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ease be informed that the 22nd Executive Committee (2021-2023) of Hong Kong Op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HKOMA) was successfully elected in it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n August 9th 2021. The new Executive Committee will be inaugurated on
November 8th 2021.
The list of the new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s as follows: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Tse Siu Ngan, Evan (Mr.)
Chan Lai Ha, Vanessa (Ms.)
Ng Yat Shan, Michelle (Ms.)

Committee Members (12 nos.)
Cho Yee Mui, Grace (Ms.)
Wong Ming Yin, Nathan (Mr.)
Yu Wan Kit, Douglas (Mr.)
Ching Wing Sing, Kevin (Mr.)
Cheung Kam Cheung, Danny (Mr.)
Kwan Wing Kit, Calvin (Mr.)

Ling Ching Han, Natalie (Ms.)
Chan Shun Hang. Kerry (Mr.)
Cheung Wah Hing. Max (Mr.)
Lai Sing Yum, Winston (Mr.)
Ma Hing Sum, Dicky (Mr.)
Kwok Kwan Yu, Kenny (Mr.)

Alternative Committee Members (2 nos.)
Lo Man Kin, Matthew (Mr.)
Cheng Tak Lung, Delon (Mr.)

Mr. Evan Tse, the Designate President of HKOMA with the new committee members will
strive to pursue the mission of the Association, as well as to achieve greater goals for the
Hong Kong optical industry.
逕此知照: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下屆 (第二十二屆) 執行委員會(2021-2023)全
體成員已於 2021 年 8 月 9 日商會特別周年會員大會上順利選出。新屆執委會將在
2021 年 11 月 8 日宣誓就職。成員名單如下:會長 謝小雁(先生),

副會長 陳麗霞(女士),

副會長 吳逸珊(女士)

委員( 12 位)
曹綺梅(女士), 凌靜嫻(女士), 黃銘賢(先生), 陳汛恆(先生),
余昀杰(先生), 張華慶(先生), 程永成(先生), 賴成蔭(先生),
張錦章(先生), 馬慶森(先生), 關永傑(先生), 郭君宇(先生).
增選委員( 2 位 )
魯文建(先生), 鄭德龍(先生).
商會新屆候任會長謝小雁先生及一眾執行委員會當選成員將致力執行商會的使命，
為香港眼鏡製造業的進一步發展努力。



聯絡“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電話: (852) 23326505，傳真: (852)2770 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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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
特別會員大會(2021 年 8 月 9 日)
☆會長 曹綺梅 周年報告
自去年初新冠肺炎大流行疫情爆發, 持續至今, 國際
商貿往來未能回復常態, 市場仍受陰霾困擾, 但現時
經營環境在疫苗氣泡措施下較為明朗.
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 新一屆(第 22 屆)執委會選
舉 原訂於去年 8 月舉行, 當時本港適值新冠肺炎第二
波爆發, 在限聚措施和防疫安全影響下, 本屆會員大
會改於去年 10 月 12 日網上舉行, 並在大會中通過新
一屆執委會選舉延期至今年 8 月. 本次特別會員大會
暨新屆執委會選舉在今天成功舉行共 41 位會員參與,
我非常高興和衷心感謝.
在去年初疫情爆發, 商會為了能具體了解行業所面對
的狀況, 當時即向會員發上調查問卷, 並將收集到的總結, 聯同香港製造業界向
香港特區政府反映情況和行業素求. 與此同時, 商會亦因應疫情大流行對環球經
貿市場所引起的變化, 向會員提供最新的相關訊息, 和提供有關香港特區政府援
助本地中小企的各項扶持基金資料. 為了協助會員選擇適合業務需要的資助和
申請安排, 商會在去年舉行了數次 [網上集思會], 邀請工貿署中小企支援中心
和 貿發局、生產力局等代表上線, 為會員解答相關問題.
而在今年 5 月商會亦接受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研究團隊 邀請, 就大流行爆
發對香港各行業的打擊, 再向會員發上近況調查問卷, 獲得回覆是對業務發展前
景屬正面, 總結由平穏至審慎樂觀. 大家整體意見均認為新冠疫情改變了全球經
貿模式, 現時消費轉向務實. 除了受疫情影響, 香港眼鏡工業亦備受中美爭議所
困擾, 在面對通漲大環境下, 原材料漲價, 生產成本上升, 人力資源緊張等問題,
令廠商的實際利潤嚴重受壓. 本業以上現況已向城大法律學院研究團隊反映. 而
香港眼鏡廠商如何維持企業盈利? 亦是我們當前需要探討的議題.
商會的會務工作以積極配合市場趨勢和會員需求, 致力拓展市場和提升技術, 加
強行業整體發展為綱要.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未爆發前, 執委會原訂下一系列市場
拓展的展覽活動, 於 2019 年在香港, 米蘭 MIDO, 巴黎 SILMO, 北京, 上海等眼
鏡展覽會等設立商會展位, 主旨推廣香港眼鏡工業, 拓展本業市場; 並於 2020 年
2 月在香港特區政府項目基金資助下, 在俄羅斯國際眼鏡展 設立達 100 平方米香
港眼鏡設計陳列館介紹會員自家設計的產品. 但去年疫情影響下, 各個國際眼鏡
展會都不能舉行, 商會惟有盡力與世界各眼鏡業的商會及專業雜誌保持聯繫, 摘
錄其等出版的與行業/市場/產品等相關資訊在商會面書(Facebook)發佈, 讓會員
同業分享.
商會與內地眼鏡業界，包括:深圳、廣州、厦門、江西、温州、重慶等行業商會一

