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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進步，五花八門的消費品圍繞著市民大眾每天的生活，因此產品的安全及
質素尤其重要。

香港認証中心多年來致力推動本港產品的安全及質素，並透過香港安全標誌，推廣
產品安全的信息及概念，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同時亦為獲得認證的產品在市場上建
立優質安全的信心形象，加強競爭力。

今期《安全消費通》搜羅了各式各樣的產品推介給讀者，並藉著本期內容，使讀者
對產品安全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們亦繼續走進校園舉辦巡迴安全講座，及在各區進
行香港安全標誌街頭推廣活動，加強年青人及市民對家居產品的安全知識。

家居意外時有所聞，希望透過今期的安全小貼士，讓市民進一步掌握產品安全需注意
的事項。

安全標誌認證計劃

香港安全標誌 街頭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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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信心產品
香港安全標誌 幫到您

香港安全標誌
街頭推廣活動

香港安全標誌認證計劃

致力推廣產品安全意識 香港認証中心

接受認證的產品範圍包括：

「香港安全標誌」計劃旨在提高公眾的產
品安全意識，幫助消費者識別已通過測試
及符合現行安全法規的產品，並協助商界
建立品牌形象，從而增強產品在市場上的
認受性。

香港認証中心(HKCC)為香港標準及檢定
中心(STC)的成員機構，以獨立身份策
劃、發展及推行各項認證服務，讓生產
商能夠既省時及符合經濟效益地，為產
品取得本地及海外所需認證。

香港認証中心(HKCC)於1998年推出「香
港安全標誌」計劃，為香港首個獨立的產
品安全認證計劃。印有香港安全標誌的產
品，代表已通過本港或國際相關的安全標
準測試，生產商亦符合產品生產過程的評
核標準。

為了讓市民更了解香港安全標誌，及認識
到產品安全的重要性，香港認証中心由
2011年起，不定期在全港各區舉辦街頭
推廣活動。去年香港認証中心就特意到旺
角、尖沙咀、沙田及大埔等地區進行宣傳
活動，並向小朋友派發汽球，吸引市民駐
足及查詢產品安全及安全認證的資訊。

我們定期舉辦香港安全標誌證書頒授儀
式、校園產品安全教育、學生安全大使
招募及各類型比賽等活動、並出版免費
雜誌《安全消費通》，向大眾宣揚產品
安全訊息。

作為第三方獨立的產品認證機構，香港認
証中心已獲得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
會(CNAS)及香港認可處(HKAS)的認可，
同時為香港機電工程署(EMSD) 的認可核
證團體(RCB)。

歡迎透過以下方式了解更多：
電話﹕+852 2661 2083
電郵﹕hkcc@hk-cc.hk
網址﹕www.hk-cc.hk

影音器材

工商業用產品

電器及電子產品

家庭用品

資訊科技產品

電燈及照明用品

電線配件

醫療用品

玩具及兒童產品

嬰兒用品

個人衛生用紙

家具

氣體爐具

個人工業安全保護設備(如﹕安全鞋、安全帶等)

其他受香港產品安全法例監管的產品

香港認証中心
Hong Kong Certificatio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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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家用產品
提升生活質素

