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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 (HKOMA) 因應會員廠家的需要，
首次在內地舉辦是項活動，連同大灣區眼鏡批發及零售商戶
等代表參與是次交易展會，與眼鏡工業各類別物料、配件、
設備及服務等供貨商交流洽商。
參展的供貨商包括下列7個類別:A)零件及配件 B)板材
C)電鍍
D)機械及設備
E)檢測
F)鏡片
G)原材及塗料
面對疫情持續及地緣政治的影響，不少企業表示疫情期間至
疫情過後，需要面對新營商模式，來捕捉市場機遇。對眼鏡
製造業界來說，推動大灣區眼鏡生產和物料供應等廠商的緊
密交流，是協助企業抵禦嚴峻的市場競爭，加強前向發展的
動力。
鑑此，HKOMA 舉辦 <粵港眼鏡業界洽談交易會> 兼具以下
主旨:
☆ 助力眼鏡生產相關物料 / 配件/服務等供貨商推介產品 ;
☆ 強化生產廠家與供貨商間的聯繫 ;
☆ 推動優化產品的質量 ;
☆ 倡導大灣區眼鏡行業加快融合，轉型升級。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HKOMA)
會長 謝小雁

鳴 謝

HKOMA <粵港眼鏡業界洽談交易會> 得以圓滿成功舉行，
謹此感謝以下機構及人士的協助:大會 <開幕剪彩禮> 貴賓
● 深圳市眼鏡行業協會 會長 陳秋鵬先生
● 設計番主席 鐘易民先生
● 鷹潭晶威眼鏡有限公司 董事長 裴江峰先生
●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 副會長 吳逸珊女士
●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 永遠榮譽顧問 林澤燊先生

大會現場監督及會議主持
● VISOTTICA GROUP 來利眼鏡製品(東莞)有限公司
湯欣先生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HKOMA)
<粵港眼鏡業界洽談交易會> 籌委會
主席 陳汛恆先生

大會程序

2022年8月12日

1:30pm 開幕剪彩禮
主禮貴賓
設計番主席 鐘易民先生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 副會長 吳逸珊女士
深圳市眼鏡行業協會 會長 陳秋鵬先生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 會長 謝小雁先生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 榮遠榮譽顧問 林澤燊先生
鷹潭晶威眼鏡有限公司 董事長 裴江峰先生

-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會長 謝小雁先生 致歡迎詞
- 邀請 深圳市眼鏡行業協會會長 陳秋鵬先生 貴賓致詞
- 研討會 (同業在台上交流，並與台下同業互動答問 )

2:30pm

- 交易會開始

- 播放4間參展供貨商產品推廣電子視頻

5:00pm

展會結束

參展的供應商名單
零件及配件 (18間)

電鍍 (2間)

A01 奧比爾(深圳)有限公司

C22 深圳市方元千色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A02 VISOTTICA GROUP 來利眼鏡製品(東莞)有限公司

C23 鷹潭市志成表面處理有限公司

A03 深圳市日東精功眼鏡有限公司
A05 深圳市弘星辰(星力華)眼鏡限公司

機械及設備 (3間)

A06 深圳市三傳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D24 深圳市眾創立科技有限公司

A07 深圳市富利華眼鏡有限公司

D25 佛山市埃科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A08 深圳市鎢泰科技有限公司

D41 深圳市豐達眼鏡刀具工具

A10 台州華強眼鏡有限公司
A11 浙江宏達眼鏡有限公司

檢測 (3間)

A12 江西中愛科技有限公司

E26 啟邁檢驗(深圳)有限公司

A13 鷹潭余江區合成眼鏡有限公司

E27 深圳市精科眼鏡檢測檢驗服務有限公司

A14 鄭州机械研究所/深圳市华宇眼鏡配件有限公司

E28 萊茵技術監督服務(廣東)有限公司

A15 鷹潭市玉武林五金製品有限公司
A36 匯智(深圳)精密技術有限公司

鏡片 (6間)

A42 深圳市金艾科金屬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F29 深圳藍光光學有限公司

A43 東莞市耕藝精密鑄造有限公司

F30 深圳市晶联星科技有限公司
F31 深圳晶聯星科技有限公司

板材 (6間)

F32 東莞粵恆光學有限公司

B16 金余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F34 鷹潭昱鴻光學有限公司

B17 深圳市集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B18 東莞市中洲眼鏡膠板有限公司

原料及塗料 (5間)

B19 江西中奧塑料有限公司

G35 簡都拿塗料(深圳)有限公司

B20 中山德利塑膠擠壓有限公司

G37 深圳市鑫旺河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B21 恆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G38 深圳市興潤潼化工有限公司
G39 銘機實業有限公司
G40 華寶軒(亮鏡)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零件及配件 A01 奧比爾(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龍崗街道同樂社區黃屋路1號黃江實業O棟
負責人姓名

Nathan Wong

聯絡人姓名

簡經美先生 James Jian

電話號碼

+86 755 2868 3468

傳真號碼

+86 755 8404 5947

網址

https://www.obe.de

電郵地址

info@obe.com.hk

OBE is the German specialist for spare parts since 1904.OBE speciality are
high quality spring hinges and safety screws. OBE provides better comfort for
spectacle wearers; an optimized temple movement and anti-loosening
features, which guarantee a longer lifetime of the frames.
至1904年，OBE 專業生產高品質的彈簧鉸鏈和安全螺絲，因此在德國成為眼鏡
配件專家。OBE零件不單提供了更舒適的眼鏡讓人佩戴，優化的肶和防搖擺功
能并保證了眼鏡更持久耐用。

