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t’s be more SMART, GREEN and HEALTH 让我们变得更聪明、绿色和健康 … 

绿色智慧城市整合者 
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整合者 
绿色餐饮和文化教育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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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日腾集团 

日腾 于2006年在中国澳门成立，是一跨国综合性控股集团。 

 
  因应未来发展，日腾于2018年重组为「日腾集团 YATRON Group」。 

  旗下「日腾智慧城市与能源集团」为全球领先的绿色智慧城市多样性组织企业 

。其业务包括: 绿色智慧城市、智慧工厂和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2045, 工业4.0, 
工业互联网)、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农业、智慧大楼、智慧医疗、智能交通、智慧教
育、智慧体育、半导体新材料等。从工业制造、能源、半导体、商业、数据中心、
水处理、交通、运动设施、医疗系统、渔农业、教育及文化、活动策划展览等领域
皆有我们的踪影。日腾利用自有核心技术和产品，并整合各系统资源。 
 
  我们为客户提供完善的终端产品和服务方案, 以确保生产、电力和能源基础设
施的可靠性和保护. 并持续地执行中国和德国TÜ V SÜ D ISO9001, ISO14001, ISO50001
和ERP系统. 
   

http://www.yatrongroup.com/smartcityenergy/
http://www.yatrongroup.com/smartcityenergy/
http://www.yatrongroup.com/smartcity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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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日腾集团 

  旗下「日腾国际集团」为绿色餐饮、美容、生活、旅游的综合性企业。其中
『月媚茶』为创意茶文化复合餐饮品牌。 
 
  旗下「日腾媒体科技集团」为智慧媒体及信息科技(IT)综合性跨国集团，垂直整
合和协助日腾集团以及客户在媒体及信息科技领域之发展，包括: 新媒体、在线线
下(O2O) 商城、新零售。 
 
  旗下「日腾企业顾问集团」为综合型订制化企业咨询顾问跨国集团，垂直整合
和协助日腾集团以及客户在各领域之发展，包括: 各种疑难杂症、顶层股权设计、
资本运作、收购合并、行政、财务、研发、生产、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 (市场拓
展、品牌建立和推广、在线线下O2O商城整合、新零售、 整合营销等)。更覆盖各大
行业，如：能源、照明、家电、医疗、航天、农业、电子商务、 新媒体、 化工、 
美妆、 食品、 餐饮、茶和酒业等。 

  
   
          

http://www.yatronintl.com/
http://www.yuemeitea.com/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http://www.yatrongroup.com/media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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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日腾集团 

  旗下「日腾渔农集团」整合日腾集团旗下科技企业，由台湾数十位渔农业教授
级专家，利用科技及智慧化技术，改进传统渔农业的经营情况。专注于绿色智慧农
业研发、规划、养殖、种植、供应链、服务和观光旅游等。为中国和全球绿色渔农
业注入新动力。 
 
  旗下「学子茗教育集团」以少儿托管和青少年教育、兴趣班为主体(中国八雅 -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武术等) ，以培育国际型综合性人才为目的，发扬和承传中华
文化。 
 
   经过多年之发展，跟随中国的 “一带一路” 政策，日腾已布局东亚、东南亚和
欧洲各主要区域，先后设立了中国澳门总部、珠海营运中心及制造中心(工厂)、台
北研发中心及制造中心(工厂)、广州科技中心、香港金融中心、马来西亚吉隆玻东
盟总部、泰国曼谷分公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法国代表处等。 
 
 
          

http://www.yatrongroup.com/AgricultureAndFishery
http://www.yatrongroup.com/AgricultureAndFishery
http://www.yatrongroup.com/AgricultureAndFishery
http://www.yatrongroup.com/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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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日腾集团 