家庭用品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由廚房用品、炊具、清潔用品以至嬰兒用

品，都在我們的生活佔據重要位置。市場需求大，進入市場競爭的投資者

當然也愈來愈多，要在行內站穩陣腳，成為業界的重要課題。今期《安全

消費通》邀請到五金世代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王誠緯，訴說他在行內的一

點一滴，由售賣五金到今時今日擴展到家庭用品範疇，他如何穩中求勝。

甫與王先生見面，他即展現出友善的笑容，說到公司發展他更是落落大

方，但惟獨婉拒拍照，「我會到別的公司，看看別人的產品及營銷手

法，所以不便上鏡。別人知道我的名字，但未必知道我的長相。」對，

要百戰百勝，先要做到知己知彼，作風低調，亦貫徹五金世代的風格。

靈活多變   建立自家品牌

確保產品安全   香港安全標誌幫到您

從五金到家庭用品   擴闊產品類型

經歷一波三折，五金世代終於發展成今時今日的規模，除了原本已

代理的產品外，還有包括一系列手工紫砂炊具產品及嬰兒產品的自

家品牌。炊具與嬰兒產品在市面上林林總總，要突出重圍並非易

事，王先生選擇從品質做起。王先生過往曾為產品設計一系列卡通

動物角色，他就為角色重新注入生命，成為嬰兒餐具及衛生用品的

形象大使﹔而紫砂炊具則採用優質紫砂泥生產，成份天然，更邀得

藝人黃淑儀小姐擔任代言人，加強產品形象。

即使做好自身產品，面對殘酷的商業市場仍是要再加把勁。王先生

坦言產品類型並不特別，而且價錢並非最低，「經濟轉差第一時間

拜拜」，所以他走另類路線，別人外判推銷工作，他就投放資源培

訓推銷員，「這樣他們會更了解產品特性和優點，以事實向客人推

銷，即使客人不想買，也不會為生意而自吹自擂。」每當有特色新

產品，更會推出試用價優惠，讓客人親身試用，靠口碑贏得消費者

信心，「產品實用，客戶一定會再光顧。這樣的宣傳推銷效果是比

較慢，但來得很實在。」

五金世代早前參加本地漁農美食
迎春嘉年華，推銷自家產品。
(受訪者提供)

紫砂鍋已獲得香港安全標誌，確
保產品安全可靠。

穩中求勝，希望長做長有，五金世代的市場定位低調而踏實，始終

成功不是靠把口。五金世代堅持為消費者提供優質家庭產品，希望

客人都會認為產品值回票價。為了使產品與眾不同，五金世代更特

意申請香港安全標誌認證，「香港安全標誌可以令消費者知道，我

們的產品符合標準。」他不諱言，標誌令五金世代與別的牌子有強

烈比較，長遠對銷情有很大幫助，此外香港認証中心亦幫製造商免

卻了煩惱，「我們的產品愈來愈多，但我們未必知道有關的安全標

準，香港認証中心便照顧了我們的需要，在測試認證過程中提供全

面的協助。」

五金世代成立於2000年，經歷過好些變遷。你說公司名字「五金」與家庭用品風牛馬不相及? 但王先
生確實是由五金起家，「剛開始是經營自助五金生意，在舖頭售賣DIY用品，例如電鑽、螺絲、釘子
等工具。」有別於傳統五金店，五金世代明碼實價，亦提供即場試用，教授客人使用產品，反應相當
不俗，高峰期時擁有三間分店。

可惜成功無坦途，五金世代被逼轉型，那是香港中小企的典型故事，「業主加租，利潤都沒了。」
不過王先生沒有放棄，繼續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2004年他開始為同類型產品進行批發，後來更
從事代理，從日本、韓國、意大利等地引入不同類型的廚具、家庭用品、嬰兒用品，進一步擴闊產
品類型。

「做代理成績不錯，但最後卻被人『飛甩』。」轉戰代理，本以為一帆風順，怎料產品製造商眼見市
場有所作為，收回代理權。代理權這回事，半點不由人，與其為別人牽紅線，不如為自己謀幸福。於
是在2014年底，五金世代憑藉過往的市場銷售經驗，由熟悉的廚具用品開始，設立自家品牌。

五金世代有限公司

企業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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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防護裝備
成就工業安全

在香港這片石屎森林，高樓大廈處處，多項大型基建亦相繼動工，背後實在有賴建造業為這

個彈丸之地締造繁榮。說到建造業，不少人都會認為是高危工作，事實上建造業確是意外率

最高的行業，但隨著工業安全意識提高，過去十年建造業的意外率不斷下降。今期《安全消

費通》就特別邀請了亞太工業安全設備董事總經理韓國中先生接受訪問，介紹他公司的發展

歷程，並分享他如何在工業安全的路上，肩負起保護工人的使命。

亞太工業安全設備成立於2004年，主力為香港及澳門地區的建造業界提供個人防護裝備，

由安全鞋開始，發展至今日的全面個人保護。過去十多年他們一直抱著「你的安全就是我的

成功」的宗旨，務求令工人在地盤工作時，都能夠得到既舒適又安全的保障。

亞太工業安全設備董事總經理
韓國中先生

工業安全意識低   屢敗屢戰不放棄
韓先生與工業安全設備的淵源甚深，在自行成立公司之
前，他早已在這個行業打拼，「舊公司也是從事工業設備
供應，主要供往南海油田。」他表示，當時客戶主要是外
國公司，他們對工業安全已經十分重視，反觀在香港建造業
界的安全意識仍是十分低，所以即使有行業經驗，亦難以在
港推銷工業安全設備產品。