GROUP 來利眼鏡製品(東莞)有限公司
零件及配件 A02 VISOTTICA
東莞茶山鎮偉建工業園偉建路23號
負責人姓名

Kerry Chan +852 6339 6995

聯絡人姓名

湯欣 Tom Tang +86 137 1474 8342

電話號碼

+86 769 8233 9955

傳真號碼

+852 27964631

網址

www.visotticacomotec.com

電郵地址

k.chan@visotticacomotec.hk, t.tang@visotticacomotec.cn

VISOTTICA創建於1947年，從2010年開始收購COMOTEC至今，已經發展為全球領
先的眼鏡金屬配件供應商。集團提供豐富的產品應用於各種眼鏡：金屬眼鏡，板材眼
鏡，注塑眼鏡，木材眼鏡等其他材料眼鏡，產品涵蓋標準配件和應客戶需求開發的定
製配件。
VISOTTICA GROUP憑藉集團內部多技術融合優勢為客戶定制產品提供豐富的選擇。
CNC，鑼切，沖壓，精密鑄造及MIM 等多工藝的運用及結合確保提供最佳解決方案
以滿足客戶的需求。成熟和穩定的工藝廣泛應用於鉸鏈 (彈弓鉸鍊和普通鉸鏈)，樁頭
，中梁，裝飾配件及鏡臂(彈弓和普通鏡臂)等產品。集團可以提供白銅，不銹鋼，鈦
材料及其他合金材料產品，新材料的研究和探索也不斷地應用於新的開發中。塑膠產
品部分依託於豐富和精密的設計，可以為客戶提供清晰及準確的Logo設計及生產以完
美地展現品牌價值。 VISOTTICA GROUP堅持全面服務客戶的理念貫穿於產品生成
的每一個階段，從產品概念，設計，工程研發，手辦到產品形成，我們始終堅持以合
作者的姿態提供最優的服務和支持。 VISOTTICA GROUP的標準產品目錄內提供了
大量解決方案和產品選擇 ( 彈弓鉸鏈，普通鉸鏈，銅針，鏡臂，螺絲，螺母，托葉和
煙斗)，用以滿足常規眼鏡開發中的技術和外觀需求。標準產品可以根據市場預測建
立倉存用以縮短交貨時間和提供快速及靈活的服務，同時規模化的生產降低了生產成
本以確保公司及產品具備競爭力和維持集團市場領先地位。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零件及配件 A03 深圳市日東精功眼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園山街道西坑社區沙背瀝大屋路1號4F
負責人姓名

邢祥輝

聯絡人姓名

劉火兵

電話號碼

0755-89962765

傳真號碼

0755-28700332

網址
電郵地址

nitto_sales@126.com

零件及配件 A05 深圳市弘星辰(星力华)眼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橫崗街道荣德國際雨辰公寓B1201
負責人姓名

熊瀟

聯絡人姓名

熊瀟

電話號碼

13751054378 (微信同號)

傳真號碼

0755-28648726

網址
電郵地址

k036@136.com

我司是生產及設計開發眼鏡配件的製造商，總公司自2004年創辦以來，經過不
斷的探索、創新、開發、整頓、完善及積極引入專業性的高技術人才，使產品
的款式及品質有了極大的提高。
公司專業生產：眼鏡鏡腿、鼻樑、鉸鏈、夾口、煙斗、飾片、套管、腳套等各
種高檔眼鏡配件。主要選材：純鈦、β鈦、錳料、鎳白銅、無鎳銅、鈴銅、不
銹鋼、硅膠、橡膠等。
公司創辦歷史悠久，技術力量雄厚，生產工藝先進，產品規格齊全。現主要生
產經營以下眼鏡配件產品：
油壓彈弓腳絲 車件彈弓腳絲 各類鈦腳絲
各種定位鉸鏈
一般金屬鉸鏈 彈弓鉸鏈
一般金屬夾口
鈦材鉸鏈
鈦材煙斗
一般金屬煙斗 矽膠製品
橡膠腳套
公司本著“以科技求發展，以質量求生存”的原則，堅持“用戶第一、質量第
一、服務第一、信譽第一”的宗旨，以“不斷完善、不斷創新”為經營理念，
我們會提供最好的品質與最具競爭性的價格，以期達到客戶最大的滿意。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零件及配件 A06 深圳市三傳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南聯第六工業區寶南路48號
負責人姓名

張小紅

聯絡人姓名

張小紅

電話號碼

0755-89752085 13760375637

傳真號碼

0755-89752086

網址

www.huihong-glasses.com

電郵地址

szhuihong2008@126.com

零件及配件 A07 深圳市富利華眼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園山街道西坑村西湖工業區2號
負責人姓名

劉光虎

聯絡人姓名

劉光虎

電話號碼

13689549596

傳真號碼

0755-85239858

網址
電郵地址

fulihua88@163.com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零件及配件 A08 深圳市鎢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園山街道保安社區簡龍街52號廠房三樓302
負責人姓名

鄭永林

聯絡人姓名

吳麗萍

電話號碼

+86 13302927788 +86 13380344677

傳真號碼
網址
電郵地址

ultem_zyl@163.com

ultem_xn@163.com

深圳市鎢泰科技有限公司專業生產ULTEM.硅膠.PPSU.TR90等材質的眼鏡
及配件。

零件及配件 A10 台州華強眼鏡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玉環大麥嶼經濟開發區
負責人姓名

黃墩正

聯絡人姓名

黃墩正

電話號碼

13723736199

傳真號碼

0086-576-87372238

網址

http://www.hqopt.com

電郵地址

tc.wong@hqopt.com

華強眼鏡有限公司創辦於1982年，目前已經成為生產高端光學零件的主要廠商
之一。
主要產品插芯、鉸鏈 (包膠鉸鏈)、彈弓殼、尾針、夾口、莊頭,連體等。主要原
材料:白銅、不銹鋼、純鈦、β鈦、鋁鎂合金等金屬原材料。
公司現有在崗員工500餘人，其中管理人員100餘 人，一線工人約400。其中大
專以上學歷98人，高中/ 職高學歷有200人。
1、技術部現有員工11人，下設樣 品打樣小組，主要從事樣品開發以及眼鏡配
件生產的 工藝改造、工序優化等。
2、車間主任及帶班師傅有 50人，他們具有專業的眼鏡配件生產技術和一定的
車間管理能力，在公司管理層的指導下可以很好的處理生產上的問題。同時公
司在這個基礎上組建項目小 組，以便能更快速更直接的處理問題。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零件及配件 A11 浙江宏達眼鏡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玉環坎門海洋經濟轉型示範區永清路
負責人姓名

楊陽

聯絡人姓名

楊陽

電話號碼

0576-8733 9737

傳真號碼

0576-8733 9739

網址

www.hongdaglasses.com

電郵地址

yy@hongdaglasses.com

13989613523

宏達眼鏡有限公司成立於1980年，具有40年的眼鏡金屬零配件設計、生產、銷
售的經驗，是目前在全球領先的眼鏡金屬零件製造企業。主要產品包括：彈簧
銅針、鉸鏈銅針、金屬腿、彈簧鉸鏈、塑膠架鉸鏈、明釘鉸鏈、金屬架鉸鏈、
鼻樑、鼻托、酒杯、螺絲、鎖塊等。公司通過產品質量、技術、服務和有競爭
力的價格來為客戶創造價值，宏達產品已經被來自全球的客戶所認可。

