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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荣

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会长

发刊词

当今的商业大环境，冒现了颠覆性创新、数码科技和共享经济等企业

模式，常令人眼花缭乱，也扰乱了传统生意人业务经营的阵脚。 

新的国际形势导致全球经济放缓，而中美贸易战对我国的冲击，更让18

万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增添许多变数。

面对纷扰多变的大局，商团如何响应政府的经济转型号召，逐步实践商

团转型，并凝聚同业力量，共同开创另一片蓝天，是已届九十高龄的我会所

面对的最大挑战。

为此，我们新一届董事会引进了数达三分之一的新人，并且毅然放弃使

用自置的旧会所，迁入中华总商会创设的商团中心运作，同时提升秘书处的

效率，准备为经济转型打好基础，为会员提供优质服务。

这本九十周年纪念特刊，因人力、物力和时间的局限，加上年久资料散

失，内容或有不尽人意之处，只希望能为我们走过的漫漫长路，留下雪泥鸿

爪，让大家在缅怀之余，也有所借鉴。

建材公会一路走来，几经风雨，有赖前辈打下良好根基，董事会同仁

齐心协力，广大会员热心支持，不离不弃，好不容易穿越九十春秋，继续

扮演政府和建材同业之间的桥梁角色，并提供同业互动交流、欢聚联系的

难得平台。

我们期盼接班的后进，推陈出新，悉心灌溉，让这棵九旬老树不断抽枝

萌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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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白驹过隙，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创立至今已九十年，我谨

向贵会表达最衷心的祝贺！

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成立于1929年，贵会先贤秉持百折不挠的进取

精神和韧性，与会员同行砥砺前行、互相扶持，在过程中提升了建筑行业

的操守及专业水平，促进了我国建筑业的蓬勃发展。

一个商会成立发展至今，近一个世纪之久，其间经历的风雨不言而

喻。在自身茁壮成长的同时，建筑材料商公会也见证了新加坡一步一脚印

的发展。贵会深知团结就是力量，将同行业的中小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并且扮演企业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进而促进建筑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

贡献。

数码时代变化日新月异，必然会对传统经济模式产生影响。我期望贵

会紧跟潮流脉动，带领会员成功转型，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站稳脚步。

适逢贵会庆祝成立九十周年，我谨此感谢贵会对国家经济所作出的贡

献，衷心祝愿贵会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贵会全体会员业务蒸蒸日上！

黄循财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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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闻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成立九十周年，我代表新加坡中华总商

会致以热烈的祝贺！

九十年来，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始终秉持互助互利的宗旨与开放

合作的精神，联络同业感情，互通商业信息，带领行业突破局限，为行业

争取权益，为同业建立广大商业联系，寻找商机，发扬“诚信、效忠、回

馈、创新”的华商精神，为新加坡建筑材料行业发展做出不少贡献。

作为总商会的商团会员，贵公会长期以来给予本会鼎立支持，积极参

与总商会的各项活动，为同行业者传达心声，推动同仁互利互惠、共享资

源。随着时代的发展，贵会不断配合新趋势，不仅进行多元化发展，为协

助会员加强竞争力，与时并进，求取创新，不断推进新的合作，发掘海内

外商机，而且积极举办慈善活动，为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展望未来，我相信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将会继续秉持服务会员、推

动企业持续发展以及回馈社会的宗旨，为企业、为社会带来福祉。

我祝愿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更上一层楼，攀越新高峰！

黄山忠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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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自1929年创立，历经风雨，今年将迎来九十

周年会庆，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表示

诚挚的祝贺。

中国与新加坡自1990年建交以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关心和引领下，双

边经贸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七十周年，也是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三十周年。

两国进一步走向成熟，共同发展潜力巨大，商机无限。 

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多年来积极维护会员企业利益，帮助本行业多

方开拓市场，不断促进与中国有关各方的交流与合作。相信贵会能够紧跟

时代步伐，焕发新的活力，继续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助力新中企业开展

务实合作，为新时期中新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祝愿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及各会员单位事业兴旺发达。          

洪小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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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宁宁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

献词

九十载春秋   兢兢业业 

立足新加坡   放眼全球 

引领建材业   造就卓越 

祝承前启后   再创佳绩

敬贺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成立九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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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to the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Association on your 90th anniversary. The 

association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29 

and it has played a meaningful role in raising the standards 

of the building industry and growth of Singapore.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for another ninety years and more.           

李文献医生

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会务顾问

D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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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has never stop building. With the progressive government housing 

and building policy, old buildings are demolished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ones, low rise buildings are replaced with taller ones to intensify land use and 

old building materials are replaced with new on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latest 

technology.  

Similarly，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Association (SBMSA), 

founded in 1929, has moved on with time, technology and progress of Singapore.  

SBMSA was first known as Singapore Timber Merchants’Association as timber 

was the main building material before the war.  Today,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building materials, SBMSA has modernised and continue to grow.   Over the years, 

SBMA has added value to members by promoting co-operation, networking and 

opportunities to grow overseas.  

SBMSA’s 9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coincides with Singapore’s Bicentennial 

commemoration. I will like to thank the hard work of SBMSA’s committee 

members by bringing this celebration together. I will also like to urge all members 

of SBMSA to come together, bond together and together we make Singapore 

better.

 

洪维能国会议员

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会务顾问

D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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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强勋爵

柬埔寨建筑商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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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gives me a great pleasure to congratulate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 

Suppliers’Association on its 90th Anniversary.

This is a memorable year for SBMSA as you reflect on your many past achievements 

and growth.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29, SBMSA has effectively adapted to 

the ever-changing needs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oday, it continues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and assistance to building sector of Singapore 

enterprise.

In the years ahead,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SBMSA will provide leadership in 

serving the local business community in building sector. We have learned much 

from your splendid example and we deeply cherish 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

May I wish the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 Suppliers’Association continued 

success in the years ahead.

I hope that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VABM and SBMSA will 

grow stronger in the future.

Dr. Thai Duy Sam 
越南建材总会（VABM）副主席

D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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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圣杰
马来西亚五金机械建材联合总商会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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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成立迄今已有九十年历史。值此

贵会举行九十周年庆典之际，本人谨以万分热忱代表新加坡五金

机械公会致以衷心祝贺。

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的历届理事们各司其职，不辞辛苦为会馆的服

务精神，深值学习。因为各位理事们尽心尽力的付出，贵会才得以在创会

九十年后有今日之成就。作为“六商团”的成员，贵会遵循团结一致互帮

互助的原则，积极推动行业发展，促进商团凝聚力，其能力有目共睹。

我国成立至今，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繁荣，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不

断涌现。而各项公私建设事业中，我国的建筑材料商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而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作为连接众多建筑材料商企业的商团，几

十年如一日的服务商家会员，促进行业发展，推动行业整体竞争力，在我

国建筑事业的飞速发展上功不可没。

九十周年是贵会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新的起点，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

祝贺贵会能承前启后，一往无前，大展宏图！

刘 谚
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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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成立九十周年庆典，并出版特刊，以作

纪念，深感欣慰。作为“六商团”成员，承蒙邀请撰写献词，倍

感荣幸。 

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在历届理事精诚团结齐心协力的共同努力下，

会务工作蒸蒸日上，已成为我国经济领域中颇具影响力的重要团体。在面

临国际与我国社会环境因迅速变迁而变幻莫测，贵会及时作出调整改变经

营策略以保障会员的商业利益，与时俱进之改革创新精神，值得各界商团

学习。

1967年大势所趋，我国五金、卫生、索络、船具、建材等同业组成

“六商团”，至今已52年，我们互相配合同心协力，为争取共同利益而

努力。此互惠互利之合作精神，相信在未来风云变幻的经济环境下会大

有裨益。

际此贵会九十周年盛典，我谨代表新加坡船舶物资商会全体理事与会

员向贵会致以热烈的祝贺，恭贺贵会会务蒸蒸日上，会员生意兴隆。

卓伟强
新加坡船舶物资商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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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举办成立九十周年纪念庆典，我谨

代表新加坡五金工具公会致以诚挚的祝贺。

贵会在成立至今的九十年里，伴随新加坡共同成长。从最初经济萧条

时局动荡下的枋廊小组织，到今天繁荣新世纪下的建筑材料商公会，其间

辛苦，不言而喻。也幸得贵会前辈的无私奉献、矢志不渝和百折不挠的毅

力，让公会在历届理事会秉持精神传承中永保活力。

自1967年“六商团”组织成立至今，贵会一直都发挥互助友爱精神，

促进商团凝聚力，共同为回馈社会做贡献。如今时代飞速发展，未来充满

变数，希望“六商团”能一如既往的同心协力，携手合作，共同迎接机遇

与挑战。

我谨代表敝会理事会与全体会员再次向贵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恭祝

贵会大展宏图，再攀高峰！

洪奕冠
新加坡五金工具公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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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逝，转眼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成立已经九十周年，我谨代

表新加坡卫浴材料出入口商会向贵会表达最衷心的祝贺。

贵会成立以来，秉持团结理事促进行业发展的理念，发挥自身优势，

尽力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合作与发展。现代社会发展迅速，万象更新，贵会

却能求新求变与日并进，理事会及商家会员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

挑战，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和方向，拓展多元化区域市场，力争分享亚太新

经济体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机遇。

贵会与我会同为“六商团”成员，平时加强交流，互相友爱，携手合

作，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环境下，精诚团结，共同合作，互相促进发展。

贵会值此成立九十周年之际，举办庆典，出版纪念特刊。在此祝愿新

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长风万里，大业千秋，会务昌盛，再创辉煌。

蔡木桂
新加坡卫浴材料出入口商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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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成立九十周年，我谨代表新加坡索络五

金漆料公局致以诚挚的祝贺！

贵会在上世纪成立以来，脚踏实地坚定不移致力于推动建材行业发

展，矢志不渝的恒心与百折不挠的坚定精神有目共睹。科技创新如日中

天，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各行各业竞争剧烈。愿贵会抓紧商机，积极

创新配合时代发展，与时并进。

1967年，本公局与贵会联合五金机械公会、船舶物资商会、卫浴材

料出入口商会、五金工具公会，集体呈函中华总商会向当局请求修改“入

口固打”，并获政府应允取消，于是“六商团”顺势成立。举凡索络、五

金、漆料、建筑、船务、卫浴材料、五金工具等，“六商团”间便互相配

合，彼此照应。每年轮值召开的两次会议，更是加强商团之间凝聚力，报

告各自商业行情，从而共同商讨商业局势，分析行业发展趋势。

希望未来“六商团”成员之间秉持精诚团结，彼此协助的传统精神，

共同进步。祝愿贵会同业先进生意兴隆，会务蒸蒸日上，前途无量。

黄选民
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局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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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成立九十周年，我谨代表新加坡建筑专

业联盟向贵会致以诚挚的祝贺！

贵会在建筑材料领域里，已踏入第九十个年头，也快要一个世纪了。

随着适时应变，贵会秉持着行业发展的理念和与时并进的一步一脚印地走

到现今尖端及繁华绿色化的廿一世纪，足以显示了贵会历届理事的高瞻远

瞩、精诚团结，才有今天坚固和扎实的组织。

新加坡建筑专业联盟Specialists Trade Alliance of Singapore，(STAS)一共

有11个商团组织会员。在建筑专业联盟里，贵会是陪伴着新加坡从小渔村

发展到今日繁华都会的一个最年长且阅历无数的成员。新加坡在2000年面

对着世界千年虫和全国建筑业经济衰退、收不到应得的债务压力的时候，

贵会和几个商团携手合作并组织了新加坡建筑专业联盟，大家和政府部门

多次讨论并改善公平合约的付款条例，终于在2005年4月1日开始实施了建

筑行业的付款保障法令Security of Payment，这法令是让各方面都有权力为

所完成的工作收取进度款额以解决付款纠纷，也提供大家在市场上有更好

的运作和更好的保障。继而在时代变迁和建筑行业转型计划下，我们还在

继续和有关当局讨论修正案内容涵盖付款和索赔的处理，以及强化裁决程

序和条规。

最后，我谨代表敝会理事会与全体会员向贵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恭

祝贵会会务昌盛，再创辉煌的成就。

洪茂庆
新加坡建筑专业联盟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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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Association (SBMSA) celebrate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as it marks its 90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Established in 1929, the SBMSA has come a long way in contributing to 

Singapore’s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one of the key pillars of our 

society. For close to a century, the SBMSA has without a doubt played a major 

role in ensuring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among members, and as a result, a 

flourishing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scene.

Originally known as Singapore Timber Merchant’s Association, as timber was the 

key building material then, the association only took on its present name in 1965, 

to reflect an array of building materials used as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scene 

grew at home.

As we mark this joyous occasion,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SBMSA’s rich 

history is not without setbacks. Despite enjoying a healthy growth in its early years, 

the association was forced to halt all activiti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nly after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1945, did activities for the 

SBMSA gradually pick up in tandem with Singapore’s economic landscape. 

And in 1978, thanks to strategic leadership and competent alliances, the SBMSA 

made a groundbreaking move to venture beyond the local shore and build 

陈锦龙博士 
新加坡装修同业商联会会长

D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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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vity with foreign counterparts, leading to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merchants. In particular, the SBMSA is privileged to enjoy close ties with countries 

like China.

In honour of the SBMSA’s 90th anniversary, a commemorative book is launched to 

look back at the association’s rich history. Chronicling 90 years of the SBMSA’s 

journey, this book highlights facets of evolution, giving readers an immersive 

overview of the association’s many developments and achievements. Apart from 

denoting past events, this book also offers a glimpse of  the association’s future 

direction.

SBMSA’s journey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if not for existing and pioneering 

leaders who possess great foresight, as well as members and alliances that have 

lent tremendous support over the years. 

As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I am proud to witness SBMSA’s success. Moving 

forward, the association has plans to forge deeper partnerships and alliances both 

at home and overseas, and is positioned to grow in breadth and depth under astute 

leadership within the association, and Singapore’s favourable economic structure.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SBMSA 

on its 90th anniversary.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d cooperation and growth, and 

wish the SBMSA the very best in the years and decades ahead.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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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成立于1929

年 ， 是 几 位 前 辈 为 联 络 同 业 感

情，互通商业信息，而自发组织成立。

因当时会员所经营的建筑材料多以木材为

主，故最初取名为枋商公会。成立之初，

办事处设立于福春林枋廊，会员平时常在

办事处品茶、商讨市井行情等，每逢喜庆

佳节便会欢聚一堂联络感情。据前辈口口

相传得知，当时屈指可数的几间会员商会

为：福春林、振荣兴、集茂兴、再庆兴、

江联和、森林和福长源等。

我会成立后因会务蒸蒸日上，位于福

春林枋廊的一隅之地不敷应用，会员商议

后于1941年租下小坡二马路维多利亚街241

号C作为新会所。孙炳炎先生经同业一致

推举担任本会第一任会长。在他领导下，

我会着手修订章程，并推展业务。正当会

务欣欣向荣之际，日军南侵的脚步如噩梦

般袭来，顿时烽火四起，民不聊生，我会

被迫暂停一切会务活动。

 

重振旗鼓迎机遇

1945年日军投降，新加坡光复，各行

业百废待兴。我会在孙会长组织下重新召

集会员，将森林公司作为临时会所，积极

开展会务活动，抓紧战后经济复苏对建筑

材料需求量激增的商机，我会大力招募会

员商号。因时代发展，建筑材料种类日新

月异和多元化，我会同业经营的材料不再

局限于木材，而是扩大到铁条、水泥、磨

石磁砖、浴室设备、隔音板材等。为配合

新趋势，1965年经会员大会一致通过，我

会名称从枋商公会改为新加坡建筑材料商

公会。同年我会筹款购买了惹兰勿刹路409

号C的单位作为会所。

1967年，我会联合五金机械公会、船

舶物资商会、五金工具公会、卫浴材料出

入口商会以及索络五金漆料公局，集体呈

函中华总商会，向当局请求修改“入口固

打”结果成功获准。当年，这六个商团顺

会史
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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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组成‘六商团’；至今‘六商团’每年

推选轮值主席，举办至少两次座谈会，互

通信息，交换心得，延续超越半世纪，从

未间断。

战后重建热潮中的新加坡，高楼大厦

如雨后春笋般冒起，因大兴土木，很快本

地出现水泥资源短缺现象。我会在孙会长

的领导下，向政府争取水泥入口，分配给

会员商号，供其转售，获得当局批准，水

泥短缺窘境才迎刃而解。

朝气蓬勃促发展

1976年至1988年期间，我会在两位会

长童子坚与沈宝和的积极招募下，会员人

数增加至129名。会务蒸蒸日上之际，我

会不忘回馈社会，投身公益事业。不论是

捐献国防基金、捐助中央肃毒局活动、赞

助“温暖人间”演出，为工业意外救济基

金筹款，或是中华总商会发

起“陈嘉庚奖助学金”筹款

活动，都能看到我会积极参

与的身影。

1979年，我会举办了

五十周年庆典，并出版金禧

纪念刊。同年应邀参加南洋

商报举办的座谈会，就同业

面临的相关问题交流意见。

1982年，我会首次主

办“会员职工新春联欢会”，

获得热烈响应。随后，因当

局宣布职工修正法令，我会

需从目前的“职工会”组织移交社团注册

官管辖，沈宝和会长及全体会员历经三年

努力，1984年的会员大会正式宣布解散旧

公会，并将资金移交给新公会，重新注册

工作至此大功告成。

1985年我会成功举办五十五周年庆

典，并出版纪念刊。当时，因政府大量兴

建组屋而出现细沙供应短缺的问题，迫在

眉睫时刻，我会公开发表声明，提出建

议，备受当局重视。与此同时，我会积极

与另五个商团，携手筹组六商团会所，发

扬团结精神。

为突破新加坡市场狭小的局限、跨入

国际市场，我会首次组织贸易考察团参加意

大利磁砖与云石展览会，并与该国厂家交换

意见，此行也解决了许多关于意大利进口磁

砖的船期和品质管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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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会接待来访的中国福建省

华闽有限公司，双方进行了友好交流。1985

年4月，我会组织业务考察团，首次访问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拜会北京的五矿总公

司，参观天津和上海的云石加工厂，为同

业争取更广的商业联系和贸易机会。

百尺竿头进一步

1988年11月，毅然离开报界、弃笔从

商的黄世荣出任我会会长后，率领考察团

访问菲律宾，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袂出

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亚细安）工商研

讨会。在任期间，他也先后带领我会访问

马来西亚 、越南、泰国、朝鲜、意大利和

西班牙等地。

1989年，为庆祝创会六十年，出版

第三本纪念特刊，并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

举办盛大庆祝晚宴，主宾为当年国家发展

部长兼我会顾问李文献医生。已故总商会

会长林荫华以及多位海内外嘉宾和商界翘

楚，都是座上嘉宾。

1992年，我会以15万元脱售惹兰勿杀

旧会所，并在全体董事及会员努力和支持

下，筹足32万元，购置现有跑马埔二层会

所，为会务发展提供更佳平台。

在推动与本地相关行业的交流合作

上，我会于2005年联合六商团与其他建筑

同业，推动“保障付款”法令的制定与实

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小型建筑材料

商的合法权益和资金的流动。2006年，我

会发起并加入拥有11个同业商会的建筑专

业联盟，将联盟作为平台，加强了与建设

局和人力局等机构的沟通与联系，从而了

解建筑材料相关的条规和资讯。2007年，

我会担任六商团轮值主席，联合六商团举

办慈善高尔夫球赛，为惹兰勿刹社区教育

基金成功筹集了15万元。

为寻找更多商机、响应政府鼓励中

小企业转型及跨出国门、面向东盟市场的

号召，我会于2015年，与中国东盟商务理

事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应许宁宁执行理事

长邀请，先后访问中国南通、佛山、贵阳

和嘉兴等地，参与东盟10国代表及当地

同业的交流、寻找商机，并建立广泛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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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2016年，中国东盟建筑行业合作委员

会在南通市成立，黄世荣会长代表公会，

受委为委员。

在公会内部建设方面，我会于2017年

修改章程，设立“准会员”制度，鼓励更

多相关企业加入公会。为联络会员感情与

互通行业信息，主办新年团拜、定期聚餐

以及和兄弟团体，包括中华总商会、六商

团、建筑联盟和装修同业商联会主办讲座

和交流活动。这些活动，都获得会员的积

极参与。

2018年初，经过全体董事多次探讨，

我会决定出租现有产业，将会所搬迁至裕

廊镇的商团中心，同时，加入总商会设立

的共用秘书处，期望通过加强与中华总商

会以及其他30个商会的交流和联系，以共

享资源、互相扶持。这项重大决定，也在

配合政府呼吁商团“转型”的政策，尝试

在新一届多名年轻董事的推动下，让会务

获得更蓬勃和长远的发展。

回首过去，创会至今的历届会长和

董事都为我会作出无私奉献，特此向孙炳

炎、沈孔、林玉铨、童子坚、林玉峰、沈

宝和、王 忠及担任会长一职达25年的现

任会长黄世荣、代表公会担任中华总商会

董事多年的陈笃汉名誉会长以及数十年不

离不弃，一直支持公会的现任名誉会长许

书朕及邱传庆、多位名誉董事、董事、还

有广大的会员们，致以崇高敬意。

2019年，适逢我会创立九十周年，全

体董事同心协力筹备九十周年庆典；5月10

日在胡姬乡村俱乐部主办百余人的高尔夫

球赛及宴会，为庆典揭开序幕；11月1日在

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500人晚宴，邀请海内

外嘉宾和商界领袖参与其盛，我国国家发

展部长黄循财受邀担任晚宴主宾。此外，

我会也出版一本九十周年纪念刊，刊登专

文介绍我国未来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也收

录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六商团的会史，以及

这段漫漫长路上留下的脚印足迹。在缅怀

之余，亦留作后继者借鉴，并期待新人更

大的超越和突破，让这棵百年老树继续抽

枝萌芽，开花结果。

我会新会所设于裕廊镇的商团中心

新会所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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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史
六商团——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

本会成立于1935年10月，迄今已有八

十四年历史，拥有商号会员300家。

本会原名“五金公会”（Ngo Kim 

Kong Hoey），是由经营“五金旧货”及

“五金杂料”的商号会员组成。1935年，

在五金业前辈柯进来，张三品，柯贤树，

蔡烈柳，张棋楠，柯秋水，柯大初，林义

仁等人的发起倡议下，组织成立了“五金

公会”，会所设于山仔顶十四号，首届会

长柯进来，副会长张三品，组成了为数十

五人的董事会。1937年，公会募捐筹款，

购置安祥禧律69号店屋作为会所。1941年

至1945年间，新加坡沦陷，会所被日军占

据，会务被迫停止，档案失散殆尽。战后

至1952年期间，由当时会长黄沧水，柯隆

美，柯贤树及柯秋水等领导人再次募捐，

并建筑位于现址的三层楼会所，并于1975

年，申请改名为“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

为鼓励会员及雇员之子女勤勉向学，

于1979年设立大专奖学金，并于1982年增

设了大专助学金，以资助会员之雇员子女

继续深造。

长期以来公会秉持“联络会员感情，

交流知识，及促进互助精神”的宗旨，积

极举办各种有益丰富多彩的活动，以促进

会员之间的感情，加强公会的凝聚力，如

每年的大年初一举办新春团拜会，自1994

年起举办常年高尔夫球赛，配合时势需

求，举办各类研讨会、座谈会、讲座等，

就有关行业走势，经济动态，民生课题和

政府相关政策进行研究、分析、探讨和反

馈，充当政府与企业界的桥梁，公会于

2001年设立自己的网址www.smma.org.sg，

详细介绍公会和会员们的资料，面向全球

商家。

公会致力于协助会员们向区域化和

国际化拓展多元化业务，积极加强同国内

外兄弟商团的联系，六十年代与国内兄弟

行业商团成立“六商团”联盟，于2007

年与高雄市五金商业同业公会缔结姐妹

会，2007年与台北五金商业同业公会缔结

兄弟会，2013年与高雄市国际钢铁经营协

会结盟姐妹会，同时也与中国、菲律宾、

泰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组织成立

亚太五金商会联合会，经常组团进行海外

考察交流，所有这些，皆为会员们创建了

一个广阔的海内外交流平台。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我会八十年

来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教育及慈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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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致力于弘扬华族优良传统文化，赈灾

济困，不落人后，关心社区，勇为人先，

诸如1953年捐助南洋大学一万元，1968年

捐献国防基金七万余元，1977年以来捐献

肃毒协会逾二十万元，2008年筹款十七余

万元予中国四川地震，与六商团联合筹款

十五万元予惹兰勿刹乐龄中心，2009年筹

款四万多元予台湾风灾灾民，以及2014

年 捐 献 三 万 元 予 惹 兰 勿 刹 乐 龄 中 心 等

等，另捐献学校，医院及联络所等教育

福利慈善机构之款项为数不少，诸多善

举，不胜枚举。

团结同业，与时并进，关心社会，面

向国际，是本会一如既往的目标。

第四十四届（2018-2019年度）董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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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史
六商团——新加坡船舶物资商会

“新加坡船舶物资商会”的前身

为“星洲索络船具同业会”，

创立于1947年，迄今已有七十二年的历

史。其时，新加坡为英殖民地，主要商品

的国际贸易，包括船舶用品的进出口，均

由外国大洋行垄断和操纵。

由九个同业发起组织

为了长远解决货源和成本的问题，当

时便有九个索络同行决定集中力量，集体

向印度采购所需的绳索，遂在1947年发起

组织“星洲索络船具同业会”，会所暂设

于美芝路322号旧崇正学校。一年后，又迁

移到美芝路邮政局。

发起组织“星洲索络船具同业会”的

九个索络商号为：源新、泉明发、致知、

泉协成、瑞发、源源、金德隆、义兴、协

和。同业会的首任主席是源新号的庄源新

先生。成立初期，会员仅有30多名，目前

则增加到一百五十多名。

同业会的主要使命是为会员争取各方

面的利益与福利，例如向政府请命，反映

会员面对的问题和意愿等；其中包括在市

区重建计划下，因店铺受征用，获得建屋

发展局和裕廊镇管理局的特别优惠租金，

让会员得以继续营业而不致于影响生计。

总而言之，为同业争取最大的利益，协助

会员突破困境，加强同业之间的合作与联

系是当年同业会的宗旨。

业务多元化与专业化

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随着新加坡

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市场的殷切需求，

会员的业务范畴也趋向多元化与专业化。

除了传统的索络与船具用品外，许多会员

已扩大生意网络，服务对象包括船务运输

业、造船与修船业、建筑业、炼油业、探

油业等等；也从事国际贸易与产业投资。

为了开拓市场与寻求新的投资机会，

公会自1993年起，每隔两年便组织商业

投资考察团，先后访问了越南、南韩、缅

甸、中国厦门、大连、青岛等。这些考察

团均获得预期的成功，扩大了会员们与海

外同业的贸易联系。

成立六商团加强力量

1967年，为加强力量，谋求同业间

的权益与福利，及联络彼此间感情，同

业会与”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新

加坡五金工具公会”、“新加坡五金机械公

会”、“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局”和“新

加坡卫浴材料出入口商会”联合成立“六

商团”。近十几年，六商团每年定期举办

两次座谈会，旨在讨论我国的经济现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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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的营业环境等。会议由六商团的轮值