「主要是工人覺得麻煩，例如在高空工作，他們認為安全帶
扣礙手礙腳影響工作進度，安全鞋很笨重，連地盤主管也是這
樣認為。」韓先生說，當時工人已習慣赤手空拳上陣，尤其是
老行尊，更難改變他們根深蒂固的想法。他又憶述，曾經全副
裝備到地盤視察裝設安全帶裝置，眼見工人只在70乘70厘米、
離地60米的石屎柱躉上，在無配帶任何安全裝置下搭建竹棚，
萬一不慎，後果不堪設想，「我知道他們擁有豐富經驗，但這
樣實在太危險，我難以明白他們的想法，我不會冒這樣的險。」

可幸的是，隨著時代變遷，政府開始注意建築工人的工作環境，
帶頭大力推動，宣揚職業安全的重要性，職業安全健康局及勞工處亦希望可減低工人的傷亡數字，著手
加強宣傳及教育，多間具規模的建築公司都跟隨指引，使得工人在地盤任何位置都需做足安全措施，給
予工人最大的保障，同時成就本地工業安全設備行業的啟航。

聆聽工人所需   積極改善產品
有著天時地利人和，韓先生卻不敢鬆懈。為配合工
人實際所需，他回想過往推銷失敗的經驗，綜合工
人對安全設備的意見，引入實用的安全設備，「安
全用品要『到地』，需要保護到工人之餘又不會笨
重，妨礙他們工作。」亞太工業安全設備亦設有門
市，方便工人選購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韓先生坦言，工業安全設備的需求與日俱增，香港
奉行自由市場，不難想像有大量競爭者進入市場，
希望能分一杯羹。面對云云對手，韓先生如何能保
持競爭力?「我們會聆聽用家意見，引入適合他們
的產品，並不斷作出改良，另外我們安排同事給予
工人培訓，又為客戶提供安全設備的年檢，加強
服務。」

除了從產品本身以外著手，韓先生亦為產品申請「香港安全標誌計劃」認證。香港安全標誌得到職安局認可，可
謂業界的安全指標，「香港安全標誌確保產品達到本地的安全要求，加上這認證計劃得到業界及法定機構認可，
的確為我們的產品增值，對銷售有絕對幫助。」未來亞太工業安全設備會積極拓展產品出口市場，期望做到「立
足香港，面向世界」。

作為香港權威性的標誌，「香港安全標誌」既能協助消費者選購安全可靠的產品，亦成功提高企業形象及顧客對品
牌的信心，造成「雙贏」局面。

申請香港安全標誌認證   確保產品質素

韓先生對安全鞋如數家珍，講解安
全鞋的不同功能。

亞太工業安全設備提供各款安全鞋及個人防護裝備，為工人
作出全天候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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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產品安全嘉年華暨
「香港安全標誌」及「優質『正』印」證書頒授儀式

安全大使 － 王梓軒

與眾同樂  場面熱鬧
產品安全嘉年華活動適逢周末，吸引大批放假的市民到場選購心水產品，人流絡繹不絕，十分熱

鬧。除了售賣安全產品的展銷攤位外，場內亦設有活動專區，工作人員向小朋友派發汽球，另外

於6月18號當日更特設拍照攤位，還預備多款不同造型及道具予市民拍照留念，為現場增添歡樂

氣氛，亦讓為期三天的嘉年華在笑聲中完滿落幕。
2016產品安全嘉年華暨「香港安全標誌」及「優質『正』印」證書頒授儀式於6月17日
在藍田啟田商場舉行。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親臨主持開幕儀式，並頒發「香港安
全標誌」及「優質『正』印」證書予多間著名企業。