零件及配件 A12

江西中愛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鷹潭市余江縣眼鏡工業園

負責人姓名

吳正愛

聯絡人姓名

吳珍珍

電話號碼

18606617777

傳真號碼
網址
電郵地址

ivan.wu@avowa.cn

江西中愛科技有限公司原玉環愛爾華眼鏡配件，創立於1993年，經過30來年的
發展，已成為國內眼鏡配件行業知名品牌，愛爾華本著服務客戶，不斷進步的
理念，實現共用互利的企業願景。專心致力於研發生產彈簧，鉸鏈，金屬組合
腿等眼鏡配件產品，受到國內外客戶的一致好評。
公司目前擁有兩大生產基地，其一擁有中國眼鏡配件基地之稱的浙江玉環，其
二在江西鷹潭眼鏡工業園區，公司生產總面積達到一萬多平方，生產產線細緻
分佈鉸鏈產線，插針產線，組合產線等。公司一直不斷的追求提升和發展，擁
有強大的自主研發團隊和系統化管理團隊，公司擁有專業的ERP管理系統和釘
釘OA審批系統，實現正規化操作流程。
愛爾華一直不斷追求提升和發展，在2021年大面積擴大生產產能，研發購入自
動化設備，生產車間實現自動化，智能化，網路化等，大大提高了企業的製造
能力和生產管理能力。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零件及配件
零件及配件
A13

鷹潭余江區合成眼鏡有限公司

江西省鷹潭市余江區中童粵港眼鏡工業園九棟

負責人姓名

鄭少強

聯絡人姓名

鄭少強

電話號碼

13530726890

傳真號碼
網址
電郵地址

零件及配件
零件及配件
A14

1264816397＠qq.com

鄭州机械研究所 / 深圳市华宇眼鏡配件有限公司
河南省州市科学大道149号, 駐橫崗辦事處

負責人姓名

龍偉兵

吳振法

聯絡人姓名

龍偉兵

吳振法

電話號碼

龍偉兵 13526728018, 吳振法 13828837737

傳真號碼
網址

www.zrime.com.cn

電郵地址

longweibing88@163.com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零件及配件 A15 鷹潭市場玉武林五金製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鷹潭市余江區中童眼鏡工業園三期五棟六樓
負責人姓名

于志武

聯絡人姓名

于志武

電話號碼

13714389595

傳真號碼
網址
電郵地址

yulinwujing@163.com

鷹潭市玉武林五金製品有限公司成立於2017年08月01日，註冊資本200萬元，
工人人數50人，公司主要經營範圍：眼鏡、眼鏡配件、五金製品、塑料製品加
工、生產、銷售。
本公司前身深圳市玉武林五金製品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2年11月08日，因鷹
潭市招商引資特更名為鷹潭市玉武林五金製品有限公司，主要經營各類眼鏡配
件生產等，以設計，開發，生產，服務為一體的生產廠家，有精湛的技術人才
和優秀的績效管理隊伍，掌握豐富的眼鏡製作生產技術，生產出質優，價廉物
美的產品。秉承“顧客至上，銳意進取”的經營理念，堅持“客戶第一”誠信
和品質求生存發展的原則，為廣大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歡迎廣大客戶惠顧！
優秀的員工，先進的技術，精良的設備，嚴格的管理是公司不斷發展壯大、產
品能夠贏得客戶信賴的根本所在。公司一貫以“合理的價格”、“高質量的成
品”、“準時的交貨期”、“良好的信譽”為基本準則。本公司期待成為你忠
誠的朋友和合作夥伴，共創互惠互贏的未來。

零件及配件 A36

匯智(深圳)精密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園山街道銀海工業區綜合樓一樓101室

負責人姓名

何道囝

聯絡人姓名

何道囝

電話號碼

13723412117

傳真號碼

2828 4663

網址
電郵地址

hz_jingmi@163.com

匯智(深圳)精密技術有限公司成立於2021年，簡稱(HZJM)是一家專業的金屬粉
末注射成型(MIM)產品生產商和解決方案提供商。為客戶提供大批量高精度、
形狀複雜、性能良好、外觀精緻的多種金屬材料結構件、功能件和外觀件，並
且同時具有陶瓷和鈦合金的開發能力，可以滿足不同類型客戶的需求。與多家
國內外知名企業建立了良好穩定的配套供貨關係。公司製程囊括：MIM製成、
鐳雕、點焊、噴砂、拉絲，防指紋處理，平面研磨等。涉及材料包括：鐵基及
不銹鋼結構件。專業為客戶提供精密零部件、工藝飾品、光電及CNC自動化設
備的製造、加工；機械設備、電子產品、五金產品、塑料製品、金屬材料的銷
售。
有國內多年從事該行業的技術專家，著“恆定務實，同興共榮，共創輝煌”的
企業精神，堅持“全員參與、持續改進、嚴格執行、提高品質、顧客滿意”的
質量方針，為新老客戶提供專業化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

零件及配件
零件及配件
A42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深圳市金艾科金屬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區碧嶺社區新沙路16號

負責人姓名

顧雷

聯絡人姓名

顧雷

電話號碼

0755-89219991 89219992

傳真號碼

0755-89219995

網址

www.jinaike.com

電郵地址

goldak@foxmail.com

深圳市金艾科金屬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業生產銷售金屬材料、眼鏡框線
等一體化公司，
公司一直致力於眼鏡行業，中高端眼鏡框線的生產和研發。
主營範圍
眼鏡框線：β鈦、鈦合金、純鈦、進口無磁不銹鋼、不銹鋼、MONEL、異型
線，各種中高檔眼鏡框線
原材料：β鈦、鈦合金、純鈦、各種板料圓線
電腦繞圈：德國Haug繞圈機、進口讀數機，提供繞圈加工
CNC加工：精雕框圈加工、激光穿孔加工、鐳射花紋加工
金屬材料：專業開發生產各種金屬材料型材、異型材、為客戶提供優質產品、
優質服務。

零件及配件
零件及配件
A43

東莞市耕藝精密鑄造有限公司
東莞市高埗鎮下江城村第一工業區

負責人姓名

龔素林

聯絡人姓名

龔素林

電話號碼

13609688720

傳真號碼

0769-86279138

網址
電郵地址

cast@gyjmzz.net

專業20年從事眼鏡鈹銅鑄件生產，模具自行設計製作，標準小飾片電鍍後
價格幾乎等同於鋅合金，可提供業務：鑄件、鑼切、電鍍、拋光等。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板

材 B16 金余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广東省深圳市龍崗区橫崗大康沙荷路78号D栋
負責人姓名

余曉波

聯絡人姓名

林燕霞

電話號碼

+86 15914177003

傳真號碼

+86 0755 28630932

網址

www.jinyuplastic.com

電郵地址

jacky@jinyuplastic.com

金余塑膠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具有活力的中国主要醋酸纤维素板材
供应商。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如眼镜和饰品等轻工业领域。金余已经通过多
个国际认证标准, 如 ISCC，BSCI等，为全球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不
断研发新产品，现有的环保系列可生物降解材料(POP®)，高密度材料深受市场
青睐。我们定位于供应高质量的醋酸纤维素板材和时尚设计，服务全球客户。

板

材 B17 深圳市集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橫崗荷坳金源路8-16號
負責人姓名