       年/月                                          事件 

2021/07/01  日腾广州科技中心成立 

2021/01/01  日腾半导体新材料成立 
2019/10/01 日腾欧洲成立 
2018/11/02  日腾集团成立 
2018/09/20  日腾珠海通过德国TÜ V SÜ D/ISO 14001环境管理认证 
2018/08/20  日腾泰国成立 
2017/10/04  日腾珠海通过德国TÜ V SÜ D/ISO 50001能源管理认证 
2015/11/02  日腾国际台湾成立 
2015/07/20  日腾国际澳门成立 
2014/08/20  日腾马来西亚成立(集团东盟总部) 
2014/07/20 日腾台湾亚太中心及印度尼西亚成立 
2013/07/20 日腾香港金融中心成立 
2012/09/11 日腾集团|企业资源管理系统(ERP)上线 



Ver.: 2021.10.09 

历史-日腾集团 

       年/月                                          事件 

2011/09/29 日腾澳门通过德国TÜ V SÜ D/ISO 9001质量管理认证 
2010/09/29 日腾珠海通过德国TÜ V SÜ D/ISO 9001质量管理认证 
2010/05/01 日腾取得GE能源授权低压配电设备生产厂资格 
2010/03/01 日腾中国|珠海制造中心(工厂)成立 
2009/04/08 日腾澳门取得美国通用电气GE工业系统授权合作伙伴资格 
  开始与世界最大型综合企业-国际能源及自动化工业巨头合作 
2008/09/01 日腾中国|珠海营运中心成立 
2006/07/20  日腾澳门总部, 台湾研发中心及制造中心(工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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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WHERE 
 集团总部: 中国澳门特区 
 营运中心: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 
 工厂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江门市 
 台湾|新北市 

 研发中心: 台北 
 科技中心: 广州 
 金融中心: 香港 
 分公司／代表处／体验馆: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广州市 
 台北市、香港、澳门 
 马来西亚|吉隆坡市 (东盟总部) 
 泰国|曼谷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雅加逹 
 菲律宾|马尼拉 
 越南|河内 
 英国、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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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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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CERTIFICATES 

Complies with
  

Certificates 

ISO 9001, ISO 14001 
ISO 50001 
IEC 62208 
IEC 60439, IEC 61439 
GB 7251 
IEC 60331 
BS 6387 
UL94 
 

TÜ V SÜ D (Germany) 
TÜ V SÜ D (Germany) 
TÜ V SÜ D (Germany) 
KEMA, ASEFA, CEBEC, ASTA, TUV 
CCC (China) 
TICW 
TICW 
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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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智慧城市与能源 

日腾智慧城市与能源 
 
        于2006年在中国成立，为亚洲的领
先的绿色智慧城市多样性组织企业，其
业务包括绿色智慧城市、智慧工厂和智
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2045, 工业4.0, 工
业互联网)、智慧能源管理方案和施工及
营运。从工业制造、能源、半导体、商
业、数据中心、水处理、交通、运动设
施、医疗系统、渔农业、教育及文化、
活动策划展览等领域皆有我们的踪影。
日腾利用自有核心技术和产品，并整合
各系统资源。 
www.yatrongroup.com 
 

http://www.yatro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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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国际贸易 

日腾国际 
 
  2015年夏, 因「日腾集团」业务的水
平扩张及全球消费性产品市场强劲增长, 
决定成立「日腾国际及台湾分公司」; 从
台北出发, 由旗下高端茶品牌『月媚茶』, 
拓展成集餐饮、美容、生活、旅游等业
务的综合企业, 并已迅速扩展至东盟、欧
洲和美国。 
 
www.yatronintl.com 
 

http://www.yatronener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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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月媚茶 

月媚茶 
 
 
 
  
 

        2019年秋，由「林月媚」女士于1965年创立，坚持采用古早的传统做法，纯手工制造的《月媚
茶沙龙精品体验馆》于中国广东省珠海市开业，其是『月媚茶』旗下在中国大陆第一间沉浸式体验馆，
馆内能带给尊贵客户来自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独特的感官体验，感受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精品茶、
手摇茶、茶曲奇饼、蛋糕、点心、单品手冲咖啡及茶鸡尾酒等各种特色调饮。 
  