直保持聯繫交流，是我們重點會務工作; 而商會和中國眼鏡協會更是緊密合作伙
伴，是歷年北京和上海眼鏡展覽會的支持單位。仍在新冠疫情隔離措施挑戰下，
中國眼鏡協會在今年 5 月初圓滿成功舉行上海眼鏡展，商會前副會長 陳麗霞現
任會務委員代表商會到賀, 参加了展會的開幕禮及貴賓交流會，並就中國眼鏡協
會與內地各地區同業正展開的一系列眼鏡工業各個範疇的產品及物料規格團體
標準草擬, 投入意見交流和跟進分享。
在提升行業技術範疇方面, 商會與香港生產力局一直緊密合作, 該局在多年來協
助商會成功申請了香港特區政府多個項目發展基金的資助. 去年至今在限聚措
施影響下, 該局與商會在生產法規、產品設計提升等方面舉行多項網絡的研討會,
工作坊和培訓課程. 其中在 2018 年 3 月開發, 至 2020 年中完成的 [推廣「Betterfit」眼鏡設計-建立亞洲人頭型數據庫計劃] 剛在上月 31 日獲得 香港工程師學會
的香港工業大獎 2021 (HKIE MIS Industry Award 2021) 頒發 創意獎(Innovation
Award) 的銅獎 (Bronze Award). 我很荣幸獲得 香港工程師學會 邀請代表商會
出席頒獎禮, 接受獎項。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頒獎禮大會上各項金獎得獎企業代
表的分享演講，包括: 珠寶品牌連鎖店和中醫药企業的在港建立再工業化系統的
成功案例，給我很大的啟發, 思考可否引用於眼鏡產業上發展? 香港生產力局
獲 香港特區政府 委以重任，為推動香港再工業化的襄助平台。我們廠商面向新
時代工貿模式的發展，應如何走向？ 希望該局儘快為大家提供更多的相關資訊
分享。
展望未來，在推動行業發展的工作, 商會需要引領業界關注: 緊貼市場需求, 優
化企業營運系統, 作出相應成本管理, 靈活配合下, 是面向新時代發展的基本,
亦是維持企業盈利的要素.
最後, 我要誠意感謝 商會執委會成員, 各位會員同業 和 商會各個合作機構的
支持. 本人自 2010 年被選任為商會會長, 至今年共當任了 8 年會長, 這段期間,
給予我累積寶貴的經驗. 希望能夠在日後商會的會務和行業發展的工作上與大
家繼續分享和努力. 謹祝大家健康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