Amy Gao

聯絡人姓名

花彩華 13827774033

電話號碼

0755-28692111-139

傳真號碼
網址

https://www.jimei123.com

電郵地址

info@jimei123.com

深圳市集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專業從事醋酸纖維素板材設計開發、生產及
銷售的高新技術企業，醋酸纖維素板材不僅僅廣泛應用在眼鏡框原材料，其還
涵蓋於時尚飾品、高端工藝品等其他領域。
“用心做產品， 築夢集美品牌影響力”，立足於深圳的集美新材，堅守初心，
砥礪前行，在追求品牌創新和卓越品質的道路上，堅持以專業的工藝和精湛的
技術為根本，融入最新時尚元素，大膽創新，研髮品質過硬的產品，引領板材
行業時尚潮流趨勢。
憑藉精益求精的工藝、時尚自然的色彩呈現以及高效的服務，秉承“全球板材
供應商的標杆”的企業願景，集美新材業務遍布全球，已發展成為國際知名品
牌指定材料供應商。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板

材 B18

東莞市中洲眼鏡膠板有限公司
廣東省東莞市常平鎮黃竹園街7號301室

負責人姓名

劉波

聯絡人姓名

劉波

電話號碼

+86 13929207413

傳真號碼
網址
電郵地址

zhongzhou0769@163.com

東莞市中洲眼鏡膠板有限公司成立於2008年5月，是國內一家專業製造醋酸纖
維眼鏡膠板料的企業，具有活力的中國主要醋酸纖維素板材供應商。公司擁
有先進的機械設備和強大的生產製造能力。我們的產品廣泛應用於如眼鏡和
飾品等輕工業領域。中洲已經通過ISCC國際認證標準，為全球環境保護，促
進可持續發展不斷研發新產品，現有的環保系列可生物降解材料( pop )及再生
循環料 ( vivP )，高密度材料深受市場青睞。我們定位於供應高質量的醋酸纖
維素板材和時尚設計，服務全球客戶。

板

材 B19

江西中奧塑料有限公司

江西省鷹潭市余江縣眼鏡產業園三期A地塊

負責人姓名

陳志光

聯絡人姓名

陳志光

電話號碼

0701-5369222

傳真號碼
網址

https://www.zhongaoplastic.com

電郵地址

133733111@qq.com

創建於2005年，註冊資金308萬，是一家專業從事眼鏡（醋酸纖維）原材料
生產銷售的企業。產品創新理念：從自然，生活，藝術中尋找靈感，自公司
開創以來，經過我們不懈努力，對品質的完美追求，優雅的風格和出色的搭
配效果，產品受到海內外的青睞，遠銷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
迪拜和韓國，日本等國。
公司現擁有一批強大的開發團隊，精幹的管理人員和高素質的技術骨干隊伍
，全現代化的配套設施和20000平方標準廠房。十多年的發展歷程，本公司始
終堅持創新，品質，服務，節約，敬業，感恩12字理念，本著追求，尊重，
共贏的宗旨，以人為本，以產品為中心的經營理念，立足於行業之內。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板

材 B20

中山德利塑膠擠壓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朗鎮關塘村東椏民營科技園東亨路富安工業園廠房

負責人姓名

Mr. Tony Tong

聯絡人姓名

Mr. Bruce Yang

電話號碼

+86 13924667027

傳真號碼

+86 760-85707513

網址

https://www.eleung.com.hk

電郵地址

yangqiang@taly-china.cn

中山德利塑膠擠壓有限公司於2002年成立，是一家是專門致力於醋酸纖維膠板
(Cellulose Acetate Sheets) 的研製、開發、生產及銷售的公司。
90年代，公司開始向中國尋求發展，在中國的香港成立了怡亮有限公司。2000
年，該公司被LA/ES收購，完成了公司從一間本地公司轉變到一個國際性集團
公司的跨越。現在，香港怡亮及中山德利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眼鏡行業時尚品牌
的主要供應商之一，公司產品遠銷海內外，在亞洲市場及歐美市場都佔有重要
的地位。 公司注重研發，秉承團結開拓的宗旨，技術團隊緊跟時代步伐不斷創
新，以提供及創造新的產品系列來滿足市場的需求與進步。 中山德利公司是一
傢俱備多元化生產技術, 以擠壓、層壓、數位列印、壓板、濕壓的生產技術, 全
自動化的方式生產醋酸纖維素板的源頭廠家。

板

材 B21 鷹潭恆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省鷹潭市余江區眼鏡產業園區第四期
負責人姓名

胡擁軍

聯絡人姓名

胡擁軍 李小微

電話號碼

18160706969, 13922535813

傳真號碼

0755-8973 3912

網址
電郵地址

huyongjun@hengfeng76.com, linda@hengfeng76.com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電

鍍 C22

深圳市方元千色科技開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坪地街道年豐社區和美工業區二期1楝4樓

負責人姓名

黨振莉

聯絡人姓名

王禹賀

電話號碼

0755-84081606

傳真號碼

電

網址

https://www.fyqssz.com

電郵地址

fyqs2008@126.com

鍍 C23

鷹潭市志成表面處理有限公司

江西省鷹潭市余江縣龍崗金屬表面處理中心一棟三樓

負責人姓名

梅曉雲

聯絡人姓名

梅曉雲

電話號碼

13320101333

傳真號碼
網址
電郵地址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機械及設備 D24

深圳市众創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橫崗街道保安社區窩肚工業區9棟

負責人姓名

張志剛

聯絡人姓名

張志剛

電話號碼

(852) 2389 2981

傳真號碼

(852) 3590 2333

網址

www.szzcl.net

電郵地址

chuangli_2008@126.com

www.CL-888.com

CNC數控設備生產、銷售、開發及眼鏡 CNC machinery equipment &
optical product

機械及設備 D25

佛山市埃科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樂平鎮日豐路12號

負責人姓名

劉旭通

聯絡人姓名

劉旭通

電話號碼

13714986114

傳真號碼
網址

www.aikerbot.com

電郵地址

13714986114@139.com

佛山市埃科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掌握眼鏡機械專業研發知識的人員創建的企業，公
司創立之初便以“讓眼睛生產變得更智能”為企業使命，提供注塑眼鏡智能生產系統、鏡框
鏡腳打磨拋光系統、智能噴塗系統等整體解決方案及全套眼鏡自動化設備。
公司結合國內外眼鏡生產工藝特點，首創研發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產品一鏡框注塑
自動放鉸鏈系統，在市場一經推出，便在行業掀起眼鏡注塑智能生產熱潮，而後根據不同鏡
框鏡腳生產工藝特點，不斷推出鏡框自動打磨拋光機、鏡腳自動打磨拋光機、在線脫片系統
、鏡腳自動放鉸鏈放尾針機、鏡框注塑取出打典一體機、自動插針系統、自動塗膠機、自動
點膠粘鑽石機、智能噴塗系統等一系列產品奠定了“埃科機器人”作為眼鏡智能製造創領品
牌的地位。
在多年的實踐摸索中，公司積累了大量眼鏡生產相關成功案例經驗及數據，針對眼鏡生產過
程中款式多、批量小、換型快等情況，已成功解決從前端注塑到中端打磨拋光再到末端噴塗
的自動化、智能化等鍵技術難題，並根據客戶實際生產需求，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為客戶
量身定制眼鏡智能生產整體解決方案，並提全套設備及技術支持，徹底結束了注塑鏡框鏡腳
等產品的傳統手工生產的歷史，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我們埃科人萬分熱愛著自己的企業，
本看“實幹興邦”的企業精神，加上強大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將不斷為您提供更多、更的
設備，我們願意為提升眼鏡行業自動化水平、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級公司而奮鬥終生
……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機械及設備 D41