会长主持。每次会议，公会均派多位执委

代表出席。

在六商团活动中，公会素来不落人

后，除出席六商团座谈会之外，也积极参

加其他活动，例如1990年与其他五商团联

办 淡岛考察团，及出席五商团的各种纪

念庆典等。

1997年，星洲索络船具同业会庆祝成

立五十周年金禧纪念。除了假海皇餐厅歌

剧院举行盛大晚宴，也举办高尔夫球锦标

赛、出版纪念特刊，并同时易名为”新加

坡索络船具商会”。2007年5月庆祝六十周

年庆典前夕，鉴于“船舶物资”较之“索

络船具”更能贴切反映从事的行业，乃再

次易名为“新加坡船舶物资商会”。

购置会所展开新活动

过去，新加坡船舶物资商会并无属于

自己的永久会所。在第39届正副会长林光

景先生PBM和侯长远先生PBM的登高一呼

下，新加坡船舶物资商会在1999年积极展

开筹建会所基金活动，并获得全体理事和

会员的热烈支持，筹得所需的四十七万购

置芽笼15巷20号A为永久会所。翌年8月1

日，新会所正式启用。

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商会加强

组织，引进新血，活动更呈现出一种多元

和频繁的发展趋势。文化方面，商会先后

在1994年和1995年主办了中国著名画家沈

子丞和贺友直画展；也在2001年与新加坡

影艺研究会联合主办理事张美寅”中国九

寨沟风景展”。这些文化艺术活动，都深

获社会人士好评。

商会素来重视体育活动，每年都举办

常年高尔夫球锦标赛。其后，更改为年中

交流赛和年尾锦标赛，甚至举办国外高尔

夫球之旅。这些地方有：泰国、中国海南

岛、厦门、珠海、东莞、深圳、昆明等。

此外，也常派队参加中华总商会、

木材厂商总会及其他商团的高尔夫球友谊

赛，增进商团之间的联系。

商会抱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

宗旨，素来对公益事业不遗余力，例如捐

献晚晴园基金、蒙巴登教育基金、金文泰

教育中心、佛满堂基金、SARS英勇基金、

印尼大海啸赈灾等，为教育和公益慈善事

业略尽绵力！

为提升同业们的专业知识与科技水

准，商会也多次与中华总商会、关税局及

港务局联办研讨会与座谈会，例如：消费

税研讨会、企业电脑化研讨会、电子商业

座谈会等。此外，商会也鼓励会员参加上

述团体所主办的进修课程。

自2009年3月起，商会每月资助鼓励

会员三次到后港、明地迷亚与加基武吉区

分发粮食给该区接受福利援助的老人，并

设自助餐招待这些老人。

其他活动，例如新春团拜、会庆纪念

晚宴、会员大会、卡拉OK交流会，海上欢

乐游等等，出席的会员也极其踊跃。

协助新加坡打造品牌

为加强会员间的联系，商会出版会员

名册，每两年更换一次。2000年更制作了

会员名录光碟，对外介绍会员业务，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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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开拓国际市场。此外，也代理国际海

事采购商品名册与磁碟（IMPA MARINE 

STORE GUIDE），方便会员按图索骥，采

购所需的海事商品。

新加坡船舶物资商会自从新一代年轻

领导层由张美昌BBM接任会长以来，积极

招收会员，曾经一度一次过招收二十多位

会员，使会员总数在那年增加至一百二十

多位。2012年林铭铭出任会长，2016年则

由卓伟强接任。 

1995年，商会曾经首次组团前往缅甸

（当时缅甸尚未开放），与当地的企业

家交流。商会有计划将来再组织商业考

察团前往拜访，主要集中在亚细安各国

的交流。

新加坡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转运枢纽，

目前约有两百家船务公司在我国运作，将

新加坡与世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六百多个港口衔接起来。新加坡海事服务

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领先的地位，世界上

有一半以上的新钻油台和船只改造工程由

我国的海事服务业所承办。新加坡船舶物

资商会将秉承宗旨，发扬承先启后、继往

开来的精神，协助新加坡打造品牌，为国

家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第四十九届（2018-2019年度）执行委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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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史
六商团——新加坡五金工具公会

简介

我会成立于1966年2月24日，迄今已

五十三年，也是辉煌的千禧年。这有赖于

先贤前辈与后进，披荆斩棘，不计艰辛，

共同打造一个团结同行，共荣共生和服务

国家和社会的商业团体。

草创时期

本行同业先贤有鉴于同业没组织如散

沙，于是聚集一批热人士，筹组“新加坡

铜铁行公会”，会所地址设在维多利亚街

434号二楼。这期间向当局争取勿拆淡水河

摊位，获得首肯暂时保留。

1967促进六商团成立

1967年联合：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

建筑材料商公会、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

会、船舶物资商会、卫浴材料出入口商

会。集体呈函中华总商会向当局请求修改

钉类等“入口固打”，并获得政府应允取

消。大家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于是遂成

立“六商团”。规定每年由各公会担任轮

值主席一年，每年至少召开两次联系交流

会议，至今已有五十年历史，深得中华总

商会和其他社团的器重。六商团间凝聚力

强，彼此合作愉快。这是各商团前辈留给

我们宝贵的资产，我们要珍惜并发扬光

大。当时中华总商会，保留一商团董事席

位给我会，不用票选直接成为理事会成员

之一。

1985自我更新，与时并进

1985年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讯

速，商业来往从区域走向国际，我们要求

变求新紧跟世界发展脉搏，与世界经济接

轨。鉴于“铜铁行”公会名称，已令人

模糊不清，海外人士以为我们做“烂铜

臭铁”的生意，遂决定改为“新加坡五

金工具公会”，英文为Singapore Hardware 

and Tools Association，一目了然贴切行业主

题。另要维持公会的持续发展，我们也吸

收了—批年轻人加入领导层，组成老中青

结合的理事会。现在我们每年都能举办规

模不小的周年纪念，以联络会友，加强凝

聚力，反应热烈。同时为回馈社会，我们

也为广惠肇留医院，筹集建筑基金。同时

也办保险与理财讲座，获得热烈响应。

1988购买芽笼新会所   

1988年，由于座落于加冷路的会所

被政府征用作为地铁工程用途，先贤前辈

们，高瞻远瞩，毅然募捐以十八万元买下

芽笼16巷两层排屋，属永久地契，一劳永

逸奠下会所自置产业根基，让后辈无后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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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忧发展会务。这期间举办太极拳活动。

搬迁会所

由于旧会所在芽笼16巷，一者停车

困难：二者环境复杂，处于红灯区，对女

理事与会友都不方便。经过详细讨论磨

合后，遂决定搬迁，旧会所出租。很幸

运的搬到劳明达地铁站附近的HDB.办公

室，即现址：Blk 808, French Road #03-06 

Kitchener Complex, Singapore 200808。这里

交通与停车都很方便。会务进展也顺利。

2012年出售旧会所

由于旧会所年久失修，又怕有火患之

险，更受制于只能充做公会办公和住家用

途，范围很狭，遂在2012年后，产业市场

还好时，通过会员大会一致赞成，以二百

三十万元售出。现钱暂存银行生息以补公

会日常开支，正观察产业好时机，买回—

栋永久地契产业替代。

2016庆祝五十金禧年会庆 

我会2016年已屈五十年历史，为了

庆祝金禧年，出版纪念特刊，同时改换会

徽，以适应这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希

望全体会友与理事们通力合作。并同舟共

济，携手合作，再创辉煌。 

董事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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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史
六商团——新加坡卫浴材料出入口商会

新加坡卫浴材料出入口商会成立于

1968年，为非盈利的注册团体。

商会成立之时恰逢新加坡政府大力推动城

市重建与居者有其屋的大型计划，建筑业

蓬勃发展，卫浴材料商们面临巨大的商机

和更多的竞争。为此，本商会立志成为一

个举足轻重的行业领导团体以谋求共同的

利益。

目前，本商会代表着一个广泛的新加

坡贸易层级，包括贸易，开发，生产，零

售，代理与批发等各类商家。产品与服务

范围涉及水务，石油，煤气，建筑，环境

与卫生等多个领域。许多同行的大商家也

是本会的会员。

商会前景

积极增强与发挥相关行业的知识以提

高和改进产品的服务和质量，并成为一个

有关行业的区域联系中心。

商会使命

扩大同业间的共同利益。

为会员提供行业趋势、技术知识、政

府政策等相关信息。

代表并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将会员们

的意见和建议反映给政府部门与相关机构。

通过建立国内与国际间的联合与协调

机制，提高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帮助会员

开拓国内外市场。

维护和提高有关产品的技术和质量以

符合国际标准。

加强履行对于社区与环境的责任。

商会价值观

积极对待会员的反映，改善服务质

量，提高效率以及竞争力。

对会员与职员们的贡献给予肯定与

表扬。

增强创新、互助与合作等能力来进行

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会员申请条例

本商会成立的宗旨是巩固我们共同企

业情谊、促进企业业主和职工的和谐与合

作、为会员争取福利。

会籍

基本会员：

凡卫生材料之商号的雇主或其雇员，

须是在新加坡而自愿按月缴纳月捐者，皆

得参加为本会之基本会员，享有选举，被

选权（入会满三个月者就生效）及本会福

利活动之一切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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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会员：

任何工厂，商行或公司，其业务与本

会会员有关联者，在支付二千元作为本会

基金后便可成为本会名誉会员。名誉会员

得享受本会福利活动一切之权利，但没有

选举权及被选权。

每届的理事会及其主席有权建议及

委任个别人士，本会商号会员或其他公共

人士，对本会福利有捐献者为本会之名誉

会长，人数以不超过十名为限。任期是两

年，可连任，届数无限制。名誉会长在每

一届任内捐予本会的最低款项是一千元。

入会手续

凡拟加入本会为会员者，须先填具

本会规定之申请书并交予本会总务。申请

者应有基本会员一名介召。该申请书揭示

于本会会所通告栏上。一星期后，如无人

反对，则提交理事会议裁夺决定，如不能

通过者，恕不公布理由。凡经批准入会之

新会员，于缴纳入会费后，即成为基本会

员，应得本会章程一本。

入会基金

基本会员入会基金，个人者为两佰

元，商号者为五百元。

月捐

基本会员个人者，每月应缴纳月捐十

元正，基本会员商号者，每月应缴纳二十

元正。

有意入会者可直接联络秘书处

电话：67568610

电邮：|contactus@sswiea.org.sg

S/No Appointment Company Name (1st) Contact Email

1 President Best Ceramic Pte. Ltd. CHUA Bock Kwee 
Thomas

96558918 thomas bestceramic®yahoo.
com.sq

2 1 st Vice-President Chuan Henq Hardware Trading 
Pte Ltd

TOH Chuan Choon 62942397 chcctoh®sinqnet.com.sq

4 Secretary Crizto Singapore Pte Ltd PHUA Chin Teck Amos 96857704 amos.phua®cri zto.com

5 Assistant Secretary 360 Hardware ZENG YuTian Ethan 98630935 ethan.zyt®qmail.com

6 Treasurer Sintalow Hardware Pte Ltd CHEW Konq Huat 
Johnny

96153538 johnnychew.sintalow® qmail.
com

7 Assistant Treasurer Unitra Jaya Tradinq Pte Ltd KHOO Ghee Cheonq 93636323 unitra®sinqnet.com.sq

8 Correspondent Officer Grande Alliance Corporation Pte Ltd TAN Kee Sze, Allan 9272 9358 allan tan®qrandealliance.com.
sq

9 Assistant Correspondent Officer Ductile Pte Ltd ANG Tiak Leonq 9665 2521 t.l.anq®dpf.sq

10 Liaison Officer Vicplas International Ltd Marcus Leem 9027 8648 marcusleem®vicplas.com.sq

11 Assistant Liaison Officer Star Sin Tradinq Pte Ltd TAN See Wan 9636 1600 seewantan®starsin.com.sq

12 Welfare/Recreation Officer Huap Chonq Brass Foundry 
Workshop

Woo Kwai Chan 9780 1736 wookc hc®vahoo.com

13 Assistant Welfare / Recreation Officer Cosmos CHEE Yan Xi 96697906 yanxi.cosmos®qmail.com

14 Officer for Commence & Personal 
Section

Aliaxis Singapore Pte Ltd Christopher HENG 97276500 christopher.henq®aliaxis.sq

15 1 st Assistant Officers for Commence 
& Personal Section

Rheem Manufacturing Company Wong Chow 91594109 wonqchow®rh eemasia.com

16 2nd Assistant Officers for Commence 
& Personal Section

Claytan Ceramic Pte Ltd Ben Lim 96991105 ccsq®clavtanqroup.com

17 Committee Members Multico Buildinq Products Pte Ltd KIRK Honq Kee 9822 5050 hkkirk®multico.com.sq

18 Committee Members Kin Hup Henq Enterprise Pte Ltd Lye Nam Woh 9672 8477 khhenterprise®qmail.com

19 Committee Members Tionq Yeonq Hardware Pte Ltd POH Soon Lip 9756 1318 tionqyeonq®sinqnet.com.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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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团——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局

本局成立，已九十一周年。当时发

起人，是叶玉堆老先生，初租局

址在新那谷律三楼，后迁至菲立街卅二号

裕源公司三楼。至二次大战和平后，始购

买罗弄直落街五号，拆后重新建筑三楼，

为永久新局址，迄今已廿余年。当时购买

价三万九千元，再加赔贴住户搬迁，以及

建筑费，共达十一万元以上。全部费用大

部分由局友捐助而完成为本局产业，为一

劳永逸之大计也。

本公局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总商会的商

团会员，并有数名会员代表曾经担任总商

会的董事职位。早年，公局会员们密切

配合总商会进行多方面的商务合作，互

惠互利。

本公局亦不忘社区活动及回馈社会，

多次捐助善款给社区机构及同济医院、中

国雪灾和四川大地震，本公局亦配合总商

会筹集善款。2010年1月，本公局参与四公

局筹款联合主办“真情”邓丽君歌曲慈善

演唱会，此次活动向八个团体捐献善款，

成立8周年合影 -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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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免费邀请贫苦孤寡老人观赏节目表演及赠送红包及礼包。2018年12月5日，本公局举办

盛大的九十周年庆典晚宴”，主宾是黄循财（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来宾约

四百人，本公局捐助一万元给林邦公民咨询委员会（奖助学金计划）。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本公局管理层决意继续秉持先辈们的优良传统，团结会员，密切

与总商会及其他兄弟社团合作，推动会务发展，造福社会。

成立25周年合影 - 1953 

成立50周年合影 -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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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介绍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SECURITY OF PAYMENT ACT 

——Improving cash-flow by expediting payment in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KEY FEATURES OF THE ACT     

Parties carrying out work or supplying 

goods or service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for  projects in Singapore have a right 

to payment .

The Act applies to all written contracts 

including supply of goods or services except  

for construction work carried out or goods or  

services supplied on any residential property  

which does not require the approval of the  

Commissioner of Building Control under the 

Building Control Act.

The Act bars “pay when paid” and “pay if 

paid” clauses in any contract and any contract 

provision that attempts to contract out of the 

Act is void. 

Contracting parties can agree on terms of 

payment including when payments are due 

under the contract. However the Act will 

provide for default payment periods if there are 

no contractual provisions, as well as maximum 

number of days for payment response and 

payment due under a contract.  

The claimant has the right to apply for 

adjudication through the Authorised     

Nominating Body (ANB) if he does not 

receive any payment response or full payment 

or disputes the response amount by the  

respondent.  

The ANB shall appoint an adjudicator whose 

determination is binding and the adjudicated 

amount is payable by the due date unless and     

until the dispute is determined by a court or 

tribunal or at any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 or settled by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The respondent may apply for the review of  

the adjudication determination if he is unhappy 

with the determination, provided the disputed 

amount is large.  

The respondent’s principal can make direct 

payment to the claimant when the respondent 

fails to pay the adjudicated amount and recover 

it from the respondent   



专

文

介

绍

41

The claimant is entitled to suspend work or 

supply if the respondent fails to pay the full 

adjudicated amount. The suspension ends    

when full payment is made.

The Act also includes other recourses to the    

claimant such as the right to exercise lien on 

goods and enforcement of an adjudication    

determination as a judgement debt. 

Questions & Answers         
Q: What type of contract is covered?    

A: The Act applies to all written contracts for  

construction work or supply of services or  

goods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rried out in     

Singapore.  

Q: Does the Act apply to construction or supply 

contract in relation to residential property?    

A: The Act does not apply to contracts for 

construction works or the supply of goods or 

services for residential properties which do not 

require any Building Plan submission under the 

Building Control Act. For example, renovation 

contracts for HDB flats are not  covered under 

the Act.  

Q: Who can make claims under the Act?   

A: Any person who, under a contract concerned, 

has carried out construction work  or supplied 

goods or services can make payment claim 

under the Act. For example, a main contractor 

claiming against a developer or a subcontractor 

claiming against the main contractor.   

   

Q: What can a claimant claim for?     

A: A claimant can make a payment claim on  

the respondent for.

a） construction work done by the claimant;    

b) consultancy and relate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claimant; or    

c）provision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equipment or plant or labour to carry out 

construction work.     

This includes a single or one-off payment as 

well as monthly payment or stage payment, 

including final payment  

Q：How should a claimant make a claim? 

A：The payment claim must: 

a）be made within the period stated in the 

contract; 

b）be in writing and served on the  respondent; 

c）identify the contract which the claim   

relates; 

d）identify and describe the items claiming 

for; and

e）state the claimed amount supported with 

relevant documentation and calculations.  

Q: What is a payment response?    

A: A payment response is a written statement    

stating the proposed amount to be paid to the 

claimant by the respondent who shall provide 

reasons for withholding any monies if the 

response amount is less than the claimed 

amount；

For a pure supply contract，the respondent 

is not required to serve a payment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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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 deemed to accept the goods when he 

acknowledges the delivery and payment has to 

be made to the claimant accordingly.  

Q: When should the respondent respond?   

A: The respondent must issue a payment    

response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provision    

subject  to maximum of 21 days after  a  

payment claim is served. In the absence of 

contractual provision, the response due date 

shall  be 7 days after a payment claim is served.    

 

Q: What happens if the response amount is less 

than the claimed amount or if the respondent 

does not give a payment response?

A: The claimant may accept the reasons    given, 

if any,  by the respondent for partial  payment 

and wait for payment or he may clarify the 

matter with the respondent and attempt to 

achieve mutual settlement if he disputes 

the response amount The same approach 

shall apply if there is no response from the 

respondent .      

The respondent has up to 7 days after the date 

Allowed for response to vary the payment     

response or provide a payment response if he 

fails to do so earlier, If the dispute remains     

unresolved on the expiry of this 7-day     

settlement period, the claimant may apply for     

adjudication under this Act. 

Q: When should the respondent pay the     

claimed amount?    

A: The respondent must pay the claimant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provision subject 

to maximum of 35 days after the date of     

payment response or tax invoice is provided.  

In the absence of contractual ：provision, 

the     payment due date shall be 14 days after a     

payment response is served.

For pure supply contracts, payment must be 

made according to contract provision  subject 

to maximum of 60 days after a payment 

claim is served or 30 days in the absence of  

contractual provision. 

Q: What happens if the respondent does not 

pay by the due date for payment?     

A:If the respondent does not pay the claimant  

the full amount stated in the payment response 

or tax  invoice by the due date, the claimant 

may apply for adjudication under this Act.  

Q： What is an adjudication?

A：Adjudication is a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 carried out by an independent person 

to determine the amount payable, if any, that is 

due in respect of a claim made under the Act. 

Only a claimant can initiate an adjudication.  

Q: What is an Authorised Nominating Body 

(ANB)? 

A: An ANB is a body authorised to receive 

and administer adjudication applications and 

adjudication responses, appoint adjudicators, 

issue adjudication determinations and provide 

relevant support to facilitate adjudication. 

 Q: What happens if the respondent fails to pay 

the adjudicated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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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claimant can file the adjudication 

determination,supported with an affidavit 

stating the outstanding amount, in court as a 

judgment debt. The claimant can also suspend 

construction work or supply of goods or 

services, and/or exercise lien over unfixed 

goods supplied by the claimant and which have 

not been paid for.

The Principal who is the respondent’s 

immediate client may also, make direct 

payment of the outstanding amount to the 

claimant.

Q: What is the effect of adjudication     

determination?    

 A: An adjudication determination made under 

this Act is binding on the parties unless the     

dispute is re-adjudicated and determined by 

the review adjudicator(s) or finally determined     

by a court or tribunal or at any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 or settled by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However, the adjudicated 

amount in the first instance must be paid.    

Q: What are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the one 

needs to check when using the Act?     

A: One should:    

a) know the contract, its payment terms and 

particular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b) seek legal advice, if either party to the 

contract is insolvent,  

c) check the Act for details on how to make 

a valid payment claim, provide payment 

response and make adjudication submission; 

d) note and comply with any time frame 

imposed under the contract and the Act.  

An Information Kit, which outlines the basic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well as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Security of Payment Act, has been 

produced for benefit of everyone in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A copy of the Information Kit, which includes   

sample forms and notices that can be used 

under the Act, is downloadable from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website 

at: www. bca gov.sg.

Useful contacts: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52 Jurong Gateway Road

#11-01, Singapore 608550 (Above JEM)

Tel: 6534 0219 

Website: www.bca.gov.sg

Email: bca_enquiry@bca.gov.sg

Singapore Mediation Centre

(Authorised Nominating Body)

3 St Andrew’s Road; Third Level, City Hall 

Singapore 178958

 Tel: 6332 4366 Fax: 6334 4940 

Website: www.mediation.com.sg 

Email: enquiries@mediation.com.sg  



44

新
加
坡
建
筑
材
料
商
公
会

90
周
年
纪
念
特
刊

专文介绍
建筑业付款保障法案

——迅速付款、改善建筑业的现金周转

法案要点   
 

凡为建筑工程供应材料或服务的业

者，都有索款的权利。 

法案涵盖所有书面合约，包括供应材料和

相关服务，唯需要建筑总监批准的住宅工

程，则不包括在内。

法案禁止任何合约列名“收到钱才付款”

（Pay when paid）以及“如果收到才付款”

（Pay if paid）的条文。任何合约，若试图

超越法案的规定，将属无效。

合约双方可协议付款条件，包括合约所

固 定 的 付 款 期 限 。 法 案 将 为 没 有 注 明

“付款回应”（Payment response）及付款

期限的合约，规定无法还债的宽限期。

索款人（Claimant)若未接获付款回应，或

全数付款、或对款项有所争执，则有权向

“官方授权机构”（Authorised Nominating 

Body）（ANB)申请仲裁。

ANB将委派一位仲裁员审理，其判决应

生效，付款应按期还清，除非法庭另做裁

决，或双方协议解决。

付款人（respondent）若不服判决，只要争

执款项不小，可申请重审判决。

若 付 款 人 无 法 偿 还 判 决 款 项 ， 业 主

（principal）可直接付还索款人，再从付款

人扣回。

付款人若未全数付还判决款项。索款人有

权终止工程或材料供应。一旦欠款全数付

清，工程或材料供应需恢复如常。

法案也为索款人提供其他途径。包括有权

起回供应材料，以及依法申请，将仲裁判

决当做债务（judgement debt）处理。

问与答
问：法案涵盖哪一类合约？

答：法案涵盖新加坡建筑工程中材料供应

以及相关服务的所有书面合约。

问：谁能追讨欠债？             

答：根据合约，为建筑提供材料或服务的

任何人，都有权追债。比如：总承包商可

向发展商追债。分承包商也可向总承包商

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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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索款人可追讨哪些债务？ 

答：索款人可追讨的债务包括： 

1） 完成的工作。   

2） 咨询及相关的服务。   

3）供应建筑材料、配备、厂房或劳工。  

债务包括单项或一次过付款，常月付款、

分段付款，也包括最后付款。

问：索款应如何进行?

答：索款必须：  

1）依照合约指定期限。

2） 以书面提交付款人.   

3） 列明合约中的相关款项。 

4） 列明合约中的相关项目。 

5）提呈与索款有关的文件及核算数字。 

问：何谓”付款回应”（payment response ）?               

答“付款回应”是份书面文件，指明索款

人所提的应付还款项。并说明付款人扣押

任何款项的理由。

至于纯粹供应的合约，付款人不得提出

“付款回应”，他在签收来货时，即当作

接受这些货品，必须依数付还索款人。

问：付款人应何时回应？ 

答：付款人必须依照合约规定，在接获书

面索款的最多二十一天内，作出回应。如

果合约没有规定，回应的有效期只有七天。 

问：如果付款数目比索款数目少，或者如

果付款人未作回应，该怎么办？

答：索款人如果接受付款人提出的理由，

他可以先收下部分付款，再等待收取其余

数目。或者，他如果不同意所付数目，可

与付款人说清楚，并取得双方同意的解决

方案。如果付款人不作回应，这个程序应

该照做。

付款人有七天的时间，为付款做出回应。

如果在七天解决限期内未能达致协议，索

款人可依次法案，申请仲裁。

问：付款人何时应还索款人？

答：付款人必须根据合约的规定付钱，但

不得超过“付款回应”或者发票日期后的

三十五天期限。如果合约没有规定，则发

出“付款回应”后的十四天，必须付款。

至于纯粹供应的合约，必须依照合约的规

定付款，但不得超过索款提出后的六十天

限期。没有合约中规定付款期限的，必须

在三十天后付款。  

问：如果期限已到，付款人还不付钱，该

怎么办？

答：如果期限已到。付款人不清还

“付款回应”或发票所志明的完整款额。

索款人可依此法案，申请仲裁。

问：什么叫仲裁？ 

答：仲裁是一种解决纠纷的程序，由一位

独立人士，裁决应付索款人的款额。

 

问：什么是“官方授权机构（ANB） ? 