主席唐慶年在儀式上正式委任王梓軒為本年度「正」印安全
大使。

STC(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主席唐慶年在

儀式上正式委任歌手王梓軒為本年度產

品安全大使。王梓軒在台上自彈自唱，

還與現場觀眾及一眾嘉賓分享購買安全

產品的心得。除了證書頒授儀式外，會

場另有連續三天的展銷攤位，供市民選

購已獲安全認證的產品。機電工程署亦

於場內設置遊戲攤位，讓市民參與其

中，提高公眾對產品安全的意識。

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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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度開始後，香港認証中心(HKCC)又繼續與全港各中小學聯手，合作舉辦安全知
識講座，教導學生有關家居安全的常識。其中本中心職員於9月23日到達位於沙田的香
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在場近二百名師生齊集禮堂出席講座，講座除了向
同學講解產品安全資訊外，亦與同學進行即場問答環節，同學非常踴躍舉手參與，場
面歡樂熱鬧，答中問題的同學不但獲贈紀念品，同時亦被委任為校園安全大使，共同
在校園向其他同學推廣產品安全的訊息。

2016年校園巡禮
香港安全標誌
學校巡迴安全講座

P.12
P.13

活動回顧



電蒸鍋點測試﹖
HKCC話你知

溫升測試： 溫控器及保險絲測試：入水測試： 電線測試：接地測試： 食物接觸測試：

香港人愈來愈追求飲食健康，除了從食材著手外，烹
調方法也是一大考慮，近年興起的多層電蒸爐就成了
廚房寵兒，不但能免睇火同時煮幾道菜，也可以翻熱
飯盒，避免了使用微波爐的風險。不過消費者要留意
電蒸鍋亦有安全隱患，香港認証中心 (HKCC) 為了替
消費者的安全把關，根據相關安全法規及標準，為電
蒸鍋設計了一系列的安全檢測程序。

在正常使用的情況下，檢
查電蒸鍋的外殼及內部零
件會否有過熱情況。

現時香港市面上出售的電蒸鍋，部份附有國際性的安全標籤，代表該產品已符合該安全
標籤的要求。但一般的產品安全計劃，只對提供的樣本進行測試，因此難以保證在量產
過程中沒有出現影響產品安全的問題。有見及此，香港認証中心 (HKCC) 特意為本港消
費者推出「香港安全標誌」計劃，計劃除了測試產品樣本外，還包括工廠審查，以及針
對高風險的產品作出市場抽查，為大眾提供更全面的產品安全保障。消費者只要選購印
有「香港安全標誌」的產品，便能用得安心又放心。

電蒸鍋的溫度由溫控器控
制，所以溫控器操作正常
對安全相當重要。測試溫
控器需要在不注入清水的
情況下插電，檢視溫控器
會否自行跳掣，以免溫度
不斷升高。另外亦要將溫
控器絕緣，確保作為最後
防護的保險絲能否運作，
以策安全。

將 清 水 注 入 水 格 ， 滿 瀉
後 檢 查 清 水 會 否 流 入 機
身 ， 浸 濕 內 部 零 件 而 引
致漏電。

除了零件失靈外，電蒸鍋
亦有機會因為人為破壞而
影響其操作及安全性。電
線測試就會模擬用家使用
時，可能會拉扯到電線而
對電線進行連串的拉扯動
作，測試電線或內部零件
會否鬆脫。

由於電器會有漏電風險，
接地測試就能確保電蒸鍋
的線路或金屬部件之間出
現絕緣故障時，電流能夠
通過接地走，避免使用者
觸電。

一般而言食物並不會直接
接觸電蒸鍋，但經過高溫
加熱後電蒸鍋可能會釋出
有 害 物 質 而 影 響 食 物 質
素，所以電蒸鍋需要通過
測試，確保使用的材質的
重金屬、塑化劑及其他化
學成份符合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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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 由安全鞋開始
近年政府積極宣傳職業安全信息，令普羅大眾明白到防護裝備的重要，在較高危的工作
環境，例如：地盤、廚房，一雙可靠的安全鞋更是不可缺少。不過市面上所售賣的安
全鞋五花八門，如何才能挑選一對適合所需呢?今期《安全消費通》就教大家選擇安全
鞋，為各行各業的您作出最全面保護。