深圳市豐達眼鏡刀具工具

深圳市龍崗區橫崗大康 沙荷路48-5

負責人姓名

劉建忠 Liu Jianzhong

聯絡人姓名

劉建忠 Liu Jianzhong

電話號碼

13828739980

傳真號碼
網址
電郵地址

檢

測 E26

fengda8888@126.com

啟邁檢驗(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羅湖區春風路3007號桂都大廈22層

負責人姓名

Dilla Chen

聯絡人姓名

Dilla Chen

電話號碼

4000098282

傳真號碼

0755-22239110

網址

www.qima.com www.qima.cn

電郵地址

customerservice@qima.com

啟邁QIMA是全球領先的質檢與合規服務提供者，與品牌、零售商及進口商合作，致力
於保障、管理和改進其全球供應鏈。啟邁QIMA運營網絡已覆蓋85個國家，集結行業領
先專家進行工廠實地產品檢驗、供應商審核、實驗室測試以及國際認證。數字管理平台
的運用，有效地保證了質量與合規數據的精準、透明和智能。
啟邁QIMA能協助您取得所需的測試、認證、風險評估報告、技術文件和符合性證書。
啟邁QIMA擁有領先的技術優勢，能為製造商提供海灣國家的技術法規、G-Mark總體要
求及申請流程等的專業指導，協助您符合中東國家的要求。
啟邁QIMA的供應鏈管理方案可提供包括社會責任審核，結構審核，環境審核，技術審
核，製造審核在內的供應鏈管理方案，確認生產和工廠情況是否已經滿足客戶期望，或
符合所有正確的質量管理標準，進而與客戶建立長期信賴的合作關係，確保供應商與買
家的業務關係真正實現雙贏。
在實驗室檢測服務方面，QIMA集團在美國、香港、上海、杭州、東莞等國家及地區擁
有十一所獲ISO 17025 認證的內部實驗室：專業技術工程師致力於滿足您對電子電器，
玩具、非耐用品、眼鏡、禮品和配飾的合規測試需求。 實驗室作為獨立法人機構通過了
HOKLAS ISO 17025，ANAB ISO 17025和CNAS ISO 17025實驗室能力認可。安全測
試遵照國際、國家和地區標準：ISO、EN、ASTM、ANSI、CPSIA、FDA、AS/NZ、
GB、REACH、RoHS。同時與獲得權威認證的實驗室合作構建全球網絡，無地域限制
為您提供物理和化學測試服務。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檢

測 E27

深圳市精科眼鏡檢測檢驗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園山街道大康社區小康路68號A棟401B棟401

負責人姓名

Savannah Chan

聯絡人姓名

Coco Jiang

電話號碼

0755-84264042 13430804560

傳真號碼
網址

www.pel-eyewear.com

電郵地址

info@pel-eyewear.com, savannah@pel-eyewear.com

我司深圳市精科眼鏡檢測檢驗服務有限公司(簡稱:PEL)是亞洲最全面的眼
鏡檢測和檢驗實驗室之一，擁有國內外標準資質能力，並獲得中國合格評定
國家認可委員會(CNAS)和中國計量認證(CMA)的認可。我們的使命是致力於
為客戶提供優質，科學和準確的檢測和檢驗服務，並加強全球眼鏡行業的產
品質量，提高全球眼鏡產業的安全意識。
我們的願景是成為亞洲最專業，最可靠的眼鏡檢測和檢驗服務提供商。
從全面的眼鏡產品檢測檢驗服務,企業社會責任及質量管理體系審核服務以及
產品合規諮詢等“一站式”服務提供，到從原材料至成品生產製造和質量管
理控中出現的技術問題的解決方案，我們擁有超過 20 年眼鏡檢測檢驗經歷的
優秀團隊，確保您的產品符合要求並保護您的品牌聲譽提升市場佔有率。

檢

測 E28
負責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萊茵技術監督服務(廣東)有限公司
TÜV Rheinland (Guangdong) Ltd.

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科學城科珠路199號H楝
Mark Song/Herman Huang/Mia Zhong
Mark Song/Herman Huang/Mia Zhong

電話號碼

Mark Song:
+86 186 8943 8853
Herman Huang: +86 130 4422 9722
Mia Zhong:
+86 20 2839 1600/18688451805

傳真號碼

+86 20 2839 1999

網址

https://www.tuv.com

電郵地址

Mark Song:
Mark.Song@tuv.com
Herman Huang: Herman.Huang@tuv.com;
Mia Zhong:
MiaHM.Zhong@tuv.com;

德國萊茵TÜV集團作為全球領先的檢測、檢驗、認證、培訓、諮詢服務提供商，
總部位於德國科隆，擁有近150年的經驗，全球員工數超過20,000。德國萊茵
TÜV大中華區員工超過4000人，共有五大事業群：工業服務與信息安全、交通
服務、產品服務、管理體系服務、萊茵學院與生命關懷。業務涉及商業活動和日
常生活的所有重要領域，不僅包括能源行業和消費品行業，還包括汽車行業、基
本材料和投資產品、環保技術、貿易、建築、食品工業、航空、鐵路技術、IT行
業、信息安全和數據保護、物流、銀行和金融服務提供商、農業、旅遊以及教育
和醫療行業。為當地企業提供符合安全、質量以及環保的一站式解決方案。
德國萊茵TÜV 眼鏡實驗室位於中國華南地區，擁有眾多國外進口設備和高技能
人才隊伍。我們可以提供太陽鏡、眼鏡架、老花鏡、游泳鏡、安全眼鏡等相關產
品的測試和認證服務。在認證方面，我們不僅能提供防疫產品的CE認證服務，
而且我們還能提供眼鏡產品符合中國市場的China Mark認證和國際市場的
Quality Mark 認證。目前,實驗室已獲得CNAS 認可。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鏡