答ANB是个接受及执行仲裁申请的机构，

它也负责委任仲裁员，发布仲裁决定，以

及为仲裁工作提供相关的支援。 

问：如果付款人没有付还裁决欠款，该怎

么办？

答：索款人可将裁决欠款，附上志明欠款

数目的宣誓书，要求法庭宣判为债务，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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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也可以中止建筑工程，或停止供应材

料或服务；同时，有权起回还未施工的欠

钱材料。   

付款人的直属业主，也可以直接付还索款

人追讨的欠债。 

问：仲裁判决的效用如何？

答：法案的仲裁判决多双方都有效。除非

有关争执重新审理和判决，或者最终由法

庭判决，或者双方协议解决。无论如何，

仲裁判决的欠债必须先还。  

问：援引法案时需注意什么重要事项？ 

答：1）了解合约及其付款条件和有关项目

的细节。  

2）如果合约的任何一方无法还债，应寻求

法律咨询。

3）研究法律细节，了解如何索款，提呈

“付款回应”以及申请仲裁  。 

4）注意并遵守合约与法案所规定的期限。               

相关资料      
为照顾业者利益，当局已经准备一份资

料，说明“建筑业付款保障法案”的基本

权利和义务，以及诸多要点。

另一份资料，包括法案将应用的有关表格

和通告，则可从建设局的下列网站取得： 

www.bca.gov.sg.            

联络处           

建设局

52 Jurong Gateway Road

#11-01, Singapore 608550 (Above JEM)

Tel: 6534 0219 

Website: www.bca.gov.sg

Email: bca_enquiry@bca.gov.sg

 Email: bca enquiry@bca.gov.sg       

   

新加坡调解中心（官方授权机构）

3 St Andrew，s Road, Third Level, City Hall  

Singapore 178958 

Tel: 63324366 Fax: 63344940  

Website: www.rnediatioiLcom.sg 

Email: enquiries@mediation.com.sg       

警告：

这份册子只列举“建筑业付款保障法案”

部分权利和义务，并未说明细则以及各种

情况。若要全面了解有关的权利和义务，

请详读法案全文，或寻求法律咨询。（中

文译文仅供参考）

付款保障法案词语说明：               

缩称：ANB:官方授权机构。         

天数：不包括公定假日。         

最长：获准最长天数。          

（1）除非合约列明，否则当作未偿还天数。

 ( 2）业主（若查明）须获通知。       

（3）除非欠债款额与判决款额相差很大，

付款人才能申请重审。   

（4）根据法案，若判决款额不清还, 将会引

发索款人起回存货以及申请判决为法定债

务的后果。

附注: 此中文译本只可作为方便华文读者阅

读 和了解付款保障法案之用。在法律上一

切以英文原文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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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介绍
One and a half decades of SOP

Part I : BCSOP Act 2004    

The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 

Suppliers’Association (“SBMSA”) 

was one of the key organisations that started 

the campaign for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Security of Payment Act (“SOP 

Act”). At that tim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faced many problem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998 financial crisis. The“Pay-when-Paid” 

clause contained in standard form contract 

was unfair. And the financial collapse of a few 

main contractors left SBMSA’s contractors 

short-changed without payment.

2. In year 2000, the SBMSA President Mr.Ng 

Soy Ng  approached  Eric for help. At SBMSA’s 

prompting, the Six Trades Associations chipped 

in for the campaign. The main argument in the 

campaign to change the law was that unfair 

terms in standard form contracts constituted an 

industry wide systemic failure that could not 

be resolved without legislative intervention. 

A public debate in the newspapers followed. 

With this publicity, more associations joined 

the campaign. They came to be described as 

the six plus six associations for easy reference. 

Soon thereafter, BCA dispatched a team to 

New South Wales to study their Security of 

Payment Act. On their return, BCA convened a 

ten-month long consultation with stakeholders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SOP Act 

was eventually passed in 2004 and came into 

operation in 2005. It prevented enforcement 

of the Pay-when Paid clause and set up a 

new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SOP Act was due 

for review in year 2008. But the US sub-prime 

crisis erupted onto the world scene. Hence it 

was not an appropriate year to review the Act. 

Part II: Campaign for Change
3. In 2011, Specialists Trade Alliance of 

Singapore (“STAS”) asked Eric to push 

for amendments to the SOP Act. This was 

because the SOP Act had given rise to complex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date to serve the 

claim. For example, th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SIA”) standard contract gave 

a respondent at least 21 days to respond, why 

should a claimant be given only a single day to 

claim? Another example was that the SOP Act 

only allowed respondents to apply for review. 

This was unfair to claimants who could not 

apply for review.  

4. The campaign for change start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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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s Expo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 in 2013 where Eric* was asked to give a 

presentation on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with 

the SOP Act and changes required. In 2017, 

STAS and Singapore Furniture Industries 

Council (“SFIC”) asked Eric* to prepare 

a joint report to the MTI and BCA on the 

changes required. 

5. But we were not the only ones pressing 

for change. For e.g. in Admin Construction 

Pte Ltd v Vivaldi(S) Pte Ltd [2013] SGHC95 

(“Admin Construction”), a dispute arose as 

to whether the work was done to specifications. 

The parties spent many months negotiating the 

Final Accounts and a Settlement Agreement. 

After 9 to 10 months, the subcontractor 

applied for (and obtained) an Adjudicator’s 

Determination in his favour. The respondent 

applied to set aside the Determination. This 

came before Justice Quentin Loh who asked 

whether 9 to 10 months was too long a time 

gap for parties to proceed for adjudication. He 

suggested that the SOP Act be reviewed. His 

comments suggested that the SOP Act may be 

reformed in several areas. 

6. An even more compelling observation came 

from the Court of Appeal. In Audi Construction 

Pte Ltd v Kian Hiap Construction Pte Ltd. 

[2018] SGCA 4 (“Audi Construction”), 

the contract required the claimant to serve a 

payment claim on the 20th of each month. It 

transpired that 20 November 2016 fell on a 

Sunday. The Claimant served his payment claim 

on 18 November 2016, a Friday, but dated it as 

20 November 2016. The Respondent did not 

reply with a payment response. The claimant 

obtained an Adjudication Determination 

in his favour. The Respondent tried to set 

aside the Adjudication Determination. The 

High Court Judge ruled that the claim was 

served on the wrong date and set aside the 

Determination. However, on appeal, the Court 

of Appeal reversed that decision and reinstated 

the Determination. The Court of Appeal 

commented on the problem -- when the SOP 

Act placed such importance on the date of 

service of the payment claim for the validity 

of the adjudication proceedings, it should not 

leave the choice of date to the contract. In doing 

so, the SOP Act allowed different contract 

clauses (an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thereof) 

to stymie the adjudications proceedings. 

7. Finally, another High Court judge had 

gone on record and said that issues relating 

to extension of time, liquidated damages and 

prolongation costs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adjudication proceedings. Needless to say, 

some of the voices asking for reform were 

favourable to SBMSA contractors, and others 

were not.     

(*Name written in third person format to avoid 

confusion)

Part III: BCSOP Amendment 
Act 2018
8. In 2018, the BCA proposed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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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to the SOP Act. After multiple 

industry consultations and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e SOP (Amendment) Bill 2018 

was passed on 2 October 2018 (the “SOP 

Amendments”). In a nutshell, the  SOP 

Amendments : (a) freed contractors (and sub-

contractors) from the single date for service of 

claims, (b) extended the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adjudications for prefabrication works, 

(c) allowed aggrieved claimants to apply for 

review, (d) introduced a  minimum interest rate 

for late payment, and (e) restricted adjudication 

of claim to certified extension of time and 

certified liquidated damages. The last point (e) 

may turn out to be the most controversial.

9. In late 2017, Eric* acted as counsel for 

an overseas (China) supplier. The facts of 

that case demonstrated the pitfall of the SOP 

(Amendment) Act. The overseas supplier 

entered into a contract to deliver cable trays 

and cable ladders. The contract sum was 

$1,712,000.00. Due to the suspension (and 

closure) of factories mandated by the China 

government, the supplier’s delivery was 

delayed. The contractual date for delivery was 

in August 2017. The supplier served multiple 

new delivery schedules to extend the last 

delivery to 8 November 2017. Meanwhile, the 

contract contained a liquidated damages clause. 

This clause was copied wholesale from the 

main contract. It stated that liquidated damages 

were to be calculated at “$120,000/ per day 

of delay in completion”. Notwithstanding his 

delivery schedules, the last portion (a minor 

portion) of bolts and nuts for the trays managed 

to arrive in Singapore only on 8 December 

2017.

10. The sale was governed by both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UNCISG”) 

as well as the SOP Act. The rate of $120,000 

per day was startling, given that a mere two 

weeks of delay would wipe out the entire sub-

contract price of only $1,712,000.00! One 

wonders why the supplier agreed to this clause.

11. After much research on the law, Eric* 

fought the case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clause 

was a penalty and not a pre-estimate of 

damages. The argument was this -- if only 

one bolt/nut was delivered late, the same rate 

of liquidated damages would apply. The clause 

did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losses that might 

accrue if only one bolt/nut was delivered late, 

as opposed to late delivery of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goods.  Using the one bolt/nut 

analogy, it became evident that the clause 

sought to punish the supplier for being late. 

The clause did not attempt to estimate the 

different damages that would flow from delays 

in delivery of different types or quantities of 

goods. The Adjudicator agreed and did not 

allow the liquidated damages.

12. The SOP (Amendment) Act will come into 

operation on a date to be stated in a Gazette. 

What may be the pitfalls of the Amendment 

Act if the same fact situation arise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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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written in third person format to avoid 

confusion)

Part IV: Extension of Time and 
the Amendment Act
13. In future, sub-contractors and suppliers 

may have to be wary of the Amendment Act. 

The Amendment Act says Section 17(2A) will 

read as follows:

“(2A) In determining an adjudication 

application, an adjudicator must disregard any 

part of a payment claim or a payment response 

related to damage, loss or expense that is not 

supported by .

(a) Any document showing agreement 

between the claimant and the respondent on 

the quantum of that part of the payment claim 

or the payment response; 

(b) Any certificate or other document that is 

required to be issued under the contract.”

14. At the present moment, the standard form 

Main Contracts allow extension of time, and 

delays to be certified by a project architect 

(or superintending officer) in favour of the 

Employer. Similarly, standard form Sub-

Contracts allow extension of time and delays to 

be certified by the main contractor in favour of 

himself! That is allowing the main contractor 

to be judge in his own cause. Will a main 

contractor be tempted to certify such matters 

in his own favour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sub-contractor is entitled to extension of time?

15. If a main contractor certifies extension of 

time and delays in his own favour, will a future 

adjudicator consider himself bound by such 

certification because of the Amendment Act? 

If the same facts as that stated in paragraph 

9 above were to arise in future, will an 

adjudicator be able to reject such certification 

on the ground that the clause is a penalty and 

not a genuine pre-estimate of damages? Read 

by itself, some adjudicators may interpret the 

Amendments to have this effect. But, this may 

be taking the Amendments too far. 

16. A better way to read the Amendments is to 

read it together with the existing Section 17(4). 

Section 17(4) says that an adjudicator shall not 

be bound by anything in the contract which 

tries to give binding effect to an assessment 

relating to payment. This Section 17(4) may 

show that while an adjudicator may disregard 

uncertified claims under the new Section 

17(2A), he is not bound by such certification. 

By this interpretation, the new Section 17(2A) 

may allow a future adjudicator to reject a 

penalty clause such as that stated in paragraph 

9 above.

17. The next question arises if the contract does 

not require extension of time to be certified. 

Does the new Section 17(2A) prevent a future 

adjudicator from considering and granting 

extension of time in such scenario? This 

possibility may arise if the last few words of the 

amendments are read as a condition precedent 

by itself. If so, the last few words will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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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f a contract is silent on certification of 

extension of time, a future adjudicator cannot 

consider a claim based on such extension of 

time. 

18.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may be that 

the last few words of the new Section 17(2A) 

merely describe the fact situation where 

Section 17(2A) may apply. In other words, the 

last few words are not condition precedents 

to the claim. Instead, they merely may show 

that if the contract requires certification of 

extension of time, a future adjudicator my 

consider it only if the claim is supported by a 

certificate. The result of this interpretation is 

that if the contract is silent on certification, a 

future adjudicator may consider a claim for 

extension of time even if it is not certified.

19. Finally, even if the new Section 17(2A) 

is interpreted favourably in the manner stated 

above, will a sub-contractor be better off 

signing a domestic sub-contract which does 

not have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than that 

found in the standard form Nominated Sub-

Contracts? One needs to exercise caution in 

this regard. In the High Court case, Newcon 

Builders Pte Ltd v Sino New Steel Pte Ltd [2015] 

SGHC 226, the Judge held that the “back-

to-back” principle should apply to payment 

certification process if the sub-contract is 

silent on the timeline for payment claim and 

payment response. This logic may be extended 

to the extension of time certification process. If 

this principle is extended as aforesaid, a sub-

contract which is silent on certification process 

for extension of time, may still be affected by 

the extension of time clauses (and certification 

procedure) set out in the Main Contract.

20. In conclusion, there is much work to be done 

to prepare for the day when the Amendment 

Act comes into operation. STAS, SBMSA and 

its members must develop a way to deal with 

the uncertainties ahead.

Eric Ng Yuen

Malkin & Maxwell LLP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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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介绍
长路漫漫

——评介《建筑业付款保障法案》

第一章 : 2004年建筑业付款保障
法案 

新加 坡 建 筑 材 料 商 公 会

（“SBMSA”）是推动“建筑业

付款保障法案”（“SOP法案”）的关键

组织之一。在当时，建筑业在1998年金融危

机之后面临许多问题，建筑承包商付款合

约其中一项“Pay-when-Paid”（收款后付

款）是不公平的。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的一些主要分承包商面临总承包商少付欠

款的情况，导致财务崩盘。

2. 2000年，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会长

黄世荣向吴远律师寻求帮助。在新加坡建

筑材料商公会的推动下，其他六商团兄弟

团体也加入了行列。推动此法令的主要的

论述是，当时，分承包商倒闭，多处工地

停工，在报章引起众议，不公平的标准合

同，造成市场机制运作失败，除非立法介

入，才能解决。通过报章报道，更多的商

会也加入了行列，当时号称“6+6 联盟”。

不久后，新加坡建设局派遣一个团队到澳

州研究“付款保障法”。回国后，新加坡

建设局与建筑行业者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

磋商。SOP法案最终于在2004年通过，并

于2005年开始实施。它禁止“收款后付款”

条文，并为建筑行业建立新的争议解决机

制。SOP法案应在2008年进行检讨。但由

于美国次贷危机在全世界爆发，因此，当

年不适合审查该法案。

第二章:  修改法案运动
3. 2011年，建筑专业联盟（“STAS”）要

求吴远律师推动修订SOP法案。因为SOP

法案引起了与提出索赔的日期有关的复杂

问题。例如，新加坡建筑师学会（“SIA”）的

标准合同给予付款人至少二十一天的回复

时间，为什么只给索款人一天的时间来申

请？另一个例子是SOP法案只许付款人再

审。这对不能申请再审的索款人不公平。

4. 修法运动于2013年由吴远律师在新加

坡博览中心提呈的一个法令修正汇报会开

始展开。2017年，新加坡家具工业理事会

（“SFIC”）要求吴远律师为贸工部和新

加坡建设局准备一份关于法令修改的联合

报告书。

5. 但我们并不是唯一迫切需要修法的。

例如，在Admin Construction Pte Ltd对

Vivaldi（S）Pte Ltd [2013] SGHC95的案例

中，出现了该工作是否符合规范的争议。

双方花了数月时间谈判最终账目和和解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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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九至十个月后，分包商申请（并获

得）有利的裁决。被付款人申请延后裁

决。法官Quentin Loh提出质问九到十个月的

时间间隔对于各方的裁决是否太长。他建

议审查并检讨SOP法案。并表明，SOP法

案可以在若干领域下进行改革。

6. 上诉法院提出了更具说服力的意见。

在Audi Construction Pte Ltd 对Kian Hiap 

Construction Pte Ltd  [2018] SGCA 4的案例，

合同要求索款人在每月20日提呈付款。据

了解，2016年11月20日是星期天。索款人

于2016年11月18日星期五提出了他的付款

要求，但是日期为2016年11月20日。付款

人没有回复付款消息。索款人获得了有利

于他的法律裁决。付款人试图撤销裁决。

高等法院法官裁定该索款是在错误的日期

送达的，并将裁决置之不理。但是，在上

诉时，上诉法院推翻并恢复了裁决。上诉

法院就这一争议发表了评论：认为SOP法

案对裁决程序有效性的付款要求的日期如

此重要，它不应将日期选项放在合同。在

这样做时，SOP法令允许不同的合同条款

（及其有不同的解释）阻碍裁决程序。

7. 最后，另一名高等法院法官已经记录

在案，并表示延长时间，违约赔偿金和延

长费用有关的问题不应受到裁决程序的约

束。毋庸置疑，一些要求修法改革的声音

对建材公会的承包商有利，而有些则不利。

第三章: 2018年BCSOP修订案
8. 2018年，新加坡建设局提出了SOP法案

的各种修正案。经过多次行业磋商和国会

辩论，2018年SOP（修订）法案于2018年

10月2日通过（“SOP修订案”）。简而言

之，SOP修订案内容有：（a）不再接受承

包商（和分包商）单一日期的索赔，（b）

扩大对预制工程裁决的属地管辖权，（c）

允许受害的索款人申请审查，（d）提供延

迟付款的最低利率，以及（e）对经核证的

延长时间和经核证的违约赔偿金的索赔进

行了限制性裁定。最后一点（e）可能最具

争议性。

9. 2017年底，吴远律师受委为一家海外

（中国）供应商的法律顾问。该案件的事

实证明了SOP（修订案）法案的缺陷。海

外供应商签订了交付电缆托盘和电缆梯的

合同。合同金额为一百七十一万二千元。

由于中国政府下令有关工厂停工（和关

闭），造成供应商延迟交货。交货的合同

日期是2017年8月。供应商提供了多个新的

交货时间表，将最后一次交货延至2017年

11月8日。同时，合同中包含违约赔偿金条

款。该条款是从主合同中提出的。合同显

示，违约赔偿金的计算方法是“每延迟一

天，罚款十二万元”。尽管有交货时间表，

但托盘的螺栓和螺母的最后一部分（一小部

分）仅在2017年12月8日才抵达新加坡。

10. 此 次 交 易 受 联 合 国 国 际 货 物 销 售

合 同公约（“UNCISG”）和SOP法的管

辖。就两周的延迟赔偿就耗完整个交易的

一百七十一万二千元，主合同的每日十二

万元延迟赔偿令人吃惊！想不通供应商会

同意这一条款。

11. 在研究大量的法律条文之后，吴远律师

认为这样的条款是一种惩罚条款，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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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损害赔偿的估计。争论点是如果只延迟

交付一个螺栓/螺母，违约赔偿条款没有区

分一个或大量螺栓/螺母延迟交付而可能产

生的损失。举一个螺栓/螺母作为例子，很

明显该条款试图惩罚供应商迟到。该条款

并未试图估计因交付不同类型或数量的货

物而造成的不同损害。审裁官同意吴远所

说，不让供应商支付赔偿金。

12. SOP（修订）法将于宪报公布的日期生

效。如果将来出现同样的情况，修正案可

能会有什么缺失？

第四章：延长时间和修订法案
13. 将 来 ， 分 包 商 和 供 应 商 可 能 必 须 对

“修订法案”保持警惕。修订法案规定第17

（2A）条的内容如下：

（2A）在申请裁定时，如果缺少下列文件，

仲裁官不需受理任何索款或付款的申请。

（a）任何文件显示索款人与付款人就付款

索赔或付款答复的部分数量达成协议；

（b）根据合同发出的任何相关证明或文件。

14. 目前，主合同的标准格式允许延长时

间，延迟由项目建筑师（或主管官员）证

明通常有利于雇主。同样，标准格式分包

合同允许延长时间和延误，由主承包商证

明则有利于自己！这样就可以让主要承包

商自行判断。无论分包商是否有权延长时

间，主承包商是否会试图以自己的利益做

出发点？

15. 如果主承包商证明延长时间和延误对自

己有利，未来的仲裁官是否会因为修订法

案而认为自己受到此类认证的约束？如果

将来出现与上文第9段所述相同的事实，仲

裁官是否能够拒绝这种证明，理由是该条

款是罚款而不是真正的损害赔偿预估？就

本身而言，一些仲裁官可能会将修订法案

当作这个解释。但是，这可能会使修订法

案失去原意。

16. 阅读修订法案的更好方法是与现有的第

17（4）条一起参考。第17（4）条规定，

仲裁官不受合同中任何试图对付款评估具

有约束力的约束。第17（4）条可能表明，

虽然仲裁官可以根据新的第17（2A）条忽

视未经证明的申索，但他不受该证明的约

束。根据这一解释，新的第17（2A）条可

允许未来的仲裁官拒绝诸如上文第9段所述

的惩罚条款。

17. 如果合同不要求延长认证时间，则会出

现下一个问题。新的第17（2A）条是否阻

止未来的仲裁官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和批准

延长时间？如果修订法案的最后几个字本

身被视为先决条件，则可能出现这种可能

性。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后几句话就意味

着如果合同没有证明延长时间，未来的仲

裁官就不能考虑基于这种延长时间的索赔。

18. 另一种解释可能是新的第17（2A）条

的最后几个字只描述了第17（2A）条可能

适用的事实情况。换句话说，最后几个字

不是索赔的先决条件。相反，他们只是表

明，如果合同要求延长时间的证明，未来

的仲裁官只有在证书支持索赔的情况下才

会考虑。这种解释的结果是，如果合同对

认证保持沉默，未来的仲裁官可以考虑延

长时间的索赔，即使它没有经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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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最后，即使新的第17（2A）条以上述方

式得到有利的解释，分包商最好还是签署

一份“内部分包合同”（DSC），该分包合

同不像“指定分包合同”（NSC）需要认证

要求。分包合同在这方面需要谨慎行事。

在高等法院的案件中，Newcon Builders私

人有限公司诉Sino New Steel Pte Ltd [2015] 

SGHC 226，法官认为，如果分包合同没有

明确规定，“back to back”原则应适用于

支付认证程序，索款和付款的时间表。该

逻辑如果延伸到延长时间的程序，如照所

述，则对延长认证过程的分包合同可能仍

会受到主合同中规定的时间条款（和认证

程序）的影响。

20. 总之，为修订法案的实施做准备，还有

许多工作要做。建筑联盟，新加坡建筑材

料商公会及其成员必须集思广益，开拓思

路，以应对未来的变数。

作者：吴远律师

Malkin & Maxwell LLP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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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介绍
新加坡建筑专业联盟（STAS）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1998 has brought about 

turmoil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industry. Many 

building projects were stalled 

due to financial difficulties 

which was as a result of the 

payment system of “pay 

when paid” then. A few 

building specialist bodies 

gathered together with the six 

groups of industry players to form the 6 + 6. It was back then in year 2000. This famous group of 

6+ 6 started to lobby the authorities for improvement in the payment system. There were many 

storms and incidents along the rough and stormy way but the group continued to weather the storms. 

Despite a twist of hope for many of us in the industry who has suffered for many years,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some of them were unable to see this day and have since folded up their business. 

For that we will remember in our history the death of these companies who have no one to turn to 

when their cash flow was held up by others and die in silence.    

On 19th October 2004, the Security of Payment Act Bill was introduced and heard in the Parliament.  

Our sad stories and cries were heard and debated in the parliament. Eventually, the Security of 

Payment Act (SOP Act) was born in April 2005, after many years of hard work, with some member 

companies scarified in insolvent. The birth of the SOP Act also gave rise to the Specialists Trade 

Alliance of Singapore, STAS was officially registered with Registrar of Society on 8th August 

2005.  This is the birthday of STAS, Specialists Trade Alliance of Singapore新加坡建筑专业联盟.

  

STAS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fore founders of the original SIX Trades (六商团)  who hav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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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iously spending their time and donation of money to help to establish STAS. They are: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 Association 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Singapore Metal & Machinery Association 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

·Singapore Ship - Chandlers Association 新加坡船舶物资商会

·Singapore Hardware & Tools Association 新加坡五金工具公会   

·Singapore Sanitary Ware Importers & Exporters Association 新加坡卫浴材料出入口商会 

·Singapore Rope, Hardware & Paint Merchant Association 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局  

The early days of STAS was quite harsh without any source of income other than membership’ 

subscription. Fortunately, with several well-wishers and donors, STAS struggled to sail through 

the hardship days. For that, STAS would like to thank these well-wishers and donors for their 

generosity.  STAS also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our past office bearers who have helped to run to 

build up STAS to the glory day. 

16th Sep 2005
1st STAS 

Committee 
Meeting

Inaugural official meeting. Mr. Tan Yeow Hoe elected as 1st 
President, Mr. Ng Soy Ng as Vice President, late Mr. Foo Kong 
Deen as Treasurer,  Mr. Quah Eng Hing as Hon. Secretary.

26th Oct 2007
2nd AGM of 2nd 

Term Office

Mr. Ng Soy Ng elected as President. Mr. Anthony Ma as Vice 
President, Mr. Nelson Tee as Treasurer, Mr. Quah Eng Hing as 
Hon. Secretary.

4th Dec 2009
4th AGM of 3rd 

Term Office

Mr. Louis Lim elected as President, Mr. Nelson Tee as Vice 
President, Mr. Larry Chua as Treasurer, Mr. Quah Eng Hing as 
Hon. Secretary.

25th Nov 2011
6th AGM of 4th 

Term Office

Mr. Nelson Tee elected as President. Mr. Thomas Ang as Vice 
President, Mr. Ng Keung as Treasurer, Mr. Quah Eng Hing as 
Hon. Secretary.

