格及隨附文件所載的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完整、真實及準確。本人已細閱

細閱細閱

細閱並接受

接受接受

接受報名表內的所有條款及細則。 

 
 

 

 

 

 

簽名及公司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年齡、性別、電話號碼、傳真號碼、職位、會員身份、繳費資料包括信人卡資料 (如適用)、學術及專

業資格、通訊地址及電郵地址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 將會用於處理、評估和管理閣下登記出席本活動之用。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擬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於推介本局及與本局合辦本活動合作夥伴的最新發展、工業支援服務、顧問服務、培訓課程及相關

的活動及其他推廣活動的用途。如您不同意此安排，請在下面空格加上�號。 

�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使用個人資料於擬作出的任何推廣用途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使用個人資料於擬作出的任何推廣用途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使用個人資料於擬作出的任何推廣用途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使用個人資料於擬作出的任何推廣用途。

。。

。 

  

 

�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將本人的個人資料轉移給參與本活動的合作夥伴進行任何推廣用途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將本人的個人資料轉移給參與本活動的合作夥伴進行任何推廣用途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將本人的個人資料轉移給參與本活動的合作夥伴進行任何推廣用途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將本人的個人資料轉移給參與本活動的合作夥伴進行任何推廣用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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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條款及細則一般條款及細則一般條款及細則一般條款及細則    
 

以下條款及細則適用於外訪團

以下條款及細則適用於外訪團以下條款及細則適用於外訪團

以下條款及細則適用於外訪團：

：：

：    

 

1. 接納申請 

本局具有酌情權可接納或拒絕任何申請而不須給予理由。 

2. 付款 

a) 一經遞交申請表，申請人須向本局/指定旅行社，並於指定日期前繳付參加費用。 

b) 如申請被拒，本局/指定旅行社將向申請人退款，有關退款不帶利息。 

c) 一經本局接納申請，申請人即為參加者。如最終參加者希望退出，可於外訪團出發前以書面通知本局，但有關通知

期限將按照外訪團單張上表明之日數計算。本局將先行從費用內扣取服務提供者所需收取不獲退還之費用；同時，

本局亦會按外訪團單張之說明收取相關行政費，餘額將退還參加者。 

d) 參加者須於退房時直接繳付酒店所有額外消費。 

e) 所有本局安排之退款不帶利息。 

3. 終止條款 

a) 在不影響本局其他權利及可獲取賠償的情況下，如參加者違反任何本條款及細則內之任何條文或要求，本局有權終

止參加者參予外訪團。 

b) 如全部或大部份參加者之入境簽証或入境准許不獲有關當局批出，參加者參予外訪團之權利將會自動終止。 

c) 如參加者參予外訪團之權利被終止，費用將不獲發還，同時，參加者須按本局要求繳付任何因應有關終止而於終止

前經由本局合理地代參加者支付之所有開支。 

d) 如參加者作出任何(包括但不限於)侵權行為、不符合產品安全或環境法例之行為，或任何其他本局認為可能影響香

港聲譽或形象、或對工業、外訪團或本局有影響之行為，則本局有權終止參加者參予或繼續參予外訪團或未來之外

訪團。 

4. 取消及/或更改 

a) 本局保留權利於任何情況下取消外訪團，譬如由於參加者人數不足或其他原因。除因下述第 4(e)項提及之事件外，

如本局取消外訪團，本局之責任上限僅為外訪團參加者已實際繳付之費用。 

b) 在不另行通知的情況下，外訪團的日期及行程可被更改。本局保留權利使用外訪團宣傳單張以外的其他住宿、行程

及交通安排。 

c) 收費可因應(包括但不限於)附加費、票價、燃油或稅項的增加及匯率波動而作相應修訂，本局有權向參加者徵收因

此而導致之額外費用。 

d) 外訪團未有使用之部份或因參加者取消參予外訪團，均不獲發還費用。外訪團出發前，本局可酌情接納由參加者推

舉之替代人代其參予外訪團，或接納更改出發或回程日期或其他交通上的安排，若本局同意更改，則該等更改導致

本局需代支的額外費用將由參加者承擔。 

e) 本局不會就任何不受其合理控制之原因(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即不可抗力的原因、政府行動、恐怖襲擊、火

災、水災、地震、風暴、海嘯、禁運、爆炸或騷亂)而導致之任何延遲、服務未能提供、損失或損毀而負上任何責

任。於該等情況下，本局保留權利酌情： 

(i) 順延外訪團及/或更改外訪團之日期及行程而不作任何退款；或 

(ii) 取消外訪團；並於扣除本局已繳付並不獲服務提供者退款的開支部份後，將費用餘額退還參加者。 

5. 免責條款 

a) 除非因本局違約外，本局不會就任何參加者或其人員、代表、代理人、員工或任何其三者或任何財物於外訪團期間

遭受之損失、損毀或人命傷亡負上任何責任。 

b) 本局不會因應外訪團期間或隨後發生於參加者及任何第三者之間的交易或引見而負上任何責任。 

c) 參加者須為其簽証安排負責。如因參加者簽証問題而被拒入境，本局不會就此承擔任何責任。 

d) 參加者需自行為參予外訪團投保，包括但不限於其財物及自身安全(包括旅遊及醫療保險)。 

e) 參加者保証彌償本局因參加者或其人員、代表及僱員於外訪團期間或因外訪團觸發之行為、疏忽或過失而引致之任

何責任、訴訟、索償、損失、開支及其他費用。 

6. 一般事項 

a) 申請表及本條款及細則為雙方就有關外訪團之所有協議，並取代所有在此之前經口頭或書面就外訪團議定的協議、

諒解或安排。 

b) 本局保留權利更改及修訂任何本條款及細則並就此不時釐定附加規條及規則(包括但不限於參加者手冊)以便適時安

排外訪團。參加者將獲知會修訂後之條款及細則及附加規條及規則，並即時生效。參加者會被視為收到通知及同意

有關修訂。參加者確認本局有權詮釋本條款及細則，及附加規條及規則及相應修訂。所有本局就此作出之詮釋均為

終局，並參加者同意受制於此。 

c) 本條款及細則謹遵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