鏡

片 F29

深圳藍光光學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橫崗鎮大康沙河路78號2號

負責人姓名

池威

聯絡人姓名

張智興

電話號碼

13825251042

傳真號碼

0701-5860987

網址

www.bluerayoptical.com

電郵地址

sd08@bluerayoptical.com

片 F30 深圳市信鑫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寶龍街道錦龍一路8號深長崗科技園A棟4樓

負責人姓名

黃海林

聯絡人姓名

和靜蘭

電話號碼

15919929226 ∕18608865576

傳真號碼
網址
電郵地址

xinxinoptical@126.com

信鑫光學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立於2012年，位於（深圳四大科技園之一
的）坪山寶龍科技園，佔地面積約7000平方米，專業從事光學產品，是集設
計、生產、銷售為一體的鏡片高新科技企業，目前公司的主要產品有尼龍偏
光鏡片、PC偏光鏡片、萬能鏡片、弱視鏡片、高清晰鏡片等，年產鏡片可達
500萬副。
公司現有標準的全自動化生產車間，率先通過了眼鏡行業的IOS9001國際質
量體系認證，以“有信鑫，更清晰”為宗旨，致力於技術的突破與創新，引
進了先進的生產工藝和設備，嚴格遵照國際標準生產，不斷地提高生產技藝
和創新能力，為客戶提供優良的產品和服務，並獲得廣大客戶的一致好評。
歡迎全球合作商前來洽談合作。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片 F31 深圳市晶联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龍城街道嶂背社區嶂背園湖科技園路9號

鏡

負責人姓名

肖澤渝

聯絡人姓名

肖澤渝

電話號碼

0755-89914593 13902955230

傳真號碼

0755-89914057

網址

www.cs-polarizedlens.com

電郵地址

xiao@cs-polarizedlens.com

深圳市晶聯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5年，主要產品為：TAC偏光鏡片，
PC偏光鏡片，尼龍偏光鏡片，TR18偏光鏡片，以及TR18，尼龍，PC，非偏
光鏡片等。
其中TR18,TR18偏光鏡片，TR18Renew,TR18偏光Renew鏡片正成為歐洲各
大品牌環保鏡片的主推產品，我們公司是他們合格供應商。
公司申請了ISCC, CE, FDA認證，通過ISO9001:20015,ISO14001:2015認證。
致力於開發全降解撐架鏡片，變色太陽鏡片，並得到歐洲品牌大廠的認可，並
通過驗廠。
配合大灣區AR眼鏡方案公司鏡片的開發取得一定的成績。歡迎大家的垂詢！

鏡

片 F32 東莞粵恆光學有限公司
廣東省東莞市謝崗鎮寶源工商中心

郵編 523591

負責人姓名

林振興 Ken Lam

聯絡人姓名

李兆明 Ming Lee

電話號碼

Ken Lam:(86)15019191997 / Ming Lee:(852) 3616 6773

傳真號碼

China:(86) 769-87761966 / Hong Kong:(852) 2614 2672

網址

www.yueheng.com.hk

電郵地址

ken Lam: klam@yueheng.com.hk
Ming Lee: mlee@yueheng.com.hk

粵恆是一家經營光學產品的企業，主要產品包括光學鏡片、太陽鏡片及偏光鏡
片，公司高度重視產品質量，其營運網絡遍布全球各主要城市。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鏡

片 F34 鷹潭昱鴻光學有限公司
江西省鷹潭市余江區中童鎮工業園區
負責人姓名

汪勇

聯絡人姓名

謝麗萍

電話號碼

13657016696

傳真號碼
網址
電郵地址

yingtangyuhong05@126.com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原料及塗料 G35

簡都拿塗料(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中心城龍城大道99號正中時代廣場 2711 A

負責人姓名

馬慶森

聯絡人姓名

陳依帆

電話號碼

(755) 8956 5674

(HK) 3443 2288

傳真號碼

(755) 8956 5884

(HK) 2331 9941

網址

www.kahin.com.hk

電郵地址

contact@kahin.com.hk

簡都拿一直為客戶提供穩定及高品質的塗料。在附著力、人工汗及酸性鹽霧
等測試上的超卓表現均受到業界的接受及信任。而為了配合不斷更新的限制
物質使用標準，簡都拿可根據客戶的需要而定制最合適的方案。
我們在行業中的專業知識使我們能夠無論在金屬或塑料眼鏡上，皆可為客戶
提供最好塗料選擇。而廣泛的產品包括高質量的面漆、底漆及單一層塗料，
配合多樣的質感及色彩，以滿足不同的技術及風格要求。
為應對被受關注的環境議題，我們開發了水性塗料的新系列。全新的水性塗
料，可以符合更嚴格的法規，同時亦可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原料及塗料 G37

深圳市鑫旺河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橫崗鎮

負責人姓名

劉華

聯絡人姓名

劉華

電話號碼

13714570056

傳真號碼
網址
電郵地址

13714570056＠163.com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原料及塗料 G38

深圳市興潤潼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龍城街道榮超新成大廈713室

負責人姓名

盧進生

聯絡人姓名

梁顯建

電話號碼

13560715184

傳真號碼

0755-8973 3912

網址
電郵地址

szxrtsales1@163.com

興潤潼化工獨家代理意大利專業眼鏡塗料品牌--卡 塗料 Vernici Caldart。
百份百原罐正規完稅進口。
適用於各類眼鏡架材料。
塑膠類 :
透明尼龍(TR90), 醋酸纖維素(CA), 丙酸纖維素(CP), 橡膠(TPU), 等
金屬類 :
白銅，不銹鋼，鈦，beta鈦，記憶金屬等。
通過歐盟REACH標準，RSL 限制物清單等環保要求。

原料及塗料 G39

銘機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沙田安麗街18號達利廣場7樓708室

負責人姓名

廖先生

聯絡人姓名

廖先生

電話號碼

131 92051336

傳真號碼

(852) 3184 8934

網址

bioacetate.com

電郵地址

info@wingram.hk

BioAcetate S70 是 Wingram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的產品。 Wingram
的總公司位於香港，在馬來西亞和中國設有工廠。 Wingram 的業務專注於提
供專業方案來解決地球日益普遍的環保問題。
本公司專注於可持續塑料的創新，並尋求通過生產環保塑料來實現這一目標。
Wingram 的其他重點領域包括生產聚乳酸 (PLA) 產品，例如 PLA 咖啡蓋
(https://eco-greatriver.com/)，或研究和開髮用於塑料的可生物降解添加劑。
此外，Wingram 在馬來西亞還設有回收工廠，幫助緩解塑料使用問題。我們
的 Bioacetate S70 的推出符合我們公司的主要目標和最終體現了我們對更綠
色環境的承諾。
Wingram 的 BioAcetate S70 可生物降解、生物基、可回收、可再生且不含有
害增塑劑的特點就是我們對綠色環保的承諾。
我們的產品已經過最嚴格的國際標準測試，例如 ISO14855 生物降解性標準。
我們還獲得了著名的第三方機構的認證，例如德國的 Fraunhofer 和美國的
Beta Analytic。