安全鞋功能分類 ﹕
事實上，安全鞋有多種分類，不過並非以職業區分，而是以

功能區分。在市面出售的安全鞋都會有功能標示，供消費者

參考，購買時可因應穿著安全鞋的場合去選擇最適合自己的

功能。

安全標準 ﹕
為確保安全鞋的質素及功能，歐盟為安全鞋制定安全標準EN ISO 20345﹕2011，凡通過此標準的

安全鞋，鞋頭均能抵禦相等於200焦耳(J)能量的撞擊及相等於15,000牛頓(N)力量的擠壓。所以

在選購安全鞋前，務必要留意包裝上有否列明安全鞋已符合標準。除此之外，若鞋上有”P”的標

示，則表示鞋底能抵禦相等於1,100牛頓(N)力量的刺穿力。

如何選擇合適安全鞋 ﹕
了解安全鞋標準及標示功能後，當然就要知道怎樣才能選一對適合自己工作環境的安全鞋。一般

而言，以皮料製造的鞋面較耐磨，全膠料則較防水；低筒鞋較輕便透氣，高筒鞋對足踝及腿的保

護較強。例如在興建鋼鐵架構的建築地盤，工人應穿著有保護鞋頭的安全鞋，安全鞋亦應具備在

鋼板表面防甘油滑倒的功能，同時有閉合鞋座及吸震鞋座，並外加鞋底防刺穿能力功能。

鞋的構造要配合足部，鞋前端要預留1-1.5厘米空間讓腳趾屈曲，鞋跟則不可有空隙，保持穩定

性，中間部份最好有較佳的柔軟度及伸縮性，以緊貼腳型。購買時最好雙腳都試穿，並在堅硬的

地板上走動，確定鞋是否合穿。由於腳的大小會在早晚出配差異，最好在黃昏後選購。

另外也要留意在選擇聚氨脂(polyurethane，簡稱PU)鞋底的鞋時，要注意通常標示在鞋底的生產

年份月份標示，距離出產日期越近越好。因為PU鞋底會水解(hydrolysis)而斷裂及碎裂脫落，一般

PU鞋底壽命為2至5年。

功能標示 需要達到標準要求的項目

SB

S1 SB以外，再有閉合鞋座、吸震鞋座及防靜電能
力，適用於皮料及其他材料製造的鞋(全膠鞋除外) 

符合基本要求，包括鞋頭防撞擊能力、鞋頭耐壓
能力、鞋底防滑能力等

S2 S1以外，再有鞋面防滲水能力及鞋面防吸水能
力，適用於皮料及其他材料製造的鞋(全膠鞋除外) 

S3 S2以外，再有鞋底防刺穿能力及鞋底加防滑條，
適用於皮料及其他材料製造的鞋(全膠鞋除外) 

S4 SB以外，再有吸震鞋座及防靜電能力，適用於全
隻為膠料(橡膠或聚合膠)的鞋 

S5 S4以外，再有鞋底防刺穿能力及鞋底加防滑條，
適用於全隻為膠料(橡膠或聚合膠)的鞋

另外，有部份安全鞋有附加功能，
並在功能標示後額外加上對應的英
文標示，以下就是較常見的安全鞋
附加功能﹕

A
防 靜 電

能力

I
電 絕 緣

能力

HRO
鞋 底 耐 熱

能力

P
鞋 底 防 刺

穿能力

若使用PU鞋底的鞋，在炎熱潮濕氣候的地區（如香港），便要經常
穿著。否則閑置一段時間後鞋底會出現水解現象，縮短鞋的壽命。 

使用前，先檢查鞋的各部份，確保完整可用，尤其是PU物料製造的
鞋底沒有斷裂脫落，有足夠坑紋。

先穿上合適的襪，以坐下姿態穿上鞋，並綁好鞋帶。 

使用及護理小貼士﹕

採用健康的步行方法，即是將膝蓋伸直，腳跟穩固著地，在足底充
份緊貼地面後，腳尖再踢出向前進。 

上落梯具及階級前，察看鞋底，確保沒有泥塊等污物掩蓋坑紋。 

以軟布抹乾後，再自然吹乾被弄濕的鞋，勿放近暖爐等熱源烘乾。

使用後，擦除鞋底坑紋上的污物，儲存在陰涼處。

擦鞋油及防水處理有助護理皮鞋。

資料參考﹕職業安全健康局

P.16 P.17

安全小貼士



香港綠色標誌
環境保護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隨著市場對綠色產品的監管愈
趨嚴格，同時回應市民對環保議題的關注，香港認証中心於
2013年推出「香港綠色標誌」，為環保產品出作權威認證，
讓市民更方便快捷地選擇適合自己的環保產品。「香港綠色標
誌」根據ISO 14024環保標籤及符合聲明標準，就產品設計、
安全、生命週期及生產商管理等各方面進行評估，確保生產過
程符合相關的要求，提升產品質素。