27th Nov 2013
8th AGM of 5th 

Term Office
Mr. Nelson Tee re-elected as President.

 24th Nov 
2015

10th AGM of 
6TH Term Office

Mr. Nelson Tee re-elected as President, 3rd Term in Office. Mr. 
Thomas Ang as Vice President, Mr. Ian Teo as Treasurer, Mr. 
Quah Eng Hing as Hon. Secretary.

17th Nov 2017
12th AGM of 7th 

Term Office

Mr. Thomas Ang elected as President, 1st Term in Office of 3 
Terms.
Mr. John Tan elected as 1st Vice President. Mr. Patrick Leong 
elected as 2nd Vice President.
Mr. Nelson Tee elected as Honorary President.  
Mr. Gan Geok Chua elected as Treasurer.
Mr. Quah Eng Hing elected as Hon. Secretary.

The history of STAS has become a chapter and a milestone of our history in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ough the origins were not simple and easy. STAS is now a confederation 

of 11 building specialist associations under one roof with close to 1,300 corporate members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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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ffiliated members’network.  STAS remains vitally important till today where it continues 

to bring value to the building specialists’industry which are essential part of Singapore’s built 

environment sector.

The main objectives of STAS are as follows:

1.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standards of conduct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rade and specialist 

contractors and suppliers in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2.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standards of fair trading and commerce in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3.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and amongst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with parties related to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4. To promote and enhance high standard of safety practices in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STAS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members:

1. Air-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ion Association    ARA

2. Micro Build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MBAS

3. Security System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SSAS

4.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 Association   SBMSA

5. Singapore Electrical Contractors and Licensed Electrical Workers Association   SECA

6. Singapore Electrical Trades Association    SETA

7. Singapore Furniture Industries Council    SFIC

8. Singapore Glass Association   SGA

9. Singapore Lift & Escalator Contractors &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SLECMA

10. Singapore Plumbing Society   SPS

11. Singapore Sanitary Ware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SSWIEA

STAS is currently working with many government agencies on many matter such as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WSH Council (Construction and Landscape), Prefab MEP (with BCA), 

International Building Environment Week (with BCA). STAS is also working closely with many 

other bodies such as MOM, SIA, ITE, WSG etc.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problems would 

never end but will just accumulate. 

Hon. Secretary / Mr Quah Eng 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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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介绍
东盟经贸商机

节录：（1）前言

“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

是关键

环球网2019年4月8日刊发：近日，

中国一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

长许宁宁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共建

“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得到这

么多的支持，关键在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基本原则。共商共建共享，是贯穿近六年

来及今后“一带一路”发展的根本，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所在。

许宁宁强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充

分体现着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施

开放合作、包容合作、互利合作，中国不

以意识形态、国家大小和贫富来取舍。    

许宁宁谈到，共商共建共享，不仅有

国家层面、国际组织层面的，有领域、产

业层面的，有纵观（包括地方政府）、微

观层面的，也有民间组织层面的，需要我

们调动和发挥不同层面的积极作用，从而

构筑各方参与的活跃局面，当然构筑这一

局面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不懈努力

为之。    

许宁宁建议，进一步落实共商共建共

享，特别需要大力提高中国国内各有关方

的对外交往、国际合作水平，因为我们有

些政府官员、企业家在对外交往、国际合

作方面经验不多；需要提高国内广大民众

的文明程度，应以外交根植于民来树立民

众正确的中国发展观，因为国外许多人通

过中国游客来看中国。 

进一步落实共商共建共享，需要善于

从对方角度换位思考，着力对方发展需求

开展合作；需要照顾到对方民众舒适度和

乐于接受的合作方式，各国人们有不同的

价值观和生活生产方式，不要想当然的以

为我投资了这么一个大项目，民众就应该

支持我。     

进一步落实共商共建共享，需要在中

国与一国实施“一带一路”合作的同时，

发展中国与一国+另一国的三方合作，发展

中国与多国之间的共同合作，这里的多国

转载书名：《“一带一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进行时》。

作者：许宁宁/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

出版日期：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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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领域性国际合作组织或地区性国际

合作组织中的多国，也指多个国家自愿组

合的“一带一路”合作，从而扩大共商共

建共享面和效果。    

进一步落实共商共建共享，需要调动

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有些合作

项目、合作领域由非政府组织实施则效果

更好、更易推动。    

进 一 步 落 实 共 商 共 建 共 享 ， 需 要

“走出去”与“引进来”有机结合，让

对方更多分享中国的开放，体现“一带

一路”是增进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

中国，体现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

国。在“引进来”方面，不仅应重视引进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管理，

而且也应重视鼓励发展中国家企业走进中

国，如：一是吸引发展中国家企业入驻中

国有关纺织、机电、建材等专业市场；二

是为其提供在华参展（包括专业展览）的

优惠；三是在发展中国家多举办企业走进

中国培训活动，协助其企业提高开发中国

市场的能力。这些都有利于其开发中国市

场，减少其对华贸易逆差，达到共享目的。     

许 宁 宁 谈 到 ， 当 前 ， 中 国 企 业 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合作需求增

长，但双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合作普遍

存在商务信息少、商务渠道少的问题，对

此，建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

中国商务服务中心, 一是为当地企业提供走

进中国、开发中国市场的商务咨询。二是

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避免走弯路，

提高贸易、投资效率。中国中小企业尤为

需要咨询服务，需要在经营中掌握所在国

市场特点、民众心态等。设立中国商务服

务中心，应在中国驻外使馆的领导下开展

工作。设立中国商务服务中心，虽然需要

中国有关方面投入一定的资金，但这方面

的投资是值得的，这一投资可以是政府也

可以是商会。让广大中小企业在“一带一

路” 建设中受益，是“一带一路”走深走

实的体现。  ”

 

节录：（2）

走进东盟抓住新商机  

 环球网2019年3月24日刊发：2018

年东盟是中国第二大对外投资目的地，是

中国最大的海外承包工程市场。日前，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在共建“一带一

路”中，东盟商机纷呈。他建议中国企业

既要抓住新商机，更要合规经营。  

记者：请您就中国一东盟经贸合作现

状做一简要评价。   

许宁宁：在各自的对外经贸关系中，

中国和东盟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合

作互补性强、潜力大，正呈现日益密切、

活跃的发展势头，合作正从发展期走向成

熟期；双方合作惠及了各自国家经济增

长、东亚经济增长和地区稳定、世界经济

增长；面对中国和东盟及其成员国发展需

求、面对东亚经济一体化需求、面对世界

经济增长不稳定性的挑战，当前双方合作

需要优化贸易结构和投资结构，进一步增

进互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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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中国的经贸合作 
记者：请您分别介绍几个东盟国家经

济及与中国经贸合作，可否先谈谈新加坡？   

许宁宁：2018年，新加坡GDP增长

3.2%,人均GDP达六万四千美元，GDP增幅

低于2017年的3.9%增速的主要原因是：受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经济高度依赖进出口

贸易、内需发展动力不足等。 

2018年，新加坡对外货物贸易总额为

7800多亿美元，增长11.6%，对外货物贸易

总额是GDP总额的两倍多，对外货物贸易

总额增速是同期GDP增速的三倍多。   

新加坡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和港口

中心。2018年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

8.7%，连续九年稳居世界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排名第二位。新加坡在航空航天、半导

体、化学和医学科学领域具有优势。    

当前，为促进新加坡经济增长，新加

坡政府提出了打造全球科技、创新和企业

枢纽的目标，推出了包括企业产业转型计

划、扩展 计划、创新计划和员工培训计划

等系列政策及配套措施。    

中国是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加

坡则是中国最大的新增外资来源国，2018

年，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52.1亿美元，增

长9.4%, 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

总额的80%以上；中国对新投资增长11%,

达35.5亿美元 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投资总额的22.7%,在新中资企业数量

超过七千五百家。    

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新今后合

作的一大增长点。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将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这是”

一带一路”合作的新亮点。2018年，中国

已同新加坡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文

件。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各有关

方优势互补合作，发挥各方在资源、资

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提高项目

成功率和扩大惠及面；有利于相互支撑 配

合，增加项目透明度，减少投资风险；有

利于践行“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

享。建议中新企业在“拓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多实施探讨，在走进东盟其他国家

时、在走进其他区域国家时，开展合作。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主办的东盟商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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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介绍
中国与东盟建筑行业的合作

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及其相关行业

企业走进东盟的越来越多，中国

与东盟在建筑及其相关行业的合作日益密

切，正在呈现优势互补、合作发展之势。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强劲

2019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3.5%，其增速快于同

期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东盟为中国第

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贸易超过中美

贸易。

中企在东盟直接投资明显增长。2019

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越南新增投资额是上年

同期的近六倍，到2019年底中国很可能自

2007年后首次超

越 日 本 ， 坐 上

对越新增投资的

“头把交椅”。

泰国投资委员会

2019年1月至3月

批 准 的 来 自 中

国的直接投资增

至上年同期的两

倍。在菲律宾方

面，2018年来自

中国的投资批准

额已经居于首位。

 

东盟建筑行业商机多

东盟地区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目

前，东盟各国在落实《东盟互联互通总体

规划（至2025年）》，基础设施建设需

求强劲，亟需引进国际优势产能支持基

础设施升级发展和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一

体化进程。

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从2016年到2030

年，东盟每年需要2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

投资。

2019年5月，第十届国际基础设施投

资与建设高峰论坛发布了《“一带一路”

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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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

得分情况来看，东盟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已连续三年在地区排名中位居第一。

具体来看，东盟国家中，印尼发展

指数为138，位列第一。越南、马来西亚

发展指数分别为123和119，位居第二和第

三位。而从总排名来看，印尼和越南同样

位列七十一个重点国家的前两名。这七十

一个重点国家当中包括六十三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8个葡语国家。2019年东盟

指数为125，主要国家的指数排名均比较靠

前。在东盟十个国家中，有六个国家的指

数得分位列本年度排行榜前20位。

7月14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威在

一场3万人出席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了他第

二个任期的施政重点，包括：加速发展基

础建设。佐科威在4月份表示推出“国家重

建计划”，在2020年到2024年期间兴建25

座机场、升级165座机场、建设电站和海上

高速公路。

根据柬埔寨国土规划与建设部的报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柬埔寨建筑业的投资

项目共有2047个，总面积约700万平方米，

投资总额达33.9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21.53亿美元相比，增长了57.75%。

日前，泰国新政府表示，其重要任

务之一是促进和加快规划中的基础设施发

展，这将成为今年泰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

动力。

六月份，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第35

届东盟领导人会议的主题是“推进可持续

发展的伙伴关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成

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东盟领导

人会议表示，期待在今年底召开的第35届

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启动东盟基础设施项

目以及相关峰会。

中国—东盟建筑行业互补性强

中国建筑行业发展成熟、经验丰富，

相对东盟有些国家具有技术、管理、资金

和人员优势。中国工程机械、建材、装饰

装潢企业在东盟发展正当时。

近年来，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

行理事长许宁宁多次率由中国知名建筑企

业家组成的商务团访问东南亚。许宁宁执

行理事长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

中国—东盟建筑行业合作商机纷呈。他建

议，中国企业走进东盟要选准合作伙伴，

做好可行性研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许宁宁执行理事长表示，中国—东

盟商务理事会正在助力双方企业合作发

展。中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双方的互补

性，抓住商机，对接合作，共同开拓东

盟建筑市场。

中国—东盟建筑行业合作委员会

中国—东盟建筑行业合作委员会是

由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2016年牵头成立

的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筑领域的交流合作机

制，来自老挝建筑商公会、新加坡建筑材

料商公会、越南承包商协会、新加坡制造

商总会、缅甸建筑商协会、马来西亚建筑

承包商协会等东盟国家建筑协会负责人共

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东盟建筑行业合作委

员会，正在促进双方建筑行业及其企业合

作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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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建筑行业合作委员会宗旨

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建筑行业及其企业在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其主要职能是：

1. 推动中国与东盟建筑行业内交流，通过

 信息交流、会议展览、能力培训等各类活 

 动，为区域内建筑企业合作创造机会；

2. 鼓励支持各国建筑企业之间进行多种方

 式的合作；

3. 推动区域内各国降低建筑企业在区域国

 家投资与发展的门槛；

4.促进建立统一的电子口岸数据平台，相

 互简化出入境手续，简化区域内建筑的手

 续，加快通关速度，提高通关效率；

5. 定期组织召开建筑行业对接会议；

6. 向各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积

 极协调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7.相互介绍本国建筑行业发展规划，平等

 协商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物建筑行业发

 展的重大事项；

8. 加强物建筑行业与其他相关行业的沟通与

 协作，推动区域建筑行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9. 推广中国与东盟建筑行业企业合作的成

 功经验，提升企业价值，树立品牌形象；

10.协助协商解决委员会成员之间的经贸合

 作产生的纠纷。

节录自

《“一带一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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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介绍
新加坡未来五十年的城市规划

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

城市人口密度与日俱增，提升祖

屋生活质量迫在眉睫。3月27日，我国市区

重建局发布2019年发展总蓝图，以规划未

来的城市发展方向。纵观发展总蓝图可见，

新的城市规划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如大

力兴建基础设施与居民住宅、增加居民社区

的绿色空间和保留历史文化记忆等。

发展总蓝图主要有以下几项规划：

备受瞩目的3D地下城

新加坡土地资源有限，建国以来虽

成功以填海和建造高楼等方式扩大可用空

间。随着科技进步与城市人口增加，有关

专家与政府开始探讨让城市发展“走入

地下”。政府率先为三个地区制作3D地

图，分别为裕廊创新区（Jurong Innovation 

District），榜鹅数码区（Punggol Digital 

District）和滨海湾（Marina Bay）。该三

个地区地下空间总面积约650公顷。

以下图的滨海湾为例，地铁线路、

停车场、高速公路、人行连道、公共服务

隧道和地区制冷设备统统包含在内地下设

施互相连通。在滨海湾地下可以购物、吃

饭，地下步行就可以穿梭在写字楼间，甚

至可以直接从地下走去圣淘沙！

而对于裕廊和榜鹅的地下城，专家是

这样说的：“我觉得只要是不需要阳光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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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会带来污染或吵杂的工业区，都可以

移到地下。这样一来陆地的空间就能腾出

来供人们生活。”

 CBD更具住宅功用

新加坡的金融区目前主要是办公区域

和商业区域，而这些区域一到夜晚和周末

就基本变成一座人烟稀少的“空城”。因

此，政府推出中央商业区奖励计划（CBD 

Incentive Scheme），让市区现有办公建筑

的容积率提高至三成，鼓励业主将建筑改

为住宅和酒店用途，提高市区居住人口与

活力。

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

财3月27日为2019年发展总蓝图草案展览主

持开幕仪式时，宣布上述发展计划。他指

出，中央商业区的建筑主要为办公用途，

政府因此希望让这个地区发挥更广泛用

途，不仅是工作的地方，也是充满活力的

生活和娱乐场所。

除了中央商业区，黄循财表示，政府

也将推出策略发展项目奖励计划Strategic 

Development Incentive Scheme）。鼓励

全岛的现有商用建筑业主合作，全面发展

相邻项目，激发大胆且创新的街道或地区

转型方案。

 

打造三道经济门户 

为长远发展，政府将在东西北部打

造三道经济门户，在市区和成熟住宅区兴

建新住宅和设施，以及增加1000公顷的绿

化空间，让新加坡继续成为充满活力、竞

争和宜居性的城市。三道经济门户互分别

借助大士港口、新柔地铁和樟宜机场，即

海、陆、空的连接来接触海外市场。北部

经济门户除了榜鹅数码区之外，也将涵盖

勿兰区域中心和新的农业食品创新园。西

部经济门户覆盖裕廊湖区，裕廊创新区和

2050年将建成的大士港口，将裕廊湖区打

造为新加坡第二个中央商业区。有望创造

10万个就业机会，并提供2万个住宅单位。

南北海岸区 

在新的总蓝图草案中，政府这次沿

着西部海岸划定了一个总面积2000公顷的

地皮，以计划未来发展为南部濒水地区 

（Greater Southern Waterfront） 。

除了滨海湾将建地下城，很多集装箱

码头或发电厂的巴西班让一带将变成一个

结合生活时尚和文化遗产的特色区。 

而在新加坡的北部海岸线 ，为了打造

更绿意盎然的居住环境，从樟宜到林厝港

一条全长50公里的岸线将被开辟为新的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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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海岸区（Greater Rustic Coast）。这个海

岸区将建立步道穿过许多自然保护区与公

园，也会经过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军用和工

业设施，并一直延伸到榜鹅和樟宜尾。

其中兀兰的居民最有福气他们更是能

享受两个自然廊道的便利因为2021年即将

完工的铁道走廊（Railway Corridor）的起

始点也在兀兰。

同时，铁道走廊附近，也会兴建住宅

和相关设施。全长24公里的铁道走廊，从

南部的丹戎巴葛延伸至北部的兀兰，一路

连接南部濒水地区，女皇镇、东陵福、武

吉知马、蔡厝港和双溪加株等市镇铁道走

廊的改善工程将在两年后完成。到时将有

约100万人居住在其一公里范围内，沿途也

将兴建更多住宅区和商业园 。

发展文化历史区

政府也会在碧湾区（Bayshore）、达

哥打弯（Dakota Crescent）、花拉公园、铁

道走廊沿途地区以及加冷河一带兴建住宅

和设施，同时保留这些地区富有文化历

史意义的重要建筑，例如前武吉知马消

防局、花拉公园游泳池、标志性鸽子游

乐场等。

为未来经济发展做好准备之余，新总

蓝图草案并未忽略我国的环境绿化和人民

归属感。黄循财表示，目前我国全岛各类

的绿色空间占了约7800公顷，未来十年至

十五年会增添约1000公顷的绿色空间，包

括长达400公里的公园连道，让大多数国人

只须步行十分钟，就能抵达公园，沉浸在

绿意盎然的环境里。

目前出炉的是总蓝图草案，相关当局

也在收集公众对草案的反馈和意见，预计

总蓝图会在今年下半年敲定。新的发展总

蓝图规划的是新加坡下一阶段的转型。所

有人都有机会参与重新构建城市面貌，共

同为下一代塑造更美好家园！ 

（编委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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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介绍
六商团座谈会 ——中小企业转型与数码化

科技日新月异，我国政府大力推进

为中小企业而设的数码化计划， 

鼓励中小企业积极转型进入数码化，通过

生产力解决方案津贴（PSG）和企业发展

计划（EDG）为企业提供高达七成的资

助。鼓励中小企业积极踊跃申请计划和津

贴，为企业转型注入新的活力。

作为六商团轮值主席的我会，于今年

6月28日召开第一次六商团座谈会。座谈

会除了六商团会长及代表汇报及交流行业

讯息外，我会积极响应国策，请来建设局

和中小企业商会以及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

发展局负责人和专业人士，莅临现场，以

“中小企业转型与数码化”为主题做相关

分享介绍。TAC顾问公司总裁Mr Steven 

Tan安排和协调这个讲座。

“十年变化”见微知著

建设局的Delfin Yeo（杨丽云）高级经

理，以“十年变化”为切入点，例举建筑

业谈论项目进程时所处环境的十年转变，

从骄阳似火的露天工地到舒适宜人的冷气

办公室。用行业转变折射社会变化，从而

引申出科技正以势不可挡之态引领着时代

进步。她的演讲主题鲜明，言辞风趣幽默

引人入胜。 

她提出日益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下，数

码革命、快速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对建筑行

业的影响不可小觑，企业转型势在必行。

其中数码革命迫在眉睫，而数码化在建筑

行业的具体表现为：智能建筑、新建筑技

术、数码化工程流程的书写等。快速城市

化则是人口迅速增长对建筑效率、质量的

要求日益提高。气候变化作为日益显著的

全球问题，以环保为主题的绿色建筑成为

新的潮流。

她谈到政府为更高效促进我国中小

企业转型，为各行各业制定产业转型蓝

图。建设局也在2017年推出建筑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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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致力于促进我国建筑业运用更具效

率和生产力的建筑方式、拥抱数码科技，

为市场提供高质量建筑和服务。当然，建

筑产业转型蓝图的具体实施，需要建筑行

业与高等学府、公会和政府共同合作。我

国建筑行业的愿景，是希望未来更多具有

先进与综合性的建筑行业，有开拓与合作

精神的公司，重中之重是能够为新加坡人

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而推动愿景的六项

策略分别为：革新、生产效率、工作和技

能、国际化、政府反馈。

转型的范围包括：智能（集成数码传

输、数码建筑）、高效（制造与装配的设

计）、环保（绿色建筑）。其中重要的一

项，集成数字交付，包括数码设计、数码

制作、数码建筑、数码资产交付与管理。

她例举了分包商在集成数字交付中的便

捷，如工程师可通过移动设备提供缺陷，

实时获取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管理，自

动整合相关数据等，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政府为了我国中小企业转型的不同需

求也提供了多项协助，从培养人才、促进

业者合作和协助本地建筑公司进军国际三

方面着手，落实建筑业转型蓝图计划。她

在演讲的最后也期望未来的计划能完美实

现，商户（公司）、工会、高等学府（个

人、政府）三方能合作完成产业转型，共

同迈入数码化时代。谨祝我国中小企业能

够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下齐头并进蒸蒸

日上，共同迈入行业新时代！

“知己，知彼，找帮手”

中小企业商会的首席顾问冯志刚代

表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也就企业数码化

进行演讲，他深入浅出的分享企业数码化

相关知识，让在座听众茅塞顿开。他以

“知己、知彼、找帮手”开篇，分别以通

俗易懂的的语言引申为：企业清晰的自我

认知，明确已达到的数码化程度；了解数

码化和如何启动企业数码化计划；寻求帮

助。将大家似懂非懂的企业转型解读的更

为直观清晰，便于理解。

他谈到中小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

中举足轻重的商业群体，是我国经济的

“心脏”。中小企业占本地企业总数的

99%，劳动力人口占三分之二，贡献GDP

占全国总值50%，所以中小企业转型进入

数码化于我国经济至关重要。数码化，

简单说来便是将信息转换成数字（数字图

像、数字声音等）的过程。不同于传统商

业模式，企业数码化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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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运作方式，在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

成本、创造新的营收机会、扩大经营模式

等有着无可比拟的提升。他将数码化发展

做了清晰明确的路线图，分为三个阶段：

（1）为迎接数码经济做好准备。（2）在数码

经济中取得增长。（3）实现跳跃式发展。

针对我国94%的中小企业内部员工中

没有ICT专业人士和面对突如其来数码化冲

击的重大压力，中小企业商会积极制定相

关对策帮助中小企业完成转型。如：数码

化启动计划、推行成本低廉高效的全国电

子发票网络 、预先批准的数码解决方案，

提供津贴支持、中小企业中心免费问询及

相关数字解决方案建议、项目管理服务，

为企业提供专业数码项目经理，高效落实

企业数码化转型等。

两场演讲结束，在座本会董事及六商

团成员代表，受益良多满载而归。希望本

会会员商号及六商团成员，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将企业转型付诸行动，在一日千里

的经济形势下激流勇进一往无前。相信我

国中小企业必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

（编委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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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介绍
新建材 ——浅谈集成吊顶与墙面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建筑领

域对建筑材料的要求日趋提高，

各种新型建筑材料层出不穷。与传统建筑

材料相比，新型建材功能性更多样化，且

具有轻质、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特性。新

型建筑材料主要包括新型建筑结构材料、

新型墙体材料、保温隔热材料、防水密封

材料和装饰装修材料。本文仅选择装饰装

修材料中的天花吊顶（扣板）与墙面材料

以简述。

天花吊顶材料的发展及运用

传统吊顶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时称

“承尘”，唐宋时期，顶上多采用帐幔、

木天花。古代皇家贵族的住所吊顶多呈现

方、圆为主设计，且辅以彩绘，颇为美

观。发展至当代，早期乡村住房中，人们

在室内结构中刷一层石灰，以起到遮掩梁

柱、管线、隔热等作用，同时天花

板的功能和装饰作用被日趋重视。

天花吊顶其功能自最初的遮丑

挡灰，逐渐发展至集美观、隔音、

智能等为一体。第一代吊顶产品主

要以石膏板、矿棉板为主。经过不

断改进，研发出防水石膏板和矿棉

吸音板。但因其版型单一，不易擦

洗，多被应用于工程项目；第二

代吊顶产品以PVC板为主，但由于PVC板

抗氧化性差，不防火，易变形变色，多被

用于老式普通家装；第三代吊顶产品主要

以金属板为主，其中铝扣板因版型多，线

条流畅，颜色丰富，且具备防火、防潮、

易安装清洗等功能，备受市场青睐。天花

从石膏板、矿棉板、PVC、铝扣板发展至

今，已有150多年历史，而人们对天花吊顶

要求也逐渐提高。

随着住宅精修比例的提高，针对传

统吊顶不合理的功能捆绑和空间布局、不

协调的产品外观及不能满足消费者一站式

的采购需求等缺陷，厨卫集成吊顶应运而

生。将吊顶拆分为照明、取暖、换气等功

能单个模块，根据用户需求自主设计，自

由搭配，随时增减模块，具备极大延伸

性。由于集成吊顶物美价廉、便于安装、

检修，美观、大方，可自由组合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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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逐渐被广大消费者所认可。

顶墙集成不再局限于吊顶和电器的

组合，而是将顶面与墙面硬装、软装材料

进行模块化集成，达到全屋整装一体化的

效果，且具备免漆、毛坯施工、轻便、个

性定制、装修风格统一等特性。融合集成

墙面和集成吊顶优势，且涵盖了实木制成

类、生态木类、生态石类、铝发泡节能类

等环保材料。顶墙集成理念自面世至今，

实践过程中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等

的应用方面也都不断做出改进，而这些进

步也预示着我们建筑行业的未来将会一日

千里，充满无限可能。

集成墙面的发展

墙面材料作为建筑材料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纵观其发展史，大致经历了这样

几个时期：泥土水泥墙时代、白灰时期、

仿瓷时期、乳胶漆时期、壁纸时期、生态

壁材时代和集成墙面时代。 

集成墙面材料是将装饰面层、基材、

功能模块及配件集成，在工厂预制并现场

装配式安装 。 其表面不仅具备墙纸、涂料

等的彩色图案特性，而且立体感很强，拥

有凹凸质感。同时集成墙面还拥有保温隔

热、隔音、防火、超强硬度、防水防潮、

绿色环保、安装便利、易擦洗不变形、时

尚美观、节约空间等诸多优点。按材质可

分为：金属集成墙面、竹木纤维集成墙

面、木材集成墙面、石塑集成墙面、陶瓷

集成墙面等。

2009年家装污染及工序繁琐等弊端突

显，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个性化定制

家装的需求，集成化全屋装修方案适时出

现。至此家装行业开始从室外走向室内，

从厨卫走向客厅、卧室，从顶面向墙面延

伸，多种材质集成安装。 近十年来，集成

墙面营销从批发到专卖，产品从单一到多

元，从无商标到品牌云集，集成墙面走过

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下，逐渐趋于规范化和正式化。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集