參展的供應商簡介
原料及塗料 G40

華寶軒(亮鏡)

深圳市龍崗區橫崗街道辦橫崗大廈

負責人姓名

張曉鵬

聯絡人姓名

張曉鵬

電話號碼

0755-28690088

傳真號碼

0755-28863001

網址
電郵地址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的眼鏡廠商會員名單
(852) 2563 2122
(852) 2343 5223

愛其特眼鏡製造有限公司

(852) 2565 5321

www.artsgroup.com

百事威發展有限公司

(852) 2422 3764

強域實業有限公司

(852) 2602 0408

(852) 2117 0941

general@morethaneyewear.com

www.bestwork.com.hk

customer-care@bestwork.com.hk

時尚工房有限公司
百榮眼鏡廠有限公司
昌榮眼鏡製造廠

(852) 2481 6021

cheongwingoptical@hotmail.com

www.chuenfung.com.hk

(852) 2427 0329
2418 7642

(852) 2480 4492

www.chukongoptical.com

(852) 2117 0941
9120 5064
(852) 2611 9359
(86) 769-2229 3903
(852) 2352 1633
(852) 2759 0288
2795 8896
(852) 2342 0826
(86) 1392 466 7027
(852) 2487 3368
(852) 2468 0387
(852) 2487 1860
(852) 2331 9368

info@brilivision.com.hk

泉豐眼鏡配件廠有限公司

(852) 2754 1357

(852) 2343 1338

general@kalla.com.cn

(852) 2558 6248

(852) 2751 6840

(852) 2741 6622
2741 7744

michelle@artsgroup.com

(852) 2422 3764

(852) 2897 2983
(852) 2428 4049

sales@acuityeyewear.com

雅視光學有限公司

(852) 2797 8418

(852) 2117 0941
(852) 2602 6669

www.acuityeyewear.com

hycheung@chuenfung.com.hk

珠江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emily@chukongoptical.com

聯邦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852) 2785 1905

www.commonwealth.com.hk

info@commonwealth.com.hk

高信眼鏡廠有限公司

(852) 2341 9388

www.concepteyewear.com

國峰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852) 3152 3589

www.xenotex-vision.com

belinda@countryhill.com.hk
xenotex@163.com

創新塑膠廠有限公司

(852) 2370 0235

www.creationplastic.com

怡高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852) 2327 1623

www.eagle-int.com.hk

義平有限公司

(852) 2759 2103
2755 6704

高雅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www.elegance-group.com

(852) 2477 5338

怡亮有限公司

www.eleung.com.hk

永興(亞洲)有限公司
www.everjoyasia.com

怡利制品有限公司

(852) 3152 3119

sales4u@elegance-group.com
yangqiang@taly-china.cn
everjoy@everjoyasia.com
info@everlight.com.hk

www.futis.com.tw

marti@futis.com.tw

www.gensun.com.cn

product@gensun.com.cn

全聖國際有限公司

(852) 2331 9903

info@easypower.com.hk

www.everlight.com.hk

非等式(香港)有限公司

(86) 592-6221887

creat1@netvigator.com
guandi_sales@163.com

jack_cheung@eagle-int.com.hk

www.easypower.com.hk

(852) 2341 6536

info@cem.com.hk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的眼鏡廠商會員名單
濠明有限公司

(852) 2574 3177
(86) 13008870040

(852) 2574 1276
(86) 13008870040

www.glorymix.hk

金利康工業有限公司

(852) 2389 5712

(852) 2341 6536

力生眼鏡製品廠有限公司

(852) 2411 0628

(852) 2411 0323

www.goldenstar.net

info@goldenstar.net

www.good-quality.com

info@good-quality.com

精雅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852) 2412 5330

(852) 2412 1060

亨達(遠東)有限公司

(852) 2307 5329

(852) 2307 5749

www.fw-haug.com

info@haug.com.hk

希路眼鏡有限公司

(852) 2436 3399

(852) 2433 7799

(852) 2311 4366, 2372 6202
(852) 2750 8688

wcwhui@yahoo.com

ICARE (HK) COMPANY LIMITED
(852) 2311 4766

(852) 2110 9391

www.icareoptic.com.hk

jackeline@icareoptic.com.hk

www.wonderfulspectacle.e-c-shop.com
www.hannestech.com

grandearth@biznetvigator.com
account@ion-eyeworkhk.com

利安光學(香港)有限公司
捷馬(中國)有限公司

(852) 2923 8499

(852) 2915 7746

www.mazzucchelli1849.it

(852) 3443 2288

(852) 2331 9941

www.kahin.com.hk

(852) 2547 3783

嘉軒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啟泰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852) 2858 2634
(852) 2687 3831

(852) 3955 2396

(852) 9659 0241

(852) 2330 2339
(852) 699 1707

www.ktoptical.com

恆發光學控股有限公司

(852) 2687 2382

(852) 2320 0182

sales@heyro.com

www.kelfred.com.hk

Koollook Vision

www.koollook.cn

文華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852) 2352 3510

美成集團有限公司

(852) 2954 0869

http://mazen.group

美創力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852) 2858 2634

www.btd.hk

美光眼鏡廠有限公司

info@jema.com.hk
contact@kahin.com.hk
kto@netvigator.com

customerservice@kelfred.com
matthew.lo@koollook.com.hk
info@mandarinoptical.com
info@mazen.com
hko@btd.hk, info@btd.hk

(852) 2723 8918

(852) 2723 8311

general@ms-optotech.com

(852) 2723 8918

(852) 2723 8311

general@ms-optotech.com

(852) 2994 6992
(852) 2371 3889
(852) 2796 6010
2753 0388

朝陽光學科技公司

奧比爾(香港)有限公司

(852) 2994 6122

www.obe.de

澳加光學有限公司

(852) 2371 0006
(852) 2796 4631
2753 0668

www.okia.com

來利工業有限公司

www.visotticacomotec.com

info@obe.com.hk
okia@okia.com
v.milani@visotticacomotec.hk
k.chan@visotticacomotec.hk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的眼鏡廠商會員名單
(852) 3185 8000
(852) 2682 2023
(852) 2492 4920
(852) 2414 3877