認證範圍：
家具及床上用品

嬰兒及兒童產品

玩具

電器和電子產品

打印產品

紡織產品

染料及油漆

空氣清新劑

其他消費產品

計劃目的：
協助商界採取積極行動，以提高
產品的質量

提升產品的質量達至ISO 14024
環保標準，增加市場的競爭力

加強商界及市民關注產品對環境
的影響

有助市民更容易識別出優質的環
保產品

認證計劃「香港製造」認證計劃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CEPA)促進中港兩地的合作夥伴
關係，為本港的貿易及服務業帶來無限商
機，在簽訂的補充協議，更訂明來自香港
的產品進入內地市場可享有零關稅優惠。

「香港製造」認證計劃的好處：
為在本港製造的產品增值

獲得認證的產品均已通過第三方的
生產檢驗及審查，確保產品質素

讓消費者容易分辨真正「香港製
造」的產品

「香港製造」認證計劃目的：
鼓勵工業回流發展，並提攜新一代
本地工業家

提升本港商品的形象與價值

協助消費者辨識產品的來源地

推廣「香港製造」成為國際品牌

涵蓋範圍：
「香港製造」認證計劃涵蓋範圍廣泛，本
地產品製造商、產品持有人、零售商及產
品發明者均可為以下產品申請認證：

工業產品

藥物及保健產品

本地農業及漁業產品

家居用品

珠寶

嶄新產品

立法會亦有討論如何鼓勵和支援工業生產
回流及募起的新一代本地工業家。為支持
以上政策，香港認証中心推出「香港製
造」認證計劃。

「香港製造」認證
計劃旨在讓消費者
容易識別在本港生
產的商品，從而提
升產品形象，並推廣「香港製造」成為代
表高質素及良好信譽的國際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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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661 2083

香港新界大埔工業邨大宏街10號 
香港新界大埔汀角路57號太平工業中心第一座10樓B室 www.hk-cc.hk

+852 2661 3181
總部：
辦事處：

hkcc@hk-cc.hk



我們會因應客戶浴室的間隔
尺寸及個人喜好，度身訂造
出最符合客人要求的浴屏方
案，加上專業的度尺服務及
嚴謹的品質監控，確保每套
浴屏的安裝均能準確無誤。

憑著我們熱誠和細心的服務，無論各類型的樓
宇單位，我們都專心一致提供優質服務及合理
價錢，再加上完善的售後保養服務，務求令每
位顧客感到稱心滿意。

托科浴屏TOCO SHOWER 主要經營各
款高質素的浴屏。產品設計專業，款式
多元化，因而深得室內設計師、裝飾公
司、承建商及廣大業主的好評。

其他產品



空氣淨化儀全方位淨化
守護您的健康



www.nutzen.com.hk

於1980年在港成立至今，公司一直本著”質量第一，服務至上”
的經營宗旨。以生產優質面紙、消毒濕紙巾、抹手紙等為主導
產品。產品遠銷至歐美、東南亞等地區。本地市場主要以供應
酒店、餐廳、學校、醫療機構，美容機構為主。

“Make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provide 
�rst class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Since we started the business in 1980, Care Plus or Hwa Guan Tissues Paper 
Manufactory as we are also known, has a very simple business philosophy.

We have been manufacturing high-quality tissue paper, disinfectant 
paper towels, napkins, paper towels for the main product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regions. And the local markets are mainly supply to Hotels, 
Restaurants, Schools, Medical institution and Beauty institutions.



創日照明有限公司是創研科技(香
港)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由創研
科技社長綱川登志雄先生在2002
年創立。成立初期主要開發及生
產照明電子產品供應日本市場。

至2006年，LED技術逐漸成熟便
全身投入專注於LED照明。憑優
良品質成功取得市場青睞，獲得
多間企業邀請共同開發產品投得
多項政府工程，如青森縣街燈等
項目。近年積極開拓亞洲及歐洲
市場, 並在越南建新廠房進一步擴
充產能．將環保．節能．安全集
於一身的LED照明產品推廣至世
界各地。

www.solexlightin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