成墙面的品种、功能和用途等都有了更高

更严格的要求，对品牌的认同程度也与日

俱增。集成墙面现已形成有强力竞争力的

品牌，在全屋整装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

集成墙面的推出，将会是装修行业里

一个里程碑的开始。集成墙面是除地面以

外的所有立体空间一次完成，极大缩短装

修时间，同时节约人工成本。它使室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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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告别油漆等对人体有害材料的使用，真

正实现“低碳、低排放”的环保理念。

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室内装修业将

有更大的发展，而集成墙面作为室内装修

的重要材料之一也将随之发展。装修三大

巨头，顶、墙、地板，任何一样都不可缺

少，集成墙面的多样风格、简易安装和实

力质量，必将在全屋整装里大展身手。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资源的

共享为各行各业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更为直

观、清晰化的分析和评估。集成墙面的快

速发展，对传统墙面材料如墙纸和乳胶漆

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于全屋整装行业

来说，今年是快速成长期，而集成墙面行

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将会成为整个行业

的风向标。

（取材自“中国·嘉兴2019首届世界

吊顶和幕墙行业大会”会刊）

中国—东盟嘉兴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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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介绍
新建材 ——隔热材料

现代社会工业迅速发展，全球气温

不断上升，有科学家预测2050年

全球温度将上升2至4摄氏度。我国在过去

四十年里，平均温度每十年上升0.29摄氏

度，根据相关研究预计到了2100年，本地

日均气温将增加1.4至4.6摄氏度。

日益严峻的温室效应下，为降低组屋

室内温度，营造舒适居住环境，我国建屋

局携手德国化工企业，探讨采用新型隔热

建筑材料。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将该高效能

隔热材料融入组屋顶棚嵌板设计，乃至组

屋外墙等，以达到将室内温度降低二摄氏

度之目的。其中效果卓有成效的一款是以

硅为主的新型材料，目前已应用于德国、

瑞士和伦敦的建筑物。

除此之外，目前市面出现的新型隔热

材料大致有以下四种：

1.新型隔热材料——聚氨酯硬泡 

（Polyurethane rigid foam）

聚氨酯硬泡作为有闭孔结构且密度

小的微孔泡材料，其不仅隔热性能好，热

导率小，且吸水率很低，施工操作尤为方

便。因为聚氨酯硬泡属于新兴材料，工艺

相对不成熟，故目前采用在外墙表面喷涂

方式进行隔热处理。一般只要四到六人一

天就可以喷涂泡沫15立方米以上，喷涂的

厚度大概为30厘米，可喷涂的面积多达500

平方米，比传统的材料多出数倍。

聚氨酯硬泡还有以下优势：环保、防

水、重量轻、阻燃性能优越、密封性好、

粘结力强等。

 

2.新型隔热材料——聚苯板隔热

层（Polystyrene board insulation）

聚苯板隔热层是采用粉碎的聚苯乙



专

文

介

绍

75

烯泡沫塑料盒水泥混合而成的屋面板，处

于防水层和细石混凝土面层之间，该面板

不仅有隔热效果，用作隔热层还可以避免

面层细石混凝土热胀冷缩拉裂防水层。聚

苯板隔热层的特点为：优异的保温隔热性

能、高强度抗压性能、优越的抗水、防潮

性能以及防腐蚀、经久耐用、造价低；但

因为其强度低，故防火性能有所欠缺。膨

胀聚苯板吸水率偏高容易吸水，随着吸水

量的增大，其导热系数也增大，保温效果

随之变差。

3.新型隔热材料——FS水泥粉

煤灰保温屋面（FS cement fly 

ash insulation roof）

 FS水泥粉煤灰保温屋面是采用硫

铝酸盐水泥、发泡剂、稳泡剂及粉煤灰等

材料浇筑并发泡成型。其环保性能优越，

综合利用率高。因为该材料的密度小，热

导率低，所以保温性能好。由于FS型保温

材料为闭口结构，其含水率和吸水率都较

低，所以施工中不仅可省去淋水湿润的工

序，也避免了水泥砂浆找平层的水分被吸

收带来的弊病。另外，由于FS型保温层面

可减少屋面厚度、女儿墙的高度、出屋面

管及垛的高度，从而降低成本。以及其质

地轻盈，运输与施工方便等，达到减轻屋

面荷载与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效率之效。

 

4.新型隔热材料——FB新型复

合屋面板（FB new composite 

roof panel）

FB新型复合屋面板由保温板、轻质结

构板以及空气层三层保温隔热层组成，其

保温隔热效果非常好，而且还采用特殊处

理使其防水效果也很好。它的质地轻盈，

相比传统的屋面重量减轻约230kg/m2，提

高了工作效率。FB新型复合屋面板采用轻

质结构板、保温板和空气层三层保温隔热

层,保温隔热效果明显优于传统屋面作法。

另外,它采用结构板自身刚性防水和TS卷材

柔性防水的复合防水体系,板接缝处采用密

封材料嵌缝、密封和防水卷材相结合的两

道接缝处理,可取得刚柔并济、双重保险的

防水效果。

（编委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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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历届董事名表

第廿二届（1946/1947）董事会
会    长：森林公司   副会长 ：再庆兴公司 

司   理 ：福长源公司  副司理 ：沈昭茂  

财    政：金协兴   查    账：新福兴

中文书 ：金协利有限公司  英文书 ：江联和枋廊  

交    际：新协发公司   副交际 ：友发枋廊  

董    事：新瑞兴公司    新丰兴有限公司    金和成枋廊   全成枋廊   泉来成   洽茂枋廊   泉再成

第廿三届（1948/1949）董事会
会   长 ：森林公司   副会长 ：再庆兴公司 

司   理 ：金协兴  副司理 ：沈昭茂  

财    政：新协发公司    查    账：新福兴  

中文书 ：金协利有限公司  英文书 ：福长源公司   

交    际：友发枋廊   副交际 ：新瑞兴公司   

董    事：江联和枋廊   新丰林有限公司   和隆   洽茂枋廊   全成枋廊   泉再成   金和成枋廊  

第廿四届（1950/1951）董事会
会   长 ：森林有限公司   副会长 ：再庆兴公司 

司   理 ：新福兴有限公司  副司理 ：沈昭茂  

财    政：新协发公司    查    账：金协兴   

中文书 ：新瑞兴公司   英文书 ：江联和枋廊   

交    际：友发枋廊   副交际 ：全成枋廊   

董    事：金协利有限公司   福长源公司   金和成枋廊   新丰林有限公司   洽茂枋廊  和隆   友和

 

第廿五届（1952/1953）董事会
会    长：森林有限公司——孙炳炎  副会长 ：新福兴有限公司——王仁育  

司   理 ：再庆兴公司——林玉铨  副司理 ：沈昭茂——沈孔  

财    政：新协发公司——许经赤    查    账 ：金协兴枋廊——谢再生    

中文书 ：福长源公司——陈启算     英文书 ：沈天成公司——沈明生    

交    际：友发枋廊—— 陈式宇  副交际 ：森成兴枋廊——林开发  

董    事：金和成枋廊    新瑞兴公司   江联和枋廊   金协利有限公司   新丰林有限公司    洽茂枋廊   全成枋廊 

第廿六届（1954/1955）董事会
会   长 ：森林有限公司——孙炳炎  副会长 ：新福兴有限公司——王仁育  

司   理 ：再庆兴公司——林玉铨  副司理 ：友发枋廊——陈式宇 

财    政：沈昭茂——沈孔   查    账：金协兴枋廊——谢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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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 ：福长源枋廊——陈启算     英文书 ：江联和枋廊——江长金  

交    际：新协发公司——许经赤   副交际 ：金和成枋廊——洪忠成       

董    事：全成枋廊——赵德杂         森成兴枋廊——林开发        沈天成公司——沈明生        

   泉来成枋廊——吴继秋     洽茂枋廊——陈神威        新瑞兴公司——黄金堂  

候补董 事：坤发公司   大山公司     新丰林有限公司     胜发公司      沈建裕     友和枋廊

第廿七届（1956/1957）董事会
会   长 ：森林有限公司——孙炳炎  副会长 ：新福兴有限公司——王仁育  

司   理 ：再庆兴公司——林玉铨  副司理 ：新合发公司——周兴宣 

财    政：沈昭茂——沈孔   查    账：金协兴枋廊——谢再生    

中文书 ：福长源公司——陈启算     英文书 ：森联有限公司——李源水 

交    际：友发枋廊——陈式宇   副交际 ：胜发公司——李金声       

董    事：江联和枋廊——江长全  森成兴公司——林开发  全成枋廊——赵德杂 

   金协利有限公司——陈天助     洽茂枋廊——陈神威      坤发公司——王火金 

   金和成枋廊——洪忠成 

候补董 事：明盛公司——黄文江  大山公司——洪顺兴   泉来成枋廊——吴继秋 

   沈建裕——沈添谋  裕发  

第廿八届（1958/1959）董事会
会   长 ：森林有限公司——孙炳炎  副会长 ：新福兴有限公司——王仁育  

司   理 ：再庆兴公司——林玉铨  副司理 ：友联有限公司——吴孔志  

财    政：沈昭茂——沈孔   查    账：金协兴枋廊——谢再生    

中文书 ：福长源枋廊——陈启算     英文书 ：新合发公司——周兴宣  

交    际：森联有限公司——李源水    副交际 ：胜发公司——李金声       

董    事：森成兴有限公司——林开发 江联和枋廊——江长金  金协利有限公司——陈天助 

   全成号枋廊——赵德杂 大山公司——洪顺兴  洽茂枋廊——陈神威

    茂林枋廊——唐祖基 

候补董 事：森业公司——孙河洲 友发枋廊——陈式宇  福兴枋廊——谢新玉 

   沈建裕——沈添谋

第廿九届（1960/1961）董事会
产业信托人：孙炳炎   沈孔   王仁育

会   长 ：森林有限公司——孙炳炎  副会长 ：新福兴有限公司——王仁育  

司   理 ：再庆兴有限公司——林玉铨  副司理 ：森成兴有限公司——林开发 

财    政：森联有限公司——李源水   查    账：金协兴枋廊——谢再生    

中文书 ：福长源枋廊——陈启算     英文书 ：友联有限公司——吴孔志  

交    际：沈昭茂——沈孔     副交际 ：友发枋廊——陈式宇       

董    事：新合发公司——周兴宣 胜发公司——李金声  江联和枋廊——江长金

   全成枋廊——赵德杂 茂林枋廊——唐祖基  洽茂枋廊——陈神威

   金协利有限公司——陈天助 

候补董 事：坤发公司——王火金 明盛公司——黄文江  大山公司——洪顺兴

   吴福茂枋廊——吴福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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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十届（1962/1963）董事会
产业信托人：孙炳炎   沈孔   王仁育  名誉会长 ：森林有限公司——孙炳炎

会      长 ：沈昭茂——沈孔  副 会 长 ：新福兴有限公司——王仁育  

司      理 ：再庆兴有限公司——林玉铨  副 司 理 ：森联有限公司——李源水  

财      政 ：森成兴有限公司——林开发   查      账 ：金协兴枋廊——谢再生   

交       际 ：胜发公司——李金声     副 交 际 ：金合利有限公司——林维盼 

中 文 书 ：福长源公司——陈启算     英 文 书 ：友联有限公司——吴孔志  

董       事 ：吴福茂枋廊——吴福洲 洽茂枋廊——陈神威  茂林枋廊——唐祖基

   江联和枋廊——江长金 全成枋廊——赵德杂  新合发有限公司——周兴宣

   坤发公司——王进源

候补董 事 ：  明盛公司——黄文江 成和公司——王长太  沈建裕——沈添谋

第卅一届（1964/1965）董事会
产业信托人：孙炳炎   沈孔   王仁育  名誉会长 ：森林有限公司——孙炳炎

会      长 ：沈昭茂——沈孔  副 会 长 ：新福兴有限公司——王仁育  

司      理 ：再庆兴有限公司——林玉铨  副 司 理 ：森联有限公司——许拱照  

财      政 ：森成兴有限公司——林开发   查      账 ：金协兴枋廊——谢再生    

交       际 ：金合利有限公司——林维盼     副 交 际 ：胜发公司——李金声

中 文 书 ：福长源公司——陈启算     英 文 书 ：裕廊砖厂有限公司——曾华楫

董       事 ：友联有限公司——吴玉川 森成公司——孙炳良  达丰有限公司——詹贻祖

   协德东记——郭重年 坤发公司——王进源  成和公司——王长太

   森茂利公司——林百祥

候补董 事 ：  沈建裕——沈添谋 新加坡电钢网有限公司——叶顺贵

第卅二届（1966/1967）董事会
产业信托人：孙炳炎   沈孔   王仁育  名誉会长 ：森林有限公司——孙炳炎

会      长 ：沈昭茂——沈孔  副 会 长 ：新福兴有限公司——王仁育  

司      理 ：再庆兴有限公司——林玉铨  副 司 理 ：金合利有限公司——林维盼  

财      政 ：森成兴有限公司——林开发   查      账 ：金协兴枋廊——谢再生    

交       际 ：胜发公司——李金声     副 交 际 ：森茂利公司——林百祥

中 文 书 ：福长源公司——陈启算     英 文 书 ：裕廊砖厂有限公司——曾华楫

董       事 ：森联有限公司——许拱照 达丰有限公司——詹贻祖 坤发公司——王进源

   友联有限公司——吴玉川 成和公司——王长太  新合发有限公司——周兴宣

候补董 事 ：  协德东记有限公司——郭重年 茂林枋廊——唐祖基

   南洋商行有限公司——杨杏昌 明盛公司——黄文江

第卅三届（1968/1969）董事会
产业信托人：孙炳炎   沈孔   王仁育  名誉会长 ：森林有限公司——孙炳炎

会      长 ：沈昭茂——沈孔  副 会 长 ：新福兴有限公司——王仁育  

司      理 ：再庆兴有限公司——林玉铨  副 司 理 ：金合利有限公司——林维盼  

财      政 ：森成兴有限公司——林开发   查      账 ：金协兴枋廊——谢再生    

交       际 ：胜发公司——李金声     副 交 际 ：森茂利公司——林百祥

中 文 书 ：友联有限公司——吴玉川    英 文 书 ：裕廊砖厂有限公司——曾华楫

董       事 ：森成公司——孙炳良 达丰有限公司——詹贻祖 福长源枋廊——陈启算

   森联有限公司——许拱照 成和公司——王长太  协隆盛枋廊——汪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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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大有限公司——蔡西荣

候补董 事 ： 南洋商行有限公司——杨杏昌 永美有限公司——童子坚

   南新有限公司——吴孔志  泉南枋廊——陈昭钟

第卅四届（1970/1971）董事会
产业信托人：孙炳炎   沈孔   王仁育  名誉会长 ：森林有限公司——孙炳炎

会      长 ：再庆兴有限公司——林玉铨  副 会 长 ：沈昭茂私人有公司——沈成和

司      理 ：永美有限公司——童子坚  副 司 理 ：金合利有限公司——林维盼  

财      政 ：森成兴有限公司——林开发   查      账 ：金协兴有限公司——谢进发    

交       际 ：胜发公司——李金声     副 交 际 ：森茂利公司——林百祥

中 文 书 ：友联有限公司——吴玉川    英 文 书 ：南洋商行有限公司——杨杏昌

董       事 ：南新有限公司——吴孔志 达丰有限公司——詹贻祖  茂林枋廊——唐祖基

  星马网业公司——叶福 成和公司——王长太   协隆盛枋廊——汪荣通

  全成枋廊——赵德

候补董 事 ： 坤发公司——王进源 森联有限公司——许拱照  福长源枋廊——陈启算

   森成公司——孙炳良

第卅五届（1972/1973）董事会
名誉会长 ：森林有限公司——孙炳炎

会      长 ：再庆兴有限公司——林玉铨  副 会 长 ：沈昭茂私人有公司——沈成和

司      理 ：永美有限公司——童子坚  副 司 理 ：金合利有限公司——林维盼  

财      政 ：森成兴有限公司——林开发   副 财政 ：集祥有限公司——林亚狮 

查      账 ：金协兴有限公司——谢进发

交      际 ：胜发公司——李金声     副 交 际 ：新中有限公司——汪建福

中 文 书 ：远大有限公司——郑春田    英 文 书 ：国际商业公司——陈明水

福      利 ：协盛隆枋廊——汪荣通   副 福 利 ：森茂利公司——林百祥

董      事 ：友联有限公司——吴玉川  南洋商行有限公司——杨杏昌

  裕廊砖厂有限公司——曾华楫

第卅六届（1974/1975）董事会
名誉会长 ：森林私人有限公司——孙炳炎

会      长 ：再庆兴私人有限公司——林玉铨 副 会 长 ：沈昭茂私人有公司——沈成和

司      理 ：永美私人有限公司——童子坚 副 司 理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维盼  

财      政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开发  副 财政 ：集详私营有限公司——林亚狮

福      利 ：胜发企业私人有限公司——李金声  副 福 利 ：裕廊砖厂私人有限公司——曾华楫

交      际 ：协盛隆枋廊——汪荣通     副 交 际 ：森茂利枋廊——林百祥 

查      账 ：金协兴有限公司——谢进发

中 文 书 ：南洋商行有限公司——杨杏昌  英 文 书 ：国际商业公司——陈明水

董      事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联 远大私人有限公司——郑春田

  亚洲电钢网私人有限公司——余祥洪 新中私人有限公司——汪建福

第卅七届（1976/1977）董事会
名誉会长 ：孙炳炎   林玉铨

会      长 ：永美有限公司——童子坚  副 会 长 ：沈昭茂私人有公司——沈成和

司      理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副 司 理 ：新中私人有限公司——汪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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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普地  副 财政 ：金协兴有限公司——谢进发

交      际 ：森成兴有限公司——林开发    副 交 际 ：协盛隆建筑材料供应商——汪荣通 

福      利 ：裕廊砖厂私人有限公司——曾华楫  副 福 利 ：亚洲电钢网私人有限公司——余祥洪

中 文 书 ：集详私营有限公司——林亚狮 英 文 书 ：国际商业公司——陈明水

查      账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董      事 ：再庆兴有限公司——林玉铨  森林私人有限公司——孙敬成

  胜发企业私人有限公司——李金声 远大私人有限公司——郑春田

候补董 事 ： 南洋商行有限公司——杨杏昌 达丰私人有限公司——詹贻祖

  星马网业私人有限公司——叶福 新美私人有限公司——蔡景孝

  成和公司——王亚拾  新福兴私人有限公司——陈钦辉

  星美私人有限公司——王春龙 龙华私营有限公司——孙清水

第卅八届（1978/1979）董事会
名誉会长 ：孙炳炎   林玉铨   林维盼   王仁育   林开发   李金声

会      长 ：永美有限公司——童子坚  副 会 长 ：大通发展私人有限公司——沈宝和

司      理 ：龙华私营有限公司——孙清水 副 司 理 ：沈昭茂私人有限公司——沈成和  

财      政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财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交      际 ：通用企业私营有限公司——吴锡春 副 交 际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开发

福      利 ：协盛隆建筑材料供应商——汪荣通  副 福 利 ：星美私人有限公司——王春龙

中 文 书 ：新中私人有限公司——汪建福 英 文 书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钟顺茂

查      账 ：金协兴私人有限公司——谢进发

董      事 ：联成兴贸易私人有限公司——潘坤成 再庆兴私人有限公司——林玉铨

  江山私人有限公司——杜和发 森林私人有限公司——孙敬成

候补董 事 ： 南京企业私人有限公司——林金隆 奥斯科私人有限公司——陈明耀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笃汉 华东有限公司——林恩善

第卅九届（1980/1981）董事会
名誉会长 ：孙炳炎   林玉铨   林维盼   王仁育   林开发   李金声

会      长 ：永美私人有限公司——童子坚 副 会 长 ：大通发展私人有限公司——沈宝和

司      理 ：沈昭茂私人有限公司——沈成和 副 司 理 ：龙华私营有限公司——孙清水  

财      政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财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交      际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器 副 交 际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陈炳章

福      利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笃汉  副 福 利 ：新中私人有限公司——汪建福

中 文 书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钟顺茂 英 文 书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陈明水

查      账 ：南昌行私人有限公司——吴锡春

董      事 ：森林私人有限公司——孙敬成 金协兴私人有限公司——谢进发

  新美（新）私人有限公司——黄子元 协盛隆建筑材料供应商——汪荣通

第四十届（1982/1983）董事会
名誉会长 ：孙炳炎   林玉铨   林维盼   王仁育   林开发   李金声   童子坚

会      长 ：大通发展私人有限公司——沈宝和 副 会 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司      理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黄世荣 副 司 理 ：龙华私营有限公司——孙清水  

财      政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财政 ：联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潘金木

交      际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器 副 交 际 ：五美企业私人有限公司——王春龙

福      利 ：新中私人有限公司——汪建福  副 福 利 ：新美（新）私人有限公司——黄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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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书 ：南昌行企业——吴锡春  英 文 书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陈明水

查      账 ：沈昭茂私人有限公司——沈成和

董      事 ：永美私人有限公司——童泽中 森林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再庆兴私人有限公司——林江诚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笃汉

候补董 事 ：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陈炳章 金协兴私人有限公司——谢进发

  协盛隆建筑材料供应商——汪荣通 奥斯科技私人有限公司——陈明耀

  亚洲电钢网私人有限公司——余祥洪

第四十一届（1984/1985）董事会
名誉会长 ：孙炳炎   林玉铨   林维盼   王仁育   林开发   李金声   童子坚

会      长 ：大通发展私人有限公司——沈宝和 副 会 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司      理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黄世荣 副 司 理 ：南昌行企业——吴锡春  

财      政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财政 ：联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潘金木

交      际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器 副 交 际 ：罗敏水泥制品私人有限公司——陈良光

福      利 ：森林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副 福 利 ：新美（新）私人有限公司——黄子元

中 文 书 ：龙华私营有限公司——王渡昌 英 文 书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笃汉

查      账 ：祥兴公司——朱文兴  副 查 账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陈炳章

董      事 ：沈昭茂私人有限公司——沈成和 五美企业私人有限公司——王春龙

  永美私人有限公司——童泽中 再庆兴私人有限公司——林江诚

  新中私人有限公司——汪建福

候补董 事 ：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陈明水 吴德华私人有限公司——吴

  金协兴私人有限公司——谢进发 协盛隆建筑材料供应商——汪荣通

第四十二届（1986/1987）董事会
名誉会长 ：孙炳炎   林玉铨   林维盼   王仁育   林开发   李金声   童子坚

会      长 ：大通发展私人有限公司——沈宝和 副 会 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司      理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黄世荣 副 司 理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财      政 ：新美（新）私人有限公司——黄子元 副 财政 ：森林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交      际 ：南昌行私人有限公司——吴锡春 副 交 际 ：裕廊砖厂有限公司——曾台全

福      利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陈炳章 副 福 利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器

中 文 书 ：罗敏水泥制品私人有限公司——郑威廉 英 文 书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陈明水

查      账 ：龙华私营有限公司——王渡昌 副 查 账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笃汉

董      事 ：联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潘金木 五美企业私人有限公司——王春龙

  永美私人有限公司——童泽中 新中私人有限公司——汪建福

  再庆兴私人有限公司——林江诚

候补董 事 ： 吴德华公司——吴   星美有限公司——王文谅

  协盛隆建筑材料商——汪荣通 建利私人有限公司——陈焕堂

第四十三届（1988/1989）董事会
名誉顾问 ：国家发展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 李文献医生

名誉会长 ：孙炳炎   林玉铨   林维盼   王仁育   林开发   李金声   童子坚

产业信托 ：孙炳炎   王仁育   林玉峰  法律顾问 ：陈序传

会      长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黄世荣 副 会 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司      理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司 理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陈炳章 

财      政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笃汉 副 财政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华

交      际 ：五美企业私人有限公司——王春龙 副 交 际 ：建利私人有限公司——陈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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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利 ：裕廊砖厂有限公司——曾台全 副 福 利 ：吴德华公司——吴

中 文 书 ：森林私人有限公司  英 文 书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陈明水

查      账 ：王兄弟地砖私人有限公司——王赞水 副 查 账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邱传庆

董      事 ：永美私人有限公司——童泽中 联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潘金木

  新美（新）私人有限公司——黄子元 新中私人有限公司——汪建福

  协盛隆建筑材料商——汪荣通

候补董 事 ： 永大贸易（营私）有限公司——李泉生 星美有限公司——王文谅

  施装修材料供应（私人）有限公司——施清火

第四十四届（1990/1991）董事会
会 务 顾 问 ：李文献医生  法律顾问 ：洪珠宝律师

名 誉 董 事 ：陈明水   刘国华   欧美福   杨禧年   林光景   王振益 

产 业 信 托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会         长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黄世荣 

副  会  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副 会 长 ：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笃汉

总        务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总  务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陈炳章

财        政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陈明水 

副  财  政 ：五美企业私人有限公司——王春龙 

外        事 ：吴德华公司——吴   副 外 事 ：建利私人有限公司——陈焕堂

福        利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邱传庆 副 福 利 ：施装修材料供应有限公司——施清火

