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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陽江江核核電電站站及及增增城城天天花花廠廠考考察察團團  

TTeecchhnniiccaall  VViissiitt  ttoo  YYaannggjjiiaanngg  NNuucclleeaarr  PPoowweerr  SSttaattiioonn  aanndd    

MMeettaall  CCeeiilliinngg  MMaannuuffaaccttuurreerr  iinn  ZZeennggcchheenngg  

  

          
 

 

 
  

  

  

  

  

  

  

  

  

  

CCPPDD  編編號號  ::  CPD20191018V  

主主辦辦機機構構  ::  香港營造師學會 

協協辦辦機機構構  ::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迪高建材國際有限公司 

講講者者  ::  香港建築天花吊頂聯會會長 梁業榮先生及陽江核電站代表 

日日期期  ::  201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至 10 月 19 日（星期六）  

時時間間  ::  10 月 18 日上午 8 時於深圳福田口岸集合；10 月 19 日下午 5 時解散  

地地點點  ::  中國廣東省陽江市及廣州市增城區 

CCPPDD 時時數數  ::  此活動佔 12 時數 

語語言言  ::  廣東話及普通話 

 

 
 
 

陽江核電廠 

陽江核電廠位於中國廣東省陽江市東平鎮，是

國家確定“積極推進核電建設”方針後，中國

廣核集團繼嶺澳核電站二期、大連紅沿河核電

站、福建寧德核電站之後建設的第四座核電

站，項目總投資金額約 700 億元人民幣。 

陽江核電站工程建設 6 台百萬千瓦級核電機

組。1、2 號機組有效建造 工期為 56 個月，

3~6 號機組有效建造工期為 54 個月。陽江核

電站首台機組於 2014 年建成投入商業運作，

6 台機組將在 2019 年全部完成建設， 預計每年提供電量為 480 億千瓦小時。與同等規模煤電相

 主辦機構: 

課課程程內內容容  

協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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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相當於減少標煤消耗 1560 萬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3828 萬噸，減少二氧化硫排放 37 萬噸，

減少氮氧化物排放 24 萬噸。而且陽江核電站 80%以上的設備將由國內企業為主承擔製造，將有效

促進核電裝備製造業與整個核電產業鏈的發展。 

 

迪高天花製造廠 

迪高建材國際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業從事金屬天花及幕牆鋁板的製造銷售企業。其產品包括金屬天

花，鋁幕牆，不銹鋼，氟碳 PVDF 和靜電粉末噴塗等等的設計、製造和銷售。今次考察將會參觀

其公司廠房的生產及塗裝流程，安全及健康措施，質量檢察流程及介紹創新設計。 

 
 
 
 
 
 
 
 
 
 

 
 

 

集合地點: 中國工商銀行(落馬洲站 福田口岸出境大廳對面) 
 

集集合合地地點點::  

集合地點 

落馬洲站 

福田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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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  

時間： 

08:00 “深圳福田口岸”指定地點集合 

08:15~10:00  登上旅遊巴前往"迪高天花製造廠" 

10:00~12:30 

 參觀"迪高天花製造廠" 

- 公司簡介 

- 生產及塗裝流程 

- 安全及健康措施 

- 質量檢察流程 

- 介紹創新設計 

12:30~13:30  午飯 

13:30~18:00  前往"陽江" 

18:00~18:30  入住"陽江酒店” 

18:30~19:30  晚飯 

日期：  201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 

  早餐 

08:30~09:30  前往"陽江核電站" 

09:30~10:15  "陽江核電站"簡介(公關中心會議室) 

10:15~11:00  參觀"展覽廳(公關中心)" 

11:00~12:00  參觀"70 米觀景坪台"及"南防波堤" 

12:00~13:00  午飯 

13:00~17:00  港珠澳大橋關口(珠海段)自由解散 

行行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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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名費用為: 會員: HK$850.00  (已包含四份正餐及酒店住宿費用) 

  非會員: HK$900.00 

   （大會將安排兩位參加者住一間房；如要求自住單人房間，需另加 HK$300.00） 

2. 活動名額為 30 人。若報名人數超於此數目，本會會員將享有報名優先權。 

3. 參加者將於活動後收到電子證書作出席紀錄。 

4. 報名者請提供”中文全名”及”回鄉証號碼” 以供購買旅行社提供的十萬元平安保險之用，

參加者如認為需加強保障，可自行購買額外旅遊保險。 

5.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 

6. 請 按此 作網上登記。（成功報名者將收到電郵確認。） 

7. 請報名費以劃線支票（抬頭為「香港營造師學會有限公司」或「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Limited」）方式寄出，地址為: 

中環德輔道中 25-27A 號 8 樓 801-2 室安樂園大廈 

The Secretariat Offic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Rooms 801-2, On Lok Yuen Building, 25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8. 若活動當日天文台懸掛黑色暴雨或八號颱風警告訊號，活動將會延期。如非按照上以上情形而

自行放棄報名，將不獲退款。 

9. 請參加者於活動當日帶同有效回鄉證。 

10.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香港營造師學會秘書處 – 電話: (852) 2523 2081。 

 
  

報報名名及及查查詢詢::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SV2CwVeaynf1qh7Km33eqU9gEruAjEI61gz0Z9Mcb5a7NR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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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表格 
 

 

CPD 編號 : CPD20191018V 

活動名稱     :  陽江核電站及增城天花廠考察團 (Technical Visit to Yangjiang Nuclear Power   

                 Station and Metal Ceiling Manufacturer in Zengcheng) 

日期 :  201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至 10 月 19 日（星期六） 

 

*英文全名  :  *會員編號 :  

*中文全名 
(作購買保險之用) :  *性別 :  

*回鄉證號碼 
(作購買保險之用) :  

*出生日期   
(作購買保險之用) :  

*公司/機構 :  *職位 :  

地址 :  

*聯絡電話 :  *電郵 :  

     

  費用 
 

 
 

支票抬頭 – “香港營造師學會有限公司” 或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Limited”   

(請在支票背後寫上姓名、會員編號及 CPD 編號 ) 
      

*支票號碼 :  *銀行 :  
      

*簽署 :  *日期 :  
 

聲明: 

本人明白並知悉此活動所涉及的相關自然風險。香港營造師學會與活動協辦、支持機構將不需要為參加者在

活動中遭受的任何捐失、意外、疾病或傷亡負責。 

協辦機構: 主辦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