QIMA TESTING (HK) LIMITED

(852) 2117 1202

(852) 2763 4767
(852)2341 7698
(852) 2403 1038
(852) 3565 3176
(852) 2117 0941

wwww.rainbowbright.com.hk

威名眼鏡國際有限公司

(852) 2411 0565

davio.tsang@qima.com
sales@qima.com
info@rainbowbright.com.hk

www.raychuopt.com.mo

info@raychuopt.com.mo

世強眼鏡廠有限公司

(852) 2413 6170

www.seekiang.com

winston@seekiang. com

美雅眼鏡工業有限公司
(852) 2388 2029

wayne@sequoia-hk.com

耀和眼鏡製品有限公司

(852) 2676 3283

(852) 2420 1172

彩耀企業有限公司

(852) 2682 2063

(852) 2729 8981

(852) 2420 2180

www.qima.com

(852) 2669 2653

swoml@shinewoodoptical.com

銀威實業有限公司

(852) 2489 2593
(852) 2405 5197

www.silverways.com

實用眼鏡廠

www.standardoptical.com.hk

info@standardoptical.com.hk

新聯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852) 2763 6255

www.sunbond.com.hk

optix@sunbond.com.hk

新興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852) 2763 7617

www.sunhingoptical.com

光達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852) 2461 5126

www.sunshineoptical.com.hk

新達光學有限公司

(852) 3998 4718

mail@silverways.com

sunhing@sunhingoptical.com
esther@sunshineoptical.com.hk

www.sunta.com.hk

恆光眼鏡行有限公司

(852) 2422 3764

添輝眼鏡有限公司

sunta@sunta.com.hk
mayling@sunta.com.hk
general@swankoptical.com

(852) 2646 8838

(852) 8169 0223

www.timbright.com.hk

info@timbright.com.hk

(852) 2896 2197

(852) 2505 6909

www.tungfungintl.com

info@tungfungintl.com

(852) 2758 8285

東峰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聯興眼鏡光學有限公司

(852) 2758 3121

www.unitedcreationoptical.com

華興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852) 9260 1954

(852) 2526 8066

(852) 2364 8207
2334 1343

(852) 2765 7548
2362 3851

www.wahming.com

(852) 2345 5086

(852) 2343 6433

www.wingfung.com

(852) 2464 0856

www.vip.com.hk

華明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榮豐眼鏡國際有限公司

永強五金製品廠有限公司

(852) 2456 3444

www.wingkeung.com

evan@uco.com.hk
jess@uco.com.hk

benson_fung@hotmail.com
eyewear@wahming.com
infos@wingfung.com
kely.kong@wingkeung.com
chris.kong@wingkeung.com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的眼鏡廠商會員名單
(852) 2796 9122

永成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852) 2798 6121

(852) 2646 1666
(852) 2364 0221
(852) 3616 6771

enquiry@wingshingoptical.com

bioacetate.com

info@wingram.hk

顯明眼鏡業有限公司

(852) 2363 2839

www.winntics.com

woiwbc@netvigator.com

www.yueheng.com.hk

sales@yueheng.com.hk

YH OPT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
(852) 2614 2672

薩普精密金屬(香港)有限公司

(852) 2389 2862

www.zapp.com

mable.chan@zapp.com

眾創立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852) 3590 2333

(852) 2389 2981
(86) 0576 8733 9737
(852) 2797 9237

銘機實業有限公司

(852) 3184 8934

(852) 2389 3832
(852) 2389 2981

www.wingshingoptical.com

www.szzcl.net / www.CL-888.com

chuangli_2008@126.com

宏達眼鏡有限公司

(852) 3590 2333
(86) 0576 8733 9739
(852) 2343 5719

www.hongdaglasses.com

hongda@hongdaglasses.com

藝峯實業有限公司

www.elegante-arts.com

information@elegante-arts.com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的眼鏡廠商會 <聯繫會員>名單
朗琴眼鏡有限公司

(852) 5370 1399
(76）2996 9928

(852) 2543 2881

www.longeenoptical.com

(852) 6649 6732

(86) 755 8991 4057

(852) 6649 8383

(852) 2581 9739

ringo@longeenoptical.com
caiwu_1@longeenoptical.com

Hong Wan Eyewear Design & Manufacturing Ltd.

(852) 2442 3022
(86) 755 8317 1832

(852) 2889 7276
(852) 2777 8845
(852) 3126 9961

(86) 755 8317 1801

www.hong-wan-eyewear.com
achim.hw@hotmail.com

晶聯晶光學材料有限公司

www.cs-polarizedlens.com

金余塑膠板有限公司

www.jinyuplastic.com

卓億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852) 2889 7483

合發機械設備公司

(852) 3743 4669

www.hopfatoptica.com

香港柏克萊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852) 3126 9971

xiaozeyu123@126.com
jacky@jinyuplastic.com
info2@beoptical.com
optical@netvigator.com
louisa@wailuen.hk

Hong Kong Op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旺角花園街 11 號 2 樓

Tel 電話: (852) 2332 6505

E-mail 電郵: hkoma@biznetvigator.com

Fax 傳真: (852) 2770 5786

http://www.hkoptical.org.hk

HKOMA粵港眼鏡業界洽談交易會場地圖示
零件及配件 (16間)
A01 奧比爾(深圳)有限公司

機械及設備 (3間)

A02 VISOTTICA GROUP 來利眼鏡製品(東莞)有限公司

D24 深圳市眾創立科技有限公司

A03 深圳市日東精功眼鏡有限公司

D25 佛山市埃科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A05 深圳市弘星辰(星力華)眼鏡限公司

D41 深圳市豐達眼鏡刀具工具

A06 深圳市三傳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A07 深圳市富利華眼鏡有限公司

檢測 (3間)

A08 深圳市鎢泰科技有限公司

E26 啟邁檢驗(深圳)有限公司

A10 台州華強眼鏡有限公司

E27 深圳市精科眼鏡檢測檢驗服務有限公司

A11 浙江宏達眼鏡有限公司

E28 萊茵技術監督服務(廣東)有限公司

A12 江西中愛科技有限公司
A13 鷹潭余江區合成眼鏡有限公司

鏡片 (5間)

A14 鄭州机械研究所/深圳市华宇眼鏡配件有限公司

F29 深圳藍光光學有限公司

A15 鷹潭市玉武林五金製品有限公司

F30 深圳市信鑫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A36 匯智(深圳)精密技術有限公司

F31 深圳市晶聯星科技有限公司

A42 深圳市金艾科金屬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F32 東莞粵恆光學有限公司

A43 東莞市耕藝精密鑄造有限公司

F34 鷹潭昱鴻光學有限公司

板材 (6間)

原料及塗料 (5間)

B16 金余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G35 簡都拿塗料(深圳)有限公司

B17 深圳市集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G37 深圳市鑫旺河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B18 東莞市中洲眼鏡膠板有限公司

G38 深圳市興潤潼化工有限公司

B19 江西中奧塑料有限公司

G39 銘機實業有限公司

B20 中山德利塑膠擠壓有限公司

G40 華寶軒(亮鏡)

B21 恆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電鍍 (2間)
C22 深圳市方元千色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C23 鷹潭市志成表面處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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