中 文 书  ：联成兴贸易私人有限公司——潘嘉明 英 文 书 ：裕廊砖厂有限公司——曾台全

董        事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华 永美私人有限公司——童泽中

   新中私人有限公司——汪建福 星美有限公司——王文谅 

   王兄弟地砖有限公司——王赞水

第四十五届（1992/1993）董事会
会 务 顾 问 ：李文献医生  法律顾问 ：洪珠宝律师

名 誉 董 事 ：陈明水   刘国华   欧美福   杨禧年   林光景   王振益 

产 业 信 托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会         长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黄世荣 

副  会  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总        务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总  务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陈炳章

财        政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陈明水 

副  财  政 ：五美企业私人有限公司——王春龙 

外        事 ：吴德华公司——吴   副 外 事 ：建利私人有限公司——陈焕堂

福        利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邱传庆 副 福 利 ：施装修材料供应有限公司——施清火

中 文 书  ：联成兴贸易私人有限公司——潘嘉明 英 文 书 ：裕廊砖厂有限公司——曾台全

董        事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华 永美私人有限公司——童泽中

   新中私人有限公司——汪建福 星美有限公司——王文谅 

   王兄弟地砖有限公司——王赞水

第四十六届（1994/1995）董事会
会 务 顾 问 ：李文献医生  法律顾问 ：洪珠宝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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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誉 董 事 ：陈明水   刘国华   欧美福   杨禧年   林光景   王振益 

产 业 信 托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会         长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黄世荣 

副  会  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副 会 长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笃汉

总        务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总  务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陈明水 副 总 务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陈炳章

财        政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邱传庆 

副  财  政 ：五美企业私人有限公司——王春龙 

外        事 ：吴德华公司——吴   

副  外  事 ：建利私人有限公司——陈焕堂 副 外 事 ：施装修材料供应有限公司——施清火

福        利 ：联成兴贸易私人有限公司——潘嘉明 副 福 利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华

中 文 书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副中文书：致知私人有限公司——侯长远

英 文 书  ：裕廊砖厂有限公司——曾台全 副英文书：杨庭瑞

董        事 ：洪锡发  永福五金私人有限公司——林光景

   美式私人有限公司——梁奕清 永大贸易有限公司——李泉生

第四十七届（1996/1997）董事会
会 务 顾 问 ：李文献医生  法律顾问 ：洪珠宝律师

名 誉 董 事 ：陈明水   刘国华   欧美福   杨禧年   林光景   王振益 

产 业 信 托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会         长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黄世荣 

副  会  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副 会 长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笃汉

总        务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总  务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陈炳章 副 总 务 ：吴德华公司——吴

财        政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陈明水 

副  财  政 ：永福五金私人有限公司——林光景 

外        事 ：星美有限公司——王文谅  

副  外  事 ：施装修材料供应有限公司——施清火 副 外 事 ：致知私人有限公司——侯长远

福        利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邱传庆 副 福 利 ：建利私人有限公司——陈焕堂

中 文 书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副中文书：美式私人有限公司——梁奕清

英 文 书  ：裕廊砖厂有限公司——曾台全 副英文书：施装修材料供应有限公司——施清心

董        事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华 联成兴贸易私人有限公司——潘嘉明

   洪锡发  杨庭瑞

第四十八届（1998/1999）董事会
会 务 顾 问 ：李文献医生  法律顾问 ：洪珠宝律师

名 誉 董 事 ：陈明水   刘国华   欧美福   杨禧年   林光景   王振益 

产 业 信 托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会         长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黄世荣 

副  会  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副 会 长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笃汉

总        务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副  总  务 ：颜发成  副 总 务 ：施装修材料供应有限公司——施清火

财        政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财  政 ：美式私人有限公司——梁奕清 

外        事 ：建利私人有限公司——陈焕堂  

副  外  事 ：致知私人有限公司——侯长远 副 外 事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邱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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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利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华 副 福 利 ：

中 文 书  ：永福五金私人有限公司——林光景 副中文书：洪锡发

英 文 书  ：李光达  副英文书：裕廊砖厂有限公司——曾台全

董        事 ：吴德华公司——吴   星美有限公司——王文谅

   施装修材料供应有限公司——施清心 昌成云石有限公司——陈昌成

第四十九届（2000/2001）董事会
会 务 顾 问 ：李文献医生  法律顾问 ：洪珠宝律师

名 誉 董 事 ：陈明水   刘国华   欧美福   杨禧年   林光景   王振益 

产 业 信 托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会         长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黄世荣 

副  会  长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林玉峰 副 会 长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陈笃汉

副  会  长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会 长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邱传庆

总        务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副  总  务 ：施装修材料供应有限公司——施清火 副 总 务 ：桦松私人有限公司——王明任

财        政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陈炳章 

副  财  政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陈明水 副 财 政 ：连成发私人有限公司——王振益

商        务 ：致知私人有限公司——侯长远 

副  商  务 ：建利私人有限公司——陈焕堂 副 商 务 ：Tan Cher Gee

外        事 ：吴德华公司——吴   

副  外  事 ：奎林私人有限公司——林煌隆 副 外 事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华

福        利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华 副 福 利 ：洪锡发

董        事 ：Chin Pow Hin  昌成云石有限公司——陈昌成

   Ong Thiam Huat

（五十至五十三届董事会名单从缺）

第五十四届（2011/2012）董事会
会 务 顾 问 ：李文献医生  法律顾问 ：洪珠宝律师

名 誉 董 事 ：陈明水   刘国华   欧美福   杨禧年   林光景   王振益 

产 业 信 托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会         长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前任会 长 ：利丰行2000有限公司——黄世荣

第一副会长： KTL OFFSHORE PTE. LTD ——陈笃汉 副 会 长 ：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会  长 ：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邱传庆 副 会 长 ： 永福五金私营有限公司——林光景

总        务 ：KRONOTEX SINGAPORE PTE LTD ——施清火  

副  总  务 ：吴德华私人有限公司——吴  副 总 务 ：连成发（私人）有限公司——王振益

财        政 ：奎林（私人）有限公——林煌隆 

副  财  政 ：振隆建筑系统私人有限公司——颜 记 副 财 政 ：建发建筑装璜工程私人有限公司——彭雅城

商        务 ：致知私人有限公司——侯长远 

副  商  务 ：祥裕工业私人有限公司——王玟福 副 商 务 ：协盛隆建筑材料贸易商——汪荣全

外        事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华 副 外 事 ：Keppel Sea Scan Pte Ltd——陈佘耀德

福        利 ：永泰和企业私人有限公司——卓清桂 副 福 利 ：桦松私人有限公司

董        事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陈明水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

查        账 ：Sintal Enterprise Pte Ltd——蔡景浩 副 查 账 ：南顺木业（私人）有限公司——王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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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2013/2014）董事会
会 务 顾 问 ：李文献医生  法律顾问 ：洪珠宝律师

名 誉 董 事 ：陈明水   刘国华   欧美福   杨禧年   林光景   王振益 

产 业 信 托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会         长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前任会 长 ：利丰行2000有限公司——黄世荣

第一副会长： KTL OFFSHORE PTE. LTD ——陈笃汉 副 会 长 ：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会  长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邱传庆 副 会 长 ： 永福五金私营有限公司——林光景

总        务 ：KRONOTEX SINGAPORE PTE LTD ——施清火  

副  总  务 ：吴德华私人有限公司——吴  副 总 务 ：奎林（私人）有限公——林煌隆

财        政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华 

副  财  政 ：连成发（私人）有限公司——王振益 副 财 政 ：建发建筑装璜工程私人有限公司——彭雅城

商        务 ：祥裕工业私人有限公司——王玟福 

副  商  务 ：白马陶瓷有限公司——洪惠珍 副 商 务 ：南顺木业（私人）有限公司——王水河

外        事 ：致知私人有限公司——侯长远 副 外 事 ：义和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陈汶雄

福        利 ：林全木  副 福 利 ：威利东化工私人有限公司——谢秀兴

董        事 ：振隆建筑系统私人有限公司——颜 记 Keppel Sea Scan Pte Ltd——Ms Juressa Ong

查        账 ：Asiatic Fire Syatem Pte Ltd——George Tan 副 查 账 ：两旺贸易私人有限公司——曾福旺

第五十六届（2015/2016）董事会
会 务 顾 问 ：李文献医生  法律顾问 ：洪珠宝律师

名 誉 董 事 ：陈明水   刘国华   欧美福   杨禧年   林光景   王振益 

产 业 信 托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会         长 ：利丰行2000有限公司——黄世荣 前任会 长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第一副会长：KTL OFFSHORE PTE. LTD ——陈笃汉 副 会 长 ：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会  长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邱传庆 副 会 长 ： 吴德华私人有限公司——吴

总        务 ：奎林（私人）有限公——林煌隆 

副  总  务 ：祥裕工业私人有限公司——王玟福 副 总 务 ：建发建筑装璜工程私人有限公司——彭雅城

财        政 ：致知私人有限公司——侯长远 

副  财  政 ：亚洲防火系统私人有限公司——陈文庆 副 财 政 ：协盛隆建筑材料贸易商——汪隆全

商        务 ：KRONOTEX SINGAPORE PTE LTD ——施清火 

副  商  务 ：南顺木业（私人）有限公司——王水河 副 商 务 ：协发漆料公司——黄选民

外        事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华 副 外 事 ：义和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陈汶雄

福        利 ：威利东化工私人有限公司——谢秀兴 副 福 利 ：白马陶瓷有限公司——洪惠珍

董        事 ：永福五金私营有限公司——林光景 振隆建筑系统私人有限公司——颜 记

查        账 ：两旺贸易私人有限公司——曾福旺 副 查 账 ：王振益

第五十七届（2017/2018）董事会
会 务 顾 问 ：李文献医生  法律顾问 ：洪珠宝律师

名 誉 董 事 ：陈明水   刘国华   欧美福   杨禧年   林光景   王振益 

产 业 信 托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会         长 ：利丰行2000有限公司——黄世荣 前任会 长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第一副会长： KTL OFFSHORE PTE. LTD ——陈笃汉 副 会 长 ：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许书朕

副  会  长 ：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邱传庆 副 会 长 ： 吴德华私人有限公司——吴

总        务 ：奎林（私人）有限公——林煌隆 

副  总  务 ：致知私人有限公司——侯长远 副 总 务 ：祥裕工业私人有限公司——王玟福 

财        政 ：建发建筑装璜工程私人有限公司——彭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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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财  政 ：两旺贸易私人有限公司——曾福旺 副 财 政 ：协发漆料公司——黄选民

商        务 ：KRONOTEX SINGAPORE PTE LTD ——施清火 

副  商  务 ：亚洲防火系统私人有限公司——陈文庆 副 商 务 ：振隆建筑系统私人有限公司——颜 记

外        事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桦 副 外 事 ：义和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陈汶雄

福        利 ：白马陶瓷有限公司——洪惠珍 

董        事 ：永福五金私营有限公司——林光景 协盛隆建筑材料贸易商——汪隆全

查        账 ：凌德私人有限公司——王凌德 副 查 账 ：大业私管有限公司——黄金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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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务 顾 问 ：李文献医生   洪维能国会议员   法律顾问：洪珠宝律师

产 业 信 托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名 誉 会 长 ：黄世荣  陈笃汉   许书朕  邱传庆 

名 誉 董 事 ：陈明水  欧美福   林光景   杨禧年   王振益   施清火

会        长 ：利丰行2000有限公司——黄世荣 

前 任 会  长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王 忠

第一副会长：奎林（私人）有限公司 ——林煌隆 

副  会  长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林国桦  

副  会  长 ：致知私人有限公司——侯长远

副  会  长 ：亚洲防火系统私人有限公司——陈文庆

总        务 ：建发建筑装璜工程私人有限公司——彭雅城 

副  总  务 ：祥裕工业私人有限公司——王玟福  

副  总  务 ：义和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陈汶雄、岳玲  

财        政 ：凌德私人有限公司——王凌德 

副  财  政 ：吴德华私人有限公司——吴  

副  财  政 ：大业私营有限公司——黄庆发

商        务 ：协发漆料公司 ——黄选民 

副  商  务 ：振隆建筑系统私人有限公司——颜 记

副  商  务 ：白马陶瓷有限公司——洪惠珍

外        事 ：永福五金私营有限公司——林铭铭 

副  外  事 ：俊和私人有限公司——郑崴纶、赖静薏

福        利 ：两旺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曾福旺 

副  福  利 ：福泉成私人有限公司—— 吴德建

董        事 ：Ander Lab Pte Ltd—— 李建福   协盛隆建筑材料贸易商——汪隆全

查        账 ：Worksite Solutions Pte Ltd——  林宏家   

副  查  账  ：Stainless Structurals Asia Pte Ltd—— 林特发

董事会
现届董事名表— 第五十八届（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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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现届顾问团、产业信托、名誉会长、名誉董事玉照

会务顾问
李文献医生

法律顾问
洪珠宝律师

产业信托/名誉会长 
黄世荣

会务顾问
洪维能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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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现届顾问团、产业信托、名誉会长、名誉董事玉照

名誉董事 

陈明水

名誉董事
 杨禧年

名誉董事
 欧美福

名誉董事 
施清火

名誉董事 
林光景

名誉董事 

王振益

产业信托/名誉会长

 陈笃汉
产业信托/名誉会长

 许书朕
名誉会长
 邱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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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 黄世荣
利丰行2000有限公司

前任会长 王 忠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第一副会长 林煌隆
奎林（私人）有限公司

副会长 林国桦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

副会长 侯长远
致知私人有限公司  

副会长 陈文庆
亚洲防火系统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会
现届董事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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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务 岳玲
义和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副总务 王玟福
祥裕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总务 彭雅城 
建发建筑装璜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副财政 吴
吴德华私人有限公司 

副财政 黄庆发
大业私营有限公司

商务  黄选民
协发漆料公司

副商务 洪惠珍
白马陶瓷有限公司  

副商务 颜 记
振隆建筑系统私人有限公司 

财政 王凌德
凌德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会
现届董事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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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  林铭铭 
永福五金私营有限公司 

副外事 郑崴纶
俊和私人有限公司   

福利  曾福旺
两旺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 李建福
Ander Lab Pte Ltd 

董事 汪隆全
协盛隆建筑材料贸易商 

查账  林宏家 
Worksite Solutions Pte Ltd

副查账 林特发   

Stainless Structurals Asia Pte Ltd 

副福利  吴德建
福泉成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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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周年系列庆典由“高球友谊赛”打头阵。高球赛于今年5月10日

在胡姬乡村俱乐部举行，义顺区议员李美花博士是主宾，共有112位

高手参赛，晚宴嘉宾多达140位，气氛热烈，宾主尽欢。

这是我会首次单独主办高球赛，获得六商团、木材厂商公会、玻璃公

会、黄氏总会以及董事、会员和球友的大力支持，实属难得。

举办高球赛举办高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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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球赛晚宴高球赛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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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六商团联办高球赛与六商团联办高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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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就职典礼历届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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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周年会庆，前国家发展部部长、我会顾问李文献医生是主宾

中华总商会已故会长林荫华抵步

现任会长颁发纪念品给菲律宾代表

60周年会庆60周年会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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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显龙总理为商团中心主持开幕式，我们正式搬进新家

103

商团中心开幕商团中心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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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瑞杰财长为建筑设计及材料展览会开幕前合影（10/2018）

出席活动出席活动
  会务顾问洪维能议员（左三）在新春团拜晚宴与大家举杯贺年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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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总商会会员之夜

出出
席席
活活
动动

   参与建筑专业联盟的联谊晚会

   祝贺五金工具公会洪会长蝉连

   欢迎中国李克强总理访新

   公会参展招收新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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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会所旧会所  1965年购置的惹兰勿杀四楼旧会所

  现有二层楼购置会所坐落跑马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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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会所召开董事会，共商大计

  裕廊镇大会堂是国家保留古迹

  公会迎新年

  我们的新家——裕廊镇大会堂商团中心的独特外观



  1985年首次组团参加意大利及西班
牙瓷砖及云石展览会，并与厂家会谈

  1988年菲律宾考察团 
  参观越南工厂 

  1992年与装修商公会合组越南考察团

  1996年受邀参观斯里兰卡建材展览

  1994年赴北朝鲜考察，团员在金日成雕像前留影

出出
国国
考考
察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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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朝鲜三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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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考察出国考察

  1988年组织菲律宾考察团，
出席亚细安工商研讨会

  2015年与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
许宁宁理事长签订合作备忘录

  考察团访问上海大理石工厂

  1985年考察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

  与北京五矿总公司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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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邀，出席中国南通市举行的东盟建筑行业大会之邀，出席中国南通市举行的东盟建筑行业大会

  黄世荣会长与许宁宁理事长（右二）及新加坡中小企业公会代表合影

110



会

务

活

动

东盟东盟  2017年受邀参加中国2017年受邀参加中国

佛山举办的东盟“一带一路”家居产业佛山举办的东盟“一带一路”家居产业

工商峰会，并发表专题演讲工商峰会，并发表专题演讲

  与东盟10国其他代表合影

111



东盟东盟  2019年参加中国东盟在嘉兴2019年参加中国东盟在嘉兴

举行的首届世界吊顶和幕墙行业大会举行的首届世界吊顶和幕墙行业大会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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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章程

名称：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地址：No 9 Jurong Town Hall Road  

   #03-37 Singapore 609431      

   电话：6298 4660；

   传真：6298 5118；

   电邮：sbmsa1929@gmail.com

宗旨：促进同行之间的合作与联系。  

会籍：本会设有：商号会员，商号准

会员及个人准会员。凡愿意遵守本会章

程及履行董会议决案之同业及有关行

业，均可申请入会。商号会员的注册代

表必须是木地公民或永久居民。准会员

则不在此限。商号准会员及个人准会员

没有投票权及选举权。受批准之申请

者，需缴交入会基金及会捐后，会员资

恪才正式生效。 

义务：商号会员，商号准会员及个人准

会员必须遵守本会章程及各种议决案，必

要时出席会议。会员需缴纳入会基金三百

元；月捐二十元及规定的其他费用。董事

会有权修订会员入会基金及月捐数额，以

及 决定筹募特别基金。 

权利：会员可享用本会一切设备。  

退会：会员若要退会可呈函总务，提交

董事会处理。  

终止会籍：任何会员若触犯下列条规

将受终止会籍处分，唯有关会员可向董中

会进行申辩。 

1）不遵守本会章程及议案或妨碍本会进

展，破坏会员间团结及损害本会名誉。 

 2）连续二年欠缴会费（即月捐）  

会员大会：会员大会将在每年四月间

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必须由最少15名会

员，致函会长召开，或于必要时由董事会

召开。会员大会法定人数为全体会员总数

之四分一。会员大会必须发出十四天通知

书，特别会员大会必须发出十天通知书。

有关议程必须于开会前张贴本会通告 板.常

年大会需讨论下列议程：  

 1） 上年度财政及董事会报告。 

 2） 选举下届董事。（每届三年）  

会员若有提案必须于大会举行前一星期呈

交总务。召开会员大会时，若出席者不足

法定人数，大会可于半小时后继续召开。

若出席者仍不足人数，则任1可出席人数将

视为法定人数，但这类会议无权修改或增

删本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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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董事职位应在会员大会主席监

督下，由会员投票推 选。获选董事应於复

选中推选下列职位，为期三年。 

会长：一名      前任会长：一名 

第一副会长：一名  副会长：三名  

总务：一名      副总务：二名  

财政：一名      副财政：二名  

商务：一名     副商务：二名  

外事：一名      副外事：一名  

福利：一名      副福利：一名  

董事：二名      查    账：二名    

其中正会长只能连任多一届（不超过六

年），除财政外，其他职位得连任。

董事会议每年最少召开四次，会议须发五

天通知书。必要时，会长可给三天通知

书，召开董事会，董事须半数出席，会议

始能效。

董事会于会员大会休会期间，负责监督及

组织会务之活动及执行与决定会务之进

展，且秉承大会意旨处理会务。

董事会有权动用每月不超过二万元供各种

会务开销。

董事会有权委任会务顾问，法律顾问，名

誉会长及名誉董事。 

董事会之职责分配如下： 

1）会长：为会员大会及董事会之当然主

席，对外代表本会。前任会长；第一副会

长及副会长：于会长缺勤时，执行会长职

务。

2）总务：负责保管档案，大会及董事会记

录（除财政方面），并确保无误。

副总务：协助总务执行工作 

3）财政：保管基金，鸠收及支出本会钱

财，需有正确账目。   

在每次董事会及常年会员大会上提呈财政

报告。财政有权支  付每月不超过五千元之

开销。财政如拥有超过五百元现款， 则须

存入董事会指定的银行。来往支票需由会

长或总务与财政联名签署方为有效。

副财政：协助财政处理事务。 

4）商务：负责处理与本会有关的一切商务

活动，向董事会报告及向会员提供一切与

本会行业之相关信息。 

副商务：协助商务处理有关事务. 

5）外事：促进及改善会员间及其他有关社

团联谊活动。  

副外事：协助外事处理有关事务。

6）福利：照顾及争取各会员之利益.  副福

利：协助福利处理有关事务。

7）董事必须出席董事会议，提供意见以改

进会务。

8）任何董事若无充分理由，连续四次缺席

会议，将作退职论。董事会有权委任新董

事任职，直至任满为止。   

查账：会员大会将从董事会以外选出正

副查账各一名，任期三年，期满不连任。

查账将核查全年账务。常年财政报告是由

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会长可

要求查账审查任何时期之财政账目，并向

董事会报告。 

信托人：本会若有不动产，则将由信托

人保管。信托入必须签保管书，任何信托

人身故，精神不正常或永久离开新加坡或

离开新加坡超过一年则当退职论。若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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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为不检，而不适继续为信托人，则会

员大会有权终止具信托权，空缺由会员大

会推选填补。信托人最少二名，但不得超

过四名。由会员大会推选。

禁例：

1）任何性质之赌博，一律禁止在本会所进

行，嗜毒及其他恶习惯，也在禁止之例。

 2）本会钱财不能为会员付法庭罚款

3）本会不能从事限制或干涉商业或物价之

活动或涉及法律限制   之工会行动 

4）不能以本会之董事会或董事名誉发行彩

票，不论是否只限会员参于。 

5）本会不能从事政治活动或利用本会钱财

或场所作为政治用途。  

修改章程：本章程修改时，必须经会

员大会通过及社团注册官批注方为有效。

  释义：对本章程所引起之疑问或本章程

未包括之条规，董事会有权裁决之。  

解散：1）若要解散本会，必须要有五份

之三居于新加坡会员或其代表同意，并经

会员大会通过。 

2）本会如解散，所有债务及产业必须清

理，馀数由会员均分，或捐献给慈善机构。 

3）本会解散之决定，必须于七天内呈报社

团注册官。

（ 注 ） : 1 本 中 文 章 程 系 参 阅 政 府 之

“社团章程指南”英文原文翻译，任何疑

问将以英文为根据。   

2每任董事会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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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This Association shall be known as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 

Association’             

PLACE OF BUSINESS：The Place 

of Business shall be at No 9 Jurong Town 

Hall Road #03-37 Singapore 609431 

Tel: 6298 4660； Fax：6298 5118；

Email: sbmsa1929@gmail.com

OBJECTS：To promote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among all members and cultivate 

friendships and mutual helps so as to bring 

closer relationship to improve trade. 

MEMBERSHIP：The Association has 

Ordinary Memberships and Associate 

Memberships,both for company and 

individual. Suppliers of building materials, 

related business or supporting the business 

of Ordinary I Members and willing to 

abide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Committee’s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from time to time may apply to join the 

Association. The nominated representatives 

of an Ordinary Member must be a Singapore 

Citizen or Singapore Permanent Resident. 

This does not apply to an Associated Member 

who shall not have the right to vote and hold 

office in the Committee. For his membership 

to be effective. Approved Applicant must pay 

the Entrance Fee, Membership Subscriptions 

and Other Fees that may be decid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DUTIES：All members must abide by this 

Association’s Rules & Regulations and attend 

to all meetings, if necessary. Each member shall 

pay an Entrance Fee of S$300/-,Membership 

Monthly Subscription of S$20/-and other Fees 

that may be decided by the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is vested with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rate of Monthly Subscriptions and raise any 

Special Subscriptions for particular purposes.  

RIGHTS：Members shall enjoy the 

Facil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RESIGNATION：Members who wish 

to resign from membership may tender the 

resignation to the Secretary for approval of the 

Committee.   

附录
Rule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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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Members who commit any of the following 

offences shall be deprived of their membership 

after the approval of the Committee (the 

member concerned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ppear before the Committee for defence):

1）Disobeying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r 

obstructing the    progress of the Association;

2）Subscription（membership subscription) is 

in arrears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GENERAL MEETING：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held in April each 

year. At other times a General Meeting may be 

called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request in writing 

of 15 or more Ordinary Members and may be 

called at any time by order of the Committee. 

At least one quarter (1/4) of the total Ordinary 

Memberships of the Association must be 

present at a General Meeting to form a quorum. 

At least two weeks’ notice shall be given of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at least ten 

days’notice of any extraordinary meeting. 

The particulars of its agenda shall be put up on 

the Association’s notice board four days in 

advance of the meeting. The following points 

will be consid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1) The previous financial year’s account and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2) Election of the Office Bearers (every 3 

years) for the following term. Any member 

who wishes to place an item on the agenda of 

a General Meeting may do so provided that he 

gives notice to the Hon. Secretary one week    

before the meeting is due to be held.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no quorum at 

a General Meeting, the meeting shall be 

adjourned for half an hour and should the 

number then present be insufficient to form 

a quorum, those present shall be considered 

a quorum, but they shall have no power to 

alter, amend or make addition to this Rules & 

Regulations.    

MANAGEMENT COMMITTEE：The 

Election of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vested 

in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members presided 

over by the President. A Committee shall be 

elected at eac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to 

be elected in a Re-El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osts to hold office for a period of 3 years.   

1 President  1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11st Vice-President  3 Vice presidents 

1 Hon. Secretary  2  Asst. Secretary 

1 Hon. Treasurer  2 Asst. Treasurer 

1 Hon Trade Officer 

2 Asst. Hon. Trade Officer 

1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  

1 Ass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 

1 Welfare Officer 1 Asst. Welfare Officer    

2 Committee Members 

The President shall only hold the same office 

for a maximum of two consecutive terms (i. e. 

not exceeding 6 years). All officers, except the 



附

录

119

Hon. Treasurer and the Asst. Hon. Treasurers 

may be re-elected. Names for the above 

officers shall be proposed and seconde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Voting is by Secret Ballot 

and will follow on a Simple Majority of Votes.   

A Committee Meeting shall be held at least 

once every three months after giving a 5 day 

notice to Committee members. The President 

may call a Committee Meeting at any  time by 

giving 3 days’notice. At least one half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present for its 

proceedings to be valid.   

The duty of the Committee is to organize and 

supervise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to make decisions on matter affecting its 

running when the General Meeting is not 

sitting. It may not act contrary to the expressed 

wishes of the General Meeting without prior 

reference to it and always remains subordinate 

to the General Meetings. 

The committee has power to authorize the 

expenditure of a sum not exceeding S$20,000/ 

= per month from the Association’s fund for 

the Association’s purposes. 

The committee has power to appoint Honorary 

Advisors, Legal Advisors, Honorary Presidents 

and Honorary Committee Members. Such 

persons shall not have the right to vote and/

or hold office in the Association in such 

capacities. 

Office-Bearers：The Duties of the Office-

Bearers are as follows: 

1) The President shall chair all General and 

Committee Meetings. He shall also represent 

the Associate on in dealings with outside 

persons.  

The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1st Vice 

President and    3 Vice Presidents shall deputize 

for the President in the latter’s absence. 

2)  The Hon. Secretary shall keep all records, 

except financial of the Association and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correctness. He shall 

keep Minutes of all General and Committee 

Meetings. He shall maintain an up to date    

Register of Membership.    

The Asst. Hon. Secretaries shall assist the Hon. 

Secretary to carry out his duties. 

3)  The Hon. Treasurer shall keep all funds 

and collect and disburse all money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He shall keep an account 

of all monetary transactions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correctness. He is to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at the Quarterly Meeting and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He is authorized to 

expend up to S$5,000/== per month for petty 

expenses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He 

shall not keep more than S$500/= in the form 

of cash. Any money in excess of these shall 

be deposited in a bank to be named by the 

Committee. Cheques for withdrawals from the 

bank will be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or Hon. 

Secretary in addition to the Hon.    Treasurer.  

The Asst. Hon. Treasure shall assist the 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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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surer to carry out his duties. 

4)  The Hon Trade Officer shall handle all trade 

activitie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Association 

and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He shall also 

supply to all member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of the Association. The Asst. 

Hon. Trade Officer shall assist the Hon. Trade    

Officer to carry out his duties. 

5) The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and improving the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bers and other 

associations.    

The Ass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 shall assist 

the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 to carry out his 

duties. 

6) The Welfare Officer shall look after and 

improve welfare of    all members.   

The Asst. Welfare Officer shall assist the 

Welfare Officer to    carry out his duties. 

7) The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attend to 

all Committee meeting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activ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Any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who absents 

himself for four consecutive meetings without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withdrawn from the Committee and a 

successor may be co-opted by the Committee 

to serve until the next General Meeting.  

AUDITOR：Two persons not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will be elected as Hon. Auditors 

at eac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o hold office 

for Three years and may not be reelected, 

They will be required to audit each financial 

year’s account and present a report to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he financial year 

shall be from 1st January to 31st December. 

They may be required by the President 

at any date to audit the Association’s 

accounts for any period within their tenure of 

office and make a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TRUSTEES：If the Association at any 

time acquires any immovable property, such 

property shall be vested in trustees subject to a 

declaration of trust. Any trustee may at any time 

resign from his trusteeship. If a trustee dies or 

becomes a lunatic or unsound mind or moves 

permanently out or absent from Singapore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he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resigned from his trusteeship. If a trustee 

is guilty of misconduct of such a kind as to 

render it un desirable to continue as a trustee, 

a General Meeting may remove him from his 

trusteeship. Vacancies in the trusteeship may 

be filled at a General Meeting but the number 

shall be at least two but not more than four.   

PROHIBITIONS： 

1) Gambling of any kind, whether for stakes or 

not is forbidden on the Association’  premises. 

The introduction of materials for gambling or 

opium smoking and of bad    characters into the 

premises is prohibited. 

2) The funds of the association shall no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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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to pay for the fines of members who have 

been convicted in court. 

3) The Associate on shall not attempt to restrict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terfere with trade or 

price or engage in any trade union activity as 

defined any written law relating to trade unions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in  Singapore.

4) The Association shall not hold any lottery 

whether    or not confined to its members in the 

name of the Association or its office-bearers, 

Committee or Members. 

5) The Association shall not indulge in any 

political activity or allow its funds and /or 

premises to be us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

AMENDMENT TO RULES：No 

alteration or addition to these rules shall be 

made except at a General Meeting and they 

shall not come into force without the prior 

sanction of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INTERPRETATION：In the event of 

any question or matter arising out at any point 

which is not expressly provided for in the 

Rules, the Committee shall have the power to 

use their own discretion.

DISSOLUTION：

1) The Association shall not be dissolved, 

except with the con sent of not less than 3/5 

of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time 

being residing in Singapore expressed, either 

in person or by proxy at a General Meeting 

convened for the purpose. 

2)   In the event of the Association 

being dissolved as stated above, all debts 

and liabilities legally incurred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shall be fully discharged and 

the remaining funds will be divided fairly 

among members or donated to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3) Notice of dissolution shall be given within 

seven (7) days of the dissolution to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Notes: 1. The Rules & Regulations is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Guides for 

Society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case 

of doubt, reference will be made to English 

version. 

2. The term of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shall be of Thre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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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会员通讯录

欧麦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ALMECH STEEL PTE LTD 

17 Benoi Crescent Singapore 629980  

陈定连 TAN TENG HIAN  

陈福源 TAN HOCK FUAN 

电话 Tel : 6862 1633(6 Lines) / 6861 5790 

传真 Fax : 6862 0683 / 6261 3220 

电邮 Email: alice@almech.com.sg  

Ander Lab Pte Ltd 

Block 20, Woodlands Link #08-40 

Singapore 738933  

李建福 LI JIAN FU 

电话 Tel: 6755 1595 传真 Fax: 6755 1139 

电邮Email: anderlab02@yahoo.com.sg   

ASIA MORTAR PTE LTD 

19 Sungei Kadut Street 6 Singapore 728864 

ALVEN PEK 

LEONG KWOK PUN 

电话 Tel: 6269 5575   传真 Fax: 6269 5595 

电邮 Email: alvin.pek@asiamortar.com   

       kennethcheong@rendertec.com 

网址Website: www.asiamortar.com  

亚洲防火系统私人有限公司 

ASIATIC FIRE SYSTEM PTE LTD 

65 Joo Koon Circle Singapore 629078  

陈文庆 GEORAGE TAN    

电话 Tel : 6863 0188 传真 Fax : 6897 9220 

电邮 Email: asiatic@asiati.com.sg             

      george@asiatic.com.sg  

A&T Integrated Services                                                

Blk 222, Serangoon Ave 4 # 03-250, 

Singapore 550222

LIM SZE CHENG

电话 Tel: 9827 4515

电邮 Email: evonlimsc@yahoo.com.sg 

美达私人有限公司 

BUILD PLUS PTE LTD 

8 Foch Road Singapore 209255  

林国器 LIM KOK KHEE 

电话 Tel : 6298 2988 / 6297 2988  

传真 Fax: 6296 2328 

电邮 Email : buildplusgp@gmail.com  

致知私人有限公司 

CHEE CHEE & CO PTE LTD 

89 Second Lok Yang Road Singapore 628165  

侯长远 HOW JONG WAN, PBM 

侯南兴 HOW NAM HING 

电话 Tel: 6298 0456 (7 Lines)  

传真 Fax: 6266 4656 / 6261 2483 

电邮 Email: info@cheecheeandco.com  

成森（新）私人有限公司 

CHEN SING（S） PTE LTD 

Block 5043 Ang Mo Kio Ind Pk 2 #01-525 

Singapore 569546 

罗文川 Loh Boon Chuan   

罗裕丰

电话 Tel: 6481 7611  传真 Fax: 6481 5250 

电邮 Email: chengsen@singnet.com.sg

网址 website: www.chengsentimb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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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私营)有限公司 

CHEONG BEE (PTE) LTD 

387 Changi Road Singapore 419836 

邱传庆 KHOO TUAN KENG

电话 Tel : 6742 1802  传真 Fax : 6744 3020 

电邮 Email : cheongbe@singnet.com.sg 

俊和私人有限公司

Chun Hoe Pte Ltd ( Singapore)  

11 Tuas South Link 1 #01-17/18

Shine@ Tuas South  Singapore 636901

郑崴纶 Shawn Tee 

电话 Tel: 6816 8888  传真 Fax: 6816 6888

电邮 Email: admin@chunhoe.sg

网址 Website: http://www.chunhoe.sg

CHH CONSTRUCTION SYSTEM PTE LTD

NELSON TEE

76 Playfair Rd #03-06 LHK2 Building, 

Singapore 367996

电话 Tel: 6223 6768

电邮 Email: headoffice@chhsys.com 

振隆建筑系统私人有限公司 

CHIN LEONG CONSTRUCTION SYSTEMS PTE LTD

2 Tanjong Penjuru Singapore 609017  

林志勤 LIM CHEE KHUN  

颜 记 GAN WOON KEE 

电话 Tel: 6265 2788  

传真 Fax: 6265 1240 / 6266 0081 

电邮 Email: chinleong@clp.com.sg

网址 Website: www.clpc-sys.com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CHUAN - FA TRADING PTE LTD 

554B Macpherson Road Singapore 368230  

王㐷忠 ONG MAH TIONG  

王健彬 ONG KIAN PIN 

电话 Tel: 6743 5449 / 6749 3703  

传真 Fax: 6743 5421 

电邮 Email: chuanfatrading@gmail.com  

森之鹿实木装修有限公司      

FOREST ROAD PTE LTD

421 Tagore Industrial Ave 01-18 

Singapore 787805

JASMINE YEW

电话 Tel: 6254 3828

电邮 Email: wood@forestroad.com.sg

义和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GHEE HOE HARDWARE & ENGINEERING 

CO PTE LTD

Block 34 Whampoa West #01-39  

Singapore330034

陈汶雄 TAN BOON SIONG 

电话 Tel: 6295 3939 / 6296 9555  

传真 Fax: 6294 3939 / 6296 5159

电邮 Email : ghengrg@singnet.com.sg  

吴德华私人有限公司 

GOH TECK WAH PTE LTD 

11 Tai Seng Drive #01-01, GTW Building 

Singapore 535226 

吴昫嬅 ALICE GOH SUI HUAY, PBM  

吴珠华 ANNIE GOH CHOO HUAY 

电话 Tel : 6383 2655 (8 lines)  

传真 Fax : 6383 1126 / 6383 1996 

电邮 Email : gohteckwa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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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利私人有限公司 

HAFARY PTE LTD 

560 Balestier Road Singapore 329876          

刘国安 LOW KOK ANN         

刘诗进 LOW SEE CHING       

电话 Tel: 6250 1368 / 6250 1369 / 6383 2314         

传真 Fax: 6253 4496        

电邮 Email: hafraypl@yahoo.com.sg     

协发漆料公司

Hiap Huat Paints Co

6 Tanjong Penjuru Singapore 609018          

黄选民 NG SWAN MEEN         

黄建国 NG KIAN KOK , JOSEPH         

电话Tel: 6745 4111 传真 Fax: 6746 2977 

电邮 Email: hhpaints@singnet.com.sg 

网址 Website: www.hiaphuat.com.sg 

协盛隆建筑材料贸易商 

HIAP SENG LEONG BUILDING & TRADING 

213 Bedok South Ave 1 #02-24 

Singapore 469337  

汪隆全 ANG LEONG CHUAN        

ANG LEEGUAT(Mdm)  

电话 Tel: 6288 1988 传真 Fax: 6288 1988  

福泉成私人有限公司 

HOCK CHUAN SENG (PTE) LTD

16 Defu Lane 1 Singapore 539490  

吴德建 DANIEL GOH  廖秋宁 LYNN LIEW 

电话 Tel: 6284 7777 / 6280 2290 

传真 Fax: 6285 0918 

电邮 Email: hcspl@singnet.com.sg   

奎林（私人）有限公司  

KAI LIM PTE LTD 

369 Changi Road Singapore 419969  

林煌洲 LIM HONG CHEW  

林煌隆 LIM HONG LEONG 

电话 Tel: 6742 3333 / 6742 3334  

传真 Fax: 6742 3133 

电邮 Email: leong.klpl@gmail.com 

网址 Website: www.hardwareshop.com.sg   

江山私人有限公司 

KANG SUN (PTE) LTD  

7 Kaki Bukit Road 1 #Bl-02 Eunos Technolink 

Singapore 415937

何惠卿 HO WAI HENG (Mrs) 

电话 Tel: 6749 0105 / 6256 4016   

传真 Fax : 6749 1013 

电邮 Email : sales@kangsun.com.sg 

网址 Website: www.kangsun.com.sg  

建发建筑装潢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KIAN HUAT DECORATION 

CONSTRUCTION PTE LTD

33 Ubi Avenue 3 #06-52 Vertex 

Singapore 408868

彭雅城 PANG AH SING   

林海英 LIN HAI YING

电话 TEL: 6281 5311 传真 Fax: 6509 6788 

电邮 Email: kian88@singnet.com.sg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 

KIM HUP LEE & CO (PTE) LTD 

57 Loyang Drive Singapore 508968

LIM GEOK LIN, ANDY 

电话 Tel: 6298 6911 / 6298 5062 / 6298 6973  

传真 Fax: 6298 6415 

电邮 Email: designer@khlgroup.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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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YTON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ION

20 Jalan Antoi Selectarhill Estate

Singapore 809404 

Ivan Tan

电话 Tel: 8200 6603

联成兴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LIAN SENG HIN TRADING CO （PTE） LTD

Showroom: 568A Balestier Road  

Singapore 329885

Store: 32 Sugei Kadut Loop Singapore 729472

潘嘉明 PHUAH KAH BENG

电话 Tel: 6252 2222

传真 Fax: 6251 6545 (Admin) / 6250 9389

                 6368 9565 (Store)

电邮 Email: sales@liansenghin.com.sg

网址 Website: www.liansenghin.com.sg

 

两旺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LIAN WANG TRADING PTE LTD

10  Senoko Loop Singapore 758148

曾福旺 Vincent Chan  WENDY CHOO

电话 Tel: 6268 7277  传真 Fax: 6362 2179

电邮 Email: lianwang@singnet.com.sg

       Vincentchan@singnet.com.sg

联立机构（新）有限公司

 LIANNEX CORPORATION (S) PTE LTD

18 Sungei Kadut Way Singapore 728729

王莉嫔  WONG PING PING 

电话 Tel: 6363 5133

传真 Fax: 6363 5122

电邮 Email: wpp@liannex.com.sg 

南川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LAM CHUAN IMPORT-EXPORT (PTE) LTD 

12 Sungei Kadut Way Singapore 728778 

杨禧年 PETER YEO, PBM          JIMMY YEO 

电话 Tel: 6368 6669  传真 Fax: 6368 6665 

电邮 Email: info@lamchuan.com 

网址 Website: www.lamchuan.com

利丰行2000有限公司

LEEFON 2000 PTE LTD 

21, Bukit Batok Crescent, #25-75, Wcega Tower

Singapore 658065

黄世荣 NG SOY NG     黄仲杰 NG CHONG JIE 

电话 Tel: 6368 0388  传真 Fax: 6365 6466 

电邮 Email: mgs@leefon.com.sg 

网址 Website: www.mgcon.sg  

凌德私人有限公司 

LENG TECK IMPEX PTE LTD 

11A Sungei Kadut Street 4 Singapore 729065       

王凌德 ONG LENG TECK 

电话 Tel: 6365 8851 传真 Fax : 6365 4728  

MICROCELL MARKEHNG (ASIA) PTE LTD 

67 Ubi Crescent #02-08 Techinques Centre 

Singapore 408560  

陈惠江 DERRICK TAN HUI GAM 

叶陆明 CHARUE YAP LEOK BENG 

电话 Tel: 6841 0090  传真 Fax: 6841 0070 

电邮 Email: esharon@microcell.asia    

全球建设有限公司 

MONDO BUILD PTE LTD

400 Balestier Road #01-26/27 Balestier Plaza 

Singapore 329802 

Factory & Store: 55 Senoko Road Singapore 758119    

吴源茂 EDWARD GOH

电话 Tel: 6253 3817 / 6754 0789  

传真 Fax: 6250 9422 / 6752 1142 

电邮 Email: mondo@singnet.com.sg 

南隆私人有限公司 

NAM LEONG CO PTE LTD 

339 Jalan Besar Singapore 208984  

博清成 POH CHENG SENG  

傅成桂 POH SENG KUI 

电话 Tel : 6506 0581  传真 Fax : 6298 3422 

电邮 Email : muilang@namleong.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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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顺木业（私人）有限公司 

NAM SOON TIMBER PTE LTD 

No 7 Mandai Link #03-28 Singapore 728653 

李冠霆 LEE TUCK KEONG  

王水河 ONG CHUE HOO 

电话 Tel: 6366 3890  传真 Fax : 6269 3339 

电邮 Email: info@namsoontimber.com.sg  

卫联私人有限公司 

PIPELINK-BECKHAM PTE LTD 

24 Defu Lane 6 Singapore 539377   

陈耀河 TAN YEOW HOE   

电话 Tel: 6383 5578   传真 Fax : 6383 5580   

电邮 Email: pipelink@singnet.com.sg   

网址 Website: www.pipelink.com.sg   

信立同陶瓷私人有限公司 

SANITON CERAMIC PTE LTD 

54 Woodlands Industrial Park E7 Singapore 757826  

洪茂庆 THOMAS ANG    

陈耀河 TAN YEOW HOE    

电话 Tel : 6578 5770 / 6763 3827    

传真 Fax: 6753 4718    

电邮 Email: thomasang08@yahoo.com             

       sales@saniton.com.sg    

网址 Website: www.saniton.com    

祥裕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SIANG JOO INDUSTRIAL PTE LTD 

23 Defu Lane 9 Defu Industrial Estate S 539264     

王玟福 ONG BOON HOCK   

电话 Tel : 6284 0977    传真 Fax : 6284 9794   

电邮 Email: sijoo@singnet.com.sg   

网址 Website: www.sji.com.sg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 

SIEM SENG HING & CO (PTE)Ltd

No 8 Tuas Ave 12 Singapore 639029     

林国桦 Thomas Lim          Jimmy Lim 

电话 Tel: 6298 3500 传真 Fax: 6298 5560 

电邮 Email: thomas@siemgroup.com 

网址 Website: www.siemgroup.com  

新立建材私人有限公司 

SIN LEK BUILDING MATERIALS PTE LTD 

70 Eunos Ave 7 Singapore 409569  

车利珍 CHIA LEE CHUN  

李亚弟 LEE AH TEE 

电话 Tel : 6842 1622  

传真 Fax : 6846 7928/ 6848 4122 

电邮 Email: jessiewwong@sinlek.com 

网址 Website: www.sinlek.com  

新达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SINTAL ENTERPRISE PTE LTD 

20 Joo Koon Cresent Singapore 629020  

蔡景浩 CHUA KIEN HOW 

电话 Tel: 6293 3788 传真 Fax: 6298 3017 

电邮 Email: sintal@singnet.com.sg 

网址 Website: www.sintal.sg  

SKS HYDRAUUC (S) PTE LTD 

11 Woodlands Close #05-29 Singapore 737853  

黄伟东 HUANG WEI DONG 

电话 Tel: 6758 5079  传真 Fax: 6758 5957 

电邮 Email: jeff@skshydrauic.com.sg                 

       info@skshydrauic.com.sg  

松柏建材有限公司 

SPEC BUILDING PEODUCTS PTE LTD 

10 Defu Lane 5 Singapore 539397  

孙应义 STEVEN SNG ENG NGEE 

电话 Tel: 6744 8801 传真 Fax: 6745 5809 

电邮 Email: spec98@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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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INLESS STRUCTURALS ASIA PTE LTD   

52 Tuas Avenue 9 Singapore 639193 

林特发 LIM TECK HUAT, KENNY 

电话 Tel: 6793 2282 传真 Fax: 6570 8912 

电邮 Email: kenny.lim@SSAsia.sg  

星宇国际商务交流有限公司

SUNRISE BUSINESS CENTRE PTE LTD 

6001 Beach Rd, #13-04 Golden Mile Tower 

Singapore 199589

FANNY YAN

电话 Tel: 6291 1639

电邮 Email: fanny@sunrisebiz.com.sg

大荣（新）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TAI ENG (S) TRADING CO PTE LTD 

31 A Jalan Ishak Singapore 419369  

蔡志民 CHUA CHOO BENG 

电话 Tel: 9431 1212  

大业私管有限公司 

TAI GIAP PTE LTD 

No 8 Sungei Kadut Street 5 Singapore 728955  

黄金翰 NG KIM HAN   

黄庆发 NG KENG HUAT 

电话 Tel: 6368 7711(3 Lines) / 6368 8877  

传真 Fax: 6368 9977

电邮 Email: taigiap@singnet.com.sg         

天祥枋廊     

THIAN SIANG TIMBER MERCHANT 

1 Link Road Singapore 619023  

陈玉利 TAN GEK LEE   

陈玉祥 TAN GEK SIANG 

电话 Tel: 6261 4880 / 6261 5585  

传真 Fax: 6261 5586  

特艺私营有限公司 

TOP PLASTERCEIL PTE LTD

No 20 Sungei Kadut Street 6 Singapore 728865           

洪文源 Jason Ang Boon Guan  

许乙  James Koh YiLiang 

电话 Tel: 6368 6611  传真 Fax : 6368 6633  

友利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UNQUE HARDWARE CO PTE LTD

 No 7 Woodlands Terrace Singapore 738432  

张耀冰 TEO YEOW PIN  

林名扬 Lim Miah Yang 

电话 Tel: 6748 4211 / 6748 7121  

传真 Fax: 6747 8026 / 6743 5460 

电邮 Email: ypteo@unique.com.sg 

网址 Website: www.unique.com.sg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

UNLIMITED ENTERPRISES (PTE) LTD

15 Defu Lane 9 Singapore 539256

许书朕 KOH SOO CHEM  

许马发 KOH MAH HUAT 

电话 Tel: 6298 5715 / 6294 1735  

传真 Fax: 6294 3736 / 6294 1736 (Store )

电邮 Email: unlimite@singnet.com.sg      

       koh_hweemay@yahoo.com.sg 

网址 Website: www.unlimite.com.sg 

威利东化工私人有限公司 

WEE TEE TONG CHEMICAL PTE LTD

18 Sugei Kadut Street 3 Singapore 729149  

谢秀兴 SEAH SIEW HENG 

电话 Tel: 6366 4231 传真 Fax: 6366 4232

电邮 Email: shseah@weeteetong.com 

网址 Website: www.weetee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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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五金私营有限公司 

WENG HOCK HARDWARE PTE LTD

11 Tuas Avenue 10 Singapore 639135   

林铭铭 LIM BENG BENG 

电话 Tel: 6295 2811  传真 Fax: 6295 4848 

电邮 Email: wenghock@singnet.com.sg 

网址 Website: www.wenghock.com  

白马陶瓷有限公司

WHITE HORSE CERAMIC (S) PTE LTD

1 Sungei Kadut Way Singapore 728700  

洪惠珍  ANG HWEE TIN, SUSAN 

电话 Tel: 6269 0555  传真 Fax: 6269 0055 

电邮 Email: susanang@whitehorse.com.sg  

WORKSITE SOLUTIONS PTE LTD            

Block 418 Hougang Avenue 8  #06-956  

Singapore 530418                      

Wilson Lam 

电话 Tel: 9191 5827 

电邮 Email: wilsonlam@worksitesolutions.com.sg 

谊来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YI-LAI TRADING PTE LTD

No 50 Lorong 21 Geylang Singapore388645

林雍高 LIM OON KOK

电话 Tel: 6842 0163 传真 Fax: 6846 7937

电邮 Email: marketingsg@alpha-tiles.org 

        export@alpha-tiles.org   

锌加涂膜镀锌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ZINGAMETALL (S) PTE LTD 

3 Coleman Street #03-09 Peninsula Shopping Complex

Singapore 179804      

陈源伟 EDWIN TAN  GURMIT SING

电话 Tel: 6883 0655 传真 Fax: 6337 6664

电邮 Email: edwin@zinga.com.sg.

网址 Website: www.zinga.com.sg  

永昇货仓运输私人有限公司

EVERISE WAREHOUSING & 

TRANSPORTATION PTE LTD 

9 Kaki Bukit Road 2 #03-02 Gordon Warehousing 

Bldg Singapore 417842 

SIMON TAN HOCK LOO 

ALFRED LEE LEE HONG

电话 Tel: 6743 5811  

传真 Fax: 6743 4671 / 6841 3775 

电邮 Email: yongsheng.everise@gmail.com  

L&L SUPPLIES PTE LTD

50 Senoko Road Singapore 758115

林文兴 Ron Lim 

电话 Tel: 62640789 传真 Fax: 6725 0526

电邮 Email: ronlim@lnlsupplies.com.sg

网址 Website: www.lnlsupplies.com.sg

王振益先生 

ONG CHIN AIK  

王振益 ONG CHIN AIK 

电话 Tel: 6544 2954  

瑞利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Swee Lee Trading Pte Ltd

26 Sungei Kadut Loop Singapore 729467

Ng Chong Chuan

电话 Tel: 6368-7088 传真Fax:6269-7688

电邮 Email: sweelee_trading@hotmail.sg

准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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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兄弟商团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IES  

9 Jurong Town Hall Road, #04-01, Trade 

Association Hub, Jurong Town Hall  S609431

电话 Tel: 6337 8381   传真 Fax : 6339 0605  

电邮 Email: corporate@sccci.org.

新加坡建筑专业联盟
SPECIALISTS TRADE ALLIANCE OF 

SINGAPORE（STAS） 

23 Genting Road #07-01 Chevalier House

Singapore 349481

电话 Tel: 6282 1686  

电邮 Email: samtan@stas.com.sg 

STAS 属下11间商团
1. AIR 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IO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2. MICRO BUILDERS ASSOCIATION, SINGAPORE 

3. SECURITY SYSTEM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4.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 ASSOCIATION  

5.SINGAPORE ELECTRICAL CONTRACTORS AND LICENSED ELECTRICAL  WORKERS ASSOCIATION  

6. SINGAPORE ELECTRICAL TRADES ASSOCIATION  

7. SINGAPORE FURNITURE INDUSTRIES COUNCIL  

8. SINGAPORE GLASS ASSOCIATION 

9. THE SINGAPORE LIFT & ESCALATOR CONTRACTORS AN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10. SINGAPORE PLUMBING SOCIETY 

11. SINGAPORE SANITARY WARE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新加坡装修同业商联会
SINGAPORE RENOVATION CONTRACTORS AND MATERIAL SUPPLIERS ASSOCIATION 

(RCMA)

9 Jurong Town Hall Rd #04-16 Trade Association Hub  Singapore 609431

电话 Tel: 6443 0540 

电邮 Email: rcma@live.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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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SHIP-CHANDLERS 

ASSOCIATION  

20 A, Lor. 15 Geylang Road  Singapore 388611 

电话Tel: 6749 6937 传真Fax : 6749 6186  

电邮 Email：mailssca@singnet.com.sg  

网络 Website: www.ssca.sq 

新加坡五金工具公会
SINGAPORE HARDWARE AND TOOLS 

ASSOCIATION 

Blk. 808 French Road, #03-06  S 200808  

电话 Tel : 6294 1087 传真Fax : 6294 1267  

电邮 Email: shnta@singnetcom.sg  

网络 Website: www.shta.sq

新加坡卫浴材料出入口商会
SINGAPORE SANITARY WARE IMPORTERS 

& EXPORTERS ASSOCIATION  

61 Ubi Road 1 #02-02,Oxley Bizhub

Singapore 408727

电话 Tel : 6728 9686 传真Fax : 6753 4718  

电邮 Email: con tadus@s5wiea.org.sg  

网络 Website: www.sswiea.orq.sg 

 

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局
SINGAPORE ROPE, HARDWARE & PAI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5 B, Lorong Telok,  Singapore 049018 

电话 Tel : 6533 3608 传真 Fax : 6534 4626 

电邮 Email: srhpma@gmail.com  

网络 Website: www.sqrope.org  

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 ASSOCIATION  

9 Jurong Town Hall Road #03-37 Trade 

Association Hub  Jurong Town Hall,

Singapore 609431.

电话 Tel : 6298 4660 传真Fax : 6298 5118  

电邮 Email: sbmsa1929@gmail.com

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
SINGAPORE METAL & MACHINERY 

ASSOCIATION  

7 A, Jalan Kubor  Singapore 199205 

电话 Tel: 62941 604 / 6297 5636 

传真 Fax : 6294 1891  

电邮 Email: smma@smma.org.sg 

网络 Website: www.smma.orq.sg

附录
兄弟团体—六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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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 range of sanitary ware 
products with a huge emphasis on 
quality and design. Our commitment 

and practical need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our quality 
products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hotels, private apartments, 
condominium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estates, commercial building 
and even landed properties.

Today, Saniton Ceramic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leading 
sanitary ware manufacturer with a 
wide range of exquisite products to 
meet market demand.

SANITON CERAMIC PTE LTD
54 Woodlands Industrial Park E7
Singapore 757826
Tel: 65 6753 3627 / 6758 5770
Fax: 65 6755 0782
Email: sales@saniton.com  
Website: www.saniton.com

Pantone 2746
C = 100, M = 90, Y = 0, K = 0 

Approx size:  8.3 cm x 10.5 cm

C = 51, M = 0, Y = 9, K = 0 

0.00 litres/flush
Urinal Flush Valves & Waterless Urinals

Lavano
Capparis ST2205

UR-2013/013507

Pantone 2746
C = 100, M = 90, Y = 0, K = 0 

Approx size:  8.3 cm x 10.5 cm

C = 51, M = 0, Y = 9, K = 0 

3.50 L (Full Flush) / 2.50 L (Reduced Flush)
Low Capacity Flushing Cisterns

Saniton
ST2722/SC3133IB-3

WC-2018/025045/SLS

Pantone 2746
C = 100, M = 90, Y = 0, K = 0 

Approx size:  8.3 cm x 10.5 cm

C = 51, M = 0, Y = 9, K = 0 

1.80 litres/min
Basin Taps and Mixers

AWS
VIRGO L

BST-2013/014006







名  誉  顾  问 : 陈振泉  潘丽萍  李文献医生  

永久名誉会长 : 李金源  柯长源 (镇安)  刘国华PBM  柯毓麟PBM  孙广安博士  柯建强

产 业 信 托 人  : 王清火  柯毓麟PBM  刘国华PBM  孙广安博士

法  律  顾  问 : 李文龙律师BBM.JP

会  计  顾  问 : 许连发BBM(L). JP

会  务  顾  问 : 柯福隆BBM(L)  陈笃汉  李春木  李宏谦

名  誉  董  事 : 蔡锦淞BBM  林谋丙  林育忠BBM (L)  林全楠  余振南  柯福赐  李笃从  柯金海

会              长 : 刘 谚 前 任 会 长: 胡进胜PBM

副     会    长 : 林金涛  李德隆  林振强PBM

总务委员会主席 :  卓潮来 总务委员会副主席:  柯建庆PBM  柯俊元 

财政委员会主席 :  柯建华 财政委员会副主席: 许明隆

外事委员会主席 :  韦经君 外事委员会副主席:  孙泽

工商委员会主席 :  林永车PBM 工商委员会副主席:  洪友成

康乐委员会主席 : 吴维兴 康乐委员会副主席: 林特发

福利委员会主席 :  柯宝明 福利委员会副主席:  李毅麟

董               事 : 刘亚富  柯锦祥  柯万锺  柯为森  林川胜  黄锦华  沈胜仁  刘南生  吴伟承PBM

  柯智超  赵春福JP.BBM(L)  柯金洲  洪奕冠  

查             账 : 林南进  陈勇瑞

第四十四届第四十四届（2018-2019年度）（2018-2019年度）董事董事

恭祝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九十周年纪念志庆

一日千里一日千里



恭祝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九十周年纪念志庆

会       长 : 卓伟强 第一副会长 : 林铭铭

副 会 长 : 张美昌BBM   	 副   会   长 : 杨营业

总       务 : 侯国伟 副   总   务 : 施怡年

财       政 : 陈嘉庆 副   财   政 : 苏德云

监       察 : 吴振发    

英文秘书 : 陈振益 副英文秘书 : 许耀东

中文秘书 : 施涌海 副中文秘书 : 龙锦鸿

商务主任 : 黄文彬 副商务主任 : 何锦荣

交际主任 : 洪坤荣 副交际主任 : 郑阌励

慈善主任: 颜发成 副慈善主任 : 陈文庆

康乐主任: 赖春伟 副康乐主任 : 胡光亮

大展宏图大展宏图



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局 敬贺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局 敬贺

恭祝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九十周年纪念志庆

欣欣向荣欣欣向荣
新加坡五金工具公会新加坡五金工具公会
Singapore Hardware and Tools AssociationSingapore Hardware and Tools Association



S/No Appointment Company Name (1st) Contact Email

1 President Best Ceramic Pte. Ltd. CHUA Bock Kwee 
Thomas

96558918 thomas bestceramic®yahoo.
com.sq

2 1 st Vice-President Chuan Henq Hardware Trading Pte 
Ltd

TOH Chuan Choon 62942397 chcctoh®sinqnet.com.sq

4 Secretary Crizto Singapore Pte Ltd PHUA Chin Teck Amos 96857704 amos.phua®cri zto.com

5 Assistant Secretary 360 Hardware ZENG YuTian Ethan 98630935 ethan.zyt®qmail.com

6 Treasurer Sintalow Hardware Pte Ltd CHEW Konq Huat 
Johnny

96153538 johnnychew.sintalow® qmail.
com

7 Assistant Treasurer Unitra Jaya Tradinq Pte Ltd KHOO Ghee Cheonq 93636323 unitra®sinqnet.com.sq

8 Correspondent Officer Grande Alliance Corporation Pte Ltd TAN Kee Sze, Allan 9272 9358 allan tan®qrandealliance.com.
sq

9 Assistant Correspondent Officer Ductile Pte Ltd ANG Tiak Leonq 9665 2521 t.l.anq®dpf.sq

10 Liaison Officer Vicplas International Ltd Marcus Leem 9027 8648 marcusleem®vicplas.com.sq

11 Assistant Liaison Officer Star Sin Tradinq Pte Ltd TAN See Wan 9636 1600 seewantan®starsin.com.sq

12 Welfare/Recreation Officer Huap Chonq Brass Foundry 
Workshop

Woo Kwai Chan 9780 1736 wookc hc®vahoo.com

13 Assistant Welfare / Recreation Officer Cosmos CHEE Yan Xi 96697906 yanxi.cosmos®qmail.com

14 Officer for Commence & Personal 
Section

Aliaxis Singapore Pte Ltd Christopher HENG 97276500 christopher.henq®aliaxis.sq

15 1 st Assistant Officers for Commence 
& Personal Section

Rheem Manufacturing Company Wong Chow 91594109 wonqchow®rh eemasia.com

16 2nd Assistant Officers for Commence 
& Personal Section

Claytan Ceramic Pte Ltd Ben Lim 96991105 ccsq®clavtanqroup.com

17 Committee Members Multico Buildinq Products Pte Ltd KIRK Honq Kee 9822 5050 hkkirk®multico.com.sq

18 Committee Members Kin Hup Henq Enterprise Pte Ltd Lye Nam Woh 9672 8477 khhenterprise®qmail.com

19 Committee Members Tionq Yeonq Hardware Pte Ltd POH Soon Lip 9756 1318 tionqyeonq®sinqnet.com.sq

恭祝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九十周年纪念志庆

新加坡卫浴材料出入口商会新加坡卫浴材料出入口商会
Singapore Sanitary Ware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日新月异日新月异



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九十周年纪念喜庆

蒸蒸日上蒸蒸日上

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局 敬贺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局 敬贺



恭祝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 

九十周年纪念志庆

新加坡建筑专业联盟新加坡建筑专业联盟
SPECIALISTS TRADE ALLIANCE OF SIGAPORE（STAS（

敬贺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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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发 漆 料 公 司
HIAP HUAT PAINTS CO 
HIAP HUAT CHEMICALS & INDUSTRIALS CO 
OXYPLAST TRADING (S) PTE LTD
33 Tanjong Penjuru, Singapore 609029  
Tel: (65) 6745 4111  Fax: (65) 6746 2977
Email: hhpaints@singnet.com.sg  
Website: www.hiaphuat.com.sg

Accredited Nippon Paint Export Agent since 1975 in the Republic of Maldives
自1975年获得马尔代夫共和国认可的日本漆出口代理

NipponpaintSingapore    www.Nipponpaint.com.sgf







company’s standard for the Singapore 
and regional markets’ requirement. 

company’s businesses are:

Asiatic Fire System Pte Ltd



LASER 
WELDING

Maximum design flexibility

Stainless Structurals Asia Pte Ltd 
No.52 Tuas Ave 9, Singapore 639193
Tel: +65 6793 2282  |  Fax: +65 6570 8912  |  +65 9028 3287
Email: kenny.lim@ssasia.sg  |  adeline.ong@ssasia.sg

• Building Facades
• Structural Applications
• Infrastructure
• Art Installations and Sculptures
• Street Furniture and Fountains
• AESS 3, 4, CUSTOM

www.stainless-structurals.sg

SSA_AD(A4).indd   1 6/9/19   5:51 PM









Tel: 62934787,62934788,62985713,62985715,62841735   Fax: 62943736,62841736
15 Defu Lane 9 Singapore 539256
Email：unlimite@singnet.com.sg   Website：www.unlimite.com.sg



For any enquiries, kindly call us at  
Tel : 65 6265 2788 Fax : 65 6266 0081 

Email : chinleong@clp.com.sg 
Website : www.clpc-sys.com 

CHIN	  LEONG	  CONSTRUCTION	  SYSTEMS	  PTE	  LTD	  
	  
Started	  way	  back	  in	  1947,	  CLP	  is	  a	  leading	  specialist	  contractor	  for	  waterproofing	  and	  floor	  coating	  systems	  as	  well	  as	  
a	  manufacturer	  and	  supplier	  of	  a	  full	  range	  of	  construction	  chemical	  products.	  
	  
WATERPROOFING	  SYSTEMS	   	   	   INDUSTRIAL	  SOLVENT	   	   	   INTERIOR	  DESIGN	  
Asphalt	  Spray	  Waterproofing	  Systems	   	   Full	  range	  of	  Industrial	  Solvents	   	   Wall	  Paper	  
Bituminous	  Waterproofing	  Systems	   	   Xylene	   	   	   	   	   Glass	  Film	  
Cementitious	  Wagterproofing	  Systems	   	   	   	   	   	   	   Reatec	  
Crystalline	  Waterproofing	  Systems	   	   FLOORING	   	   	   	   Vinyl	   	   	  
Elastomeric	  Waterproof	  Coating	  Systems	   Concrete	  Curing	  Agent	   	   	   Carpet	   	   	  
Extruded	  Polystrene	  Foam	   	   	   Expansion	  Joints	   	   	   Curtain	  
Fibre	  Mesh	   	   	   	   	   Floor	  Coating	   	   	   	   Upholstery	  Fabrics	  
Hot	  Poured	  Membrane	   	   	   	   Floor	  Hardener	   	   	   	   	  
Pre-‐applied	  Membrane	   	   	   	   	   	   	   	   	   TILING	  WORKS	  
Self	  Adhesive	  Membrane	   	   	   MARBLE	  WORKS	   	   	   Admixture	  &	  Bonding	  Agent	  
Torch-‐on	  Membrane	  	   	   	   	   Impregnator	   	   	   	   Colour	  Grout	  
TPO/PVC	  Membrane	   	   	   	   Marble	  Glue	   	   	   	   Glass	  Block	  
Water	  Repellent	   	   	   	   Stone	  Coating	   	   	   	   Tile	  Adhesive	  
	   	   	   	   	   	   Stone	  Sealer	   	   	   	   Tile	  Trims	  
REPAIR	  &	  REFURBISH	  WORKS	  
Non-‐Shrink	  Grout	   	   	   	   SEALANT	  
PU	  &	  Epoxy	  Grout	   	   	   	   PU	  Sealants	  
Repair	  Compound	   	   	   	   Sealant	  Gun	  
Self	  Levelling	  Compound	  



致 知 私 人 有 限 公 司



祝 贺 新 加 坡 建 筑 材 料 商 公 会
成立九十周年

Congratulations on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 Association

基 业 永 固基 业 永 固
再 创 辉 煌再 创 辉 煌

王明坚 集团董事长

Ong Meng Keng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
                Chong Bee Private Limited

IMPORTER & EXPORTER
387 Changi Road Singapore 419836

Tel: 6742 1802 (4Line)  Fax: 6744 3020
Email: cheongbe@singnet.com.sg

本号专营建筑材料出入口商花瓷地砖花砖等
Dealers in all kinds of: Glazed/Unglazed Wall & Floor Tiles 

Ceramic Decorative Tiles Mosaic & Etc.All are Welcome!











Jeffrey Li（李建福）
Managing Director
H/P: (65) 9677 1285

ANDER LAB PTE LTD
Blk 20 Woodlands Link, #08-40, Singapore 738733

Tel: (65) 6755 1595  Fax: (65) 6755 1139
Email: jeff@ander.sg

Manufacturer for diamond blades and power tools



SSaattiissffyyiinngg  SSiinnggaappoorree’’ss  CCoonnssttrruuccttiioonn  aanndd  MMaarriinnee  IInndduussttrryy  
SSiinnccee  11997755

• RAW BUILDING MATERIALS
• CONSTRUCTION MACHINERIES
• STRUCTURAL STEEL
• STEEL PIPES AND FITTINGS
• STAINLESS STEEL PRODUCTS
• SILT CURTAINS
• EROSION CONTROL PRODUCTS
• WELDING PRODUCTS
• CUTTING & ABRASIVE PRODUCTS
• ELECTRICAL POWER TOOLS
• ELECTRICAL POWER CABLES
• WIRE ROPES
• LIFTING WEBBINGS/SLINGS
•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 STEEL FABRICATION
• PRECISION ENGINEERING

YYoouurr  TTrruusstteedd  aanndd  RReelliiaabbllee  PPaarrttnneerr  TThhrroouugghhoouutt  GGeenneerraattiioonnss





出版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 ASSOCIATION 

9 Jurong Town Hall Road #03-37 S 609431

Tel: 6298 4660  Fax: 6298 5118

Email: sbmsa1929@gmail.com

承印

NETUCC 艺品良印

1014 Geylang East Ave 3 #03-224/226

Singapore 389729

Tel : 6742 5889  Fax : 6742 6719  

Email: model@netucc.com

高球友谊赛

召集人：林铭铭

委    员：王 忠  陈文庆  林国桦  王玟福  

                  林宏家  颜 记 

纪念特刊

召集人：黄世荣

委    员：林煌隆  黄选民  侯长远  郑崴纶  

                  曾福旺  李建福

香格里拉晚宴

召集人：侯长远

委    员：黄选民  林特发  林宏家  王凌德  岳    玲

                  彭雅城  林铭铭  黄庆发  洪惠珍  吴德建

出版日期

第一版：2019年11月1日

增订版：2020年1月1日

九十周年庆典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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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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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INGAPORE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 ASSOCIATION
9 Jurong Town Hall Road #03-37 Singapore 609431

Tel: 6298 4660   Fax: 6298 5118
  Email: sbmsa1929@gmail.com

建材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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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周年会庆
难忘香格里拉晚宴

我会今年11月1日于香格里拉大酒店

举办盛大晚宴，隆重庆祝创会九

十周年。

我国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

黄循财，受邀担任晚宴主宾，出席嘉宾包

括来自海外的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印尼

广肇总会，柬埔寨建筑商公会以及马来西

亚五金机械建材联合总会的多名领导。

国内受邀单位来自中国大使馆，中华

总商会，六商团成员：新加坡五金机械公

会，船舶物资商会，五金工具公会，卫浴

材料出入口商会，索络五金漆料公局。另

外数间兄弟商团，包括：建筑专业联盟，

装修同业商联会，木材厂商公会，玻璃公

会等，也在受邀之列。

出席晚宴的海内外嘉宾，加上热烈支

持的我会董事和会员，估计数达五百多人。

晚宴上，我会捐出一万元善款，赞助

林邦区居民慈善福利基金，会上也颁发长

期服务奖给六位劳苦功高的董事，其中服

务年限最长的多达47年之久。

我会会长黄世荣，在致欢迎词时 谢

海内外嘉宾、董事、会员及同业友好的热

烈出席，使晚宴顺利圆满举行。

在致辞中，他认为目前的颠覆性企业

模式，大数据时代的科技，以至中美贸易

战和中国经济放缓等因素，对我国，尤其

是18万家中小企业的冲击很大。

如何逆境求存，设法转型，采纳数码

科技，改变管理模式，跨向国外市场，是

老板们的巨大挑战。

今天，企业转型，商团也要转型。九

十高龄的我会，传统上是喝茶吃饭的联谊

组织，怎样带动会员改变思维，联手共创

另一片蓝天，更是一项艰巨的重任。

现在，我会已迈开第一步，让新届董

事会引进三分之一新人，并且，放弃自置

会所，搬进裕廊镇商团中心，提升秘书处

效率，为转型打好基础。

黄循财部长在演说中肯定建筑材料商

对今日繁华的新加坡所作的贡献。

部长也引述了我国未来20年的多项大

型发展计划，包括南部濒水地区2，000公

顷地段，巴耶利巴旧机场，加冷河，裕廊

湖区，地下城，文化历史区的保留和发展

等等，让新加坡成为充满商机和活力的宜

居大都会。

晚宴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举杯饮胜更是此起彼落。黄部长也逐桌和

嘉宾交流拍照，打成一片。

晚宴压轴是全体董事上台与现场嘉

宾大合唱，先来一曲《朋友》，再来一首

《要拼才会赢》激昂嘹亮的歌声，响彻香

格里拉偌大的岛屿宴会厅，为九十周年庆

典划下难忘圆满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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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周晚宴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举行 九十周晚宴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举行

   开场前先来个合家欢董事集体照 开场前先来个合家欢董事集体照

  来自兄弟商团及商家友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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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迎黄循财部长莅临 恭迎黄循财部长莅临

  击鼓迎宾

   海外嘉宾留影  右起: 马来西亚五金机械建材总会副会长拿督王隆华, 印尼广肇总会秘书长张锦泉伉俪, 我会会长黄世荣,  海外嘉宾留影  右起: 马来西亚五金机械建材总会副会长拿督王隆华, 印尼广肇总会秘书长张锦泉伉俪, 我会会长黄世荣,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秘书长刘欣, 柬埔寨建筑商公会会长庄明强勋爵, 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局会长黄选民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秘书长刘欣, 柬埔寨建筑商公会会长庄明强勋爵, 新加坡索络五金漆料公局会长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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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精会神, 翻阅九十周年特刊

 聚精会神, 翻阅九十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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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部长致训词

  黄会长致欢迎词

  部长面授机宜，会长洗耳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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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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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酒-国泰民安, 生意兴隆, 身心健康 敬酒-国泰民安, 生意兴隆, 身心健康

   齐唱生日快乐, 祝愿我会万寿无疆 齐唱生日快乐, 祝愿我会万寿无疆

   六位劳苦功高, 犹颁长期服务奖的董事(左起: 陈笃汉,  六位劳苦功高, 犹颁长期服务奖的董事(左起: 陈笃汉, 
王王 忠, 黄世荣, 陈明水(由颜先生代领), 邱传庆, 许书朕)忠, 黄世荣, 陈明水(由颜先生代领), 邱传庆, 许书朕)

   法律顾问, 名誉会长及全体董事与黄部长合照 法律顾问, 名誉会长及全体董事与黄部长合照

   齐心协力, 共创辉煌
 齐心协力, 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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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黄世荣亲交$10,000善款予林邦区谘委会 会长黄世荣亲交$10,000善款予林邦区谘委会
主席黄保华PBM, 充作居民福利基金主席黄保华PBM, 充作居民福利基金

   印尼广肇总会秘书长张锦泉瑰赠纪念盾予我会 印尼广肇总会秘书长张锦泉瑰赠纪念盾予我会

   临别依依 临别依依

   高歌一曲‘朋友’, 再来一首‘要拼才会赢’, 让嘹亮歌声为晚宴划上圆满休止符 高歌一曲‘朋友’, 再来一首‘要拼才会赢’, 让嘹亮歌声为晚宴划上圆满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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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会所建筑基金
芳名录

1 9 9 2 年 ， 我 会 在 全 体 董

事，会员及同业的热心大力支持

下，筹足32万元，购置现有跑马

埔路二层楼会所，为会务发展提

供更佳平台。

借此列下100名认捐商家以

及捐款数额；以资表扬，永存留

念。

商家 数额 商家 数额 商家 数额

大通私人有限公司 10,000 大业（私营）有限公司 2500 达丰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1000
永美有限公司 10,000 永福五金私营有限公司 2500 全球建设有限公司 1000
利丰行私营有限公司 10,000 南兴（1953）私人有限公司 2500 利达行私营有限公司 1000
金合利私人有限公司 10,000 致知私人有限公司 2500 林文贵公司 1000
金德隆私人有限公司 10,000 应发南记 2500 金协兴（私人）有限公司 1000
森成兴（私人）有限公司 10,000 丰顺（私人）有限公司 2500 东发地砖私人有限公司 1000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 8000 大荣（新）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2000 南亚铝业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1000
国际商业私人有限公司 8000 友成（联）有限公司 2000 恒业瓷砖行私人有限公司 1000
富达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8000 天祥枋廊 2000 美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1000
新福兴（私人）有限公司 8000 永盛机制灰砖私人有限公司 2000 马联公司 1000
王兄弟地砖建筑私人有限公司 5000 奎林公司 2000 国际建筑（私人）有限公司 1000
中美（私营）有限公司 5000 振林材料有限公司 2000 星德建筑材料私营有限公司 1000
沈昭茂私人有限公司 5000 振和枋廊 2000 华建私人有限公司 1000
吴德华公司 5000 振隆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2000 华胜建筑材料企业 1000
协盛隆建筑材料商 5000 全成枋廊 2000 新中（私人）有限公司 1000
建华行（私人）有限公司 5000 金源记私人有限公司 2000 新南建筑材料私人有限公司 1000
美式建筑材料贸易公司 5000 合发利私人有限公司 2000 万国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1000
星美私人有限公司 5000 信托建筑材料私人有限公司 2000 激营私人有限公司 1000
孙文德先生 5000 凌德私人有限公司 2000 进行私人有限公司 1000

孙炳炎先生 5000 捷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2000 ATRAC (SEA) PTE LTD 1000
裕廊砖厂有限公司 5000 胜发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2000 力士材料供应私人有限公司 500
锦华私人有限公司 5000 新美（星）私人有限公司 2000 和利私人有限公司 500
联成兴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5000 新华行私人有限公司 2000 裕昌枋廊（私营）有限公司 500
CEMAR INTERATIONAL SPA 5000 远东瓷砖（私人）有限公司 2000 绵光企业公司 500

五美企业有限公司 3000 联昌公司枋廊 2000 荣源枋廊私人有限公司 500
金利盛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3000 拨多建筑材料私人有限公司 2000 庆连发公司 500

亚洲电钢网有限公司 3000 SPICIALTY PRODUCT PTE LTD 2000 宝利泰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500
建利私人有限公司 3000 金沙私人有限公司 1500 ESPAN CORPORATION PTE LTD 500
皇宫私人有限公司 3000 川发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1200 九龙贸易（新）私营有限公司 300
美达私人有限公司 3000 大山公司 1000 东方明贸易有限公司 300
施装修材料供应（私人）有限公司 3000 大道有限公司 1000 第壹贸易建筑工程 300
南新（1964）有限公司 3000 3000 永大贸易（私营）有限公司 1000 慎德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300
南发地砖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3000 江山（私人）有限公司 1000

100名认捐宝号合计 $281,900
华东88有限公司 3000 合美南记公司 1000

我会于1994年，刻制大理石牌匾，安装在会所大厅，列名所有认捐建筑基金
商家，以资表扬，永存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