  体验馆风格以中式天然木质为基础，与欧洲古典色系融合融合，创造出融贯中西的独特韵味，虽
身在方寸之内，却能心感世界之大；步入店内，环顾四周，一个微型的世界茶博物馆尽展于眼前； 
细品一口，四溢的茶香述说着月媚对于精品的执念从未改变。 
  
『月媚茶』承传世界的茶。 
 

www.yuemeitea.com 
 

http://www.yuemeit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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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方案 -智慧城市及能源 

智慧博物馆 
智慧光伏 

智慧电力 
智慧工厂及智慧能源管理 

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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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方案 - 绿色智慧城市整合者 

日腾专长 

日腾核心 

日腾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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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例 - 智慧渡假村及酒店  

 

 

新濠影汇 STUDIO CITY 
 

位置LOCATION  

澳门 | 中国 - 路凼金光大道 Cotai Strip, Macau S.A.R, China 

 
 

介绍INTRODUCTION  
新濠影汇为一以电影为主题的综合娱乐、购物及博彩度假村项目。 
The project is a Comprehensive Movie Theme Park including the Shopping mall, Casino and 
Resort. 
 
内容SCOPE OF WORK  
 降低高至40%能耗及提升30%管理效率  投报期ROI = 3 年 
 智慧渡假村及酒店 – 智慧空调通风控制系统 

Smart Resort & Hotel – Smart HVAC Controlgear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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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例 - 智慧制造及能源 

 

 

Standard Pen Industries 
 

位置LOCATION  

雅加达 | 印度尼西亚 Jakarta, Indonesia 
 
介绍INTRODUCTION  
 印度尼西亚最大制笔生产商 
 生产原子笔, 腊笔, 铅笔等 
 
内容SCOPE OF WORK  
 降低高至50%能耗及提升30%产能和良率  投报期ROI = 2 年 
 智慧工厂及智慧制造,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Smart factory & Manufacturing, EnMS 
 生产线硬件、软件、制程升级和改造 
 工业升级及能源顾问服务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nergy Renovation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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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例 - 智慧体育 

 

 

邻近澳门科技大学之体育馆 
Gymnasium next to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位置LOCATION  

澳门 | 中国 - 路凼城Cotai, Macau S.A.R, China 
 
介绍INTRODUCTION   
第二届亚洲室内运动会主要场馆 
Major stadium of 2nd Asian Indoor Game in Macau SAR 
 
内容SCOPE OF WORK 降低高至20%能耗及提升15%管理效率  投报期ROI = 3 年 
 智能低压成套配电设备及系统 Smart LV Switchgear and System 
 智能空调通风系统控制系统 Smart HVAC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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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例 -智慧渔农业 

 

 

高雄及屏东智慧农场 
 

位置LOCATION  

台湾 - 高雄及屏东 
 
介绍INTRODUCTION  
 智慧渔菜共生生态系统 
 环保接近零污染 
 
内容SCOPE OF WORK  
 降低高至20%能耗及提升20%产能和生长率  投报期ROI = 3 年 
 智能农场设备及管理系统 
 系统升级及能源顾问服务 System upgrading and Energy Renovation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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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例 -智慧渔农业 

 

 

日腾台中谷关智慧渔场 
 

位置LOCATION  

谷关｜台中｜台湾 | 中国 

 
介绍INTRODUCTION  
 台湾现存十多个樽鱼养殖场之一 
 天然瀑布智慧控制水流 
 监测水温、水质、微生物等，环保接近零污染 
 
内容SCOPE OF WORK  
 降低高至20%能耗，提升20%产能和生长率，降低10%死亡率  投报期ROI = 3 年 
 智慧渔场设备及管理系统 
 系统升级及能源顾问服务 System upgrading and Energy Renovation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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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月媚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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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月媚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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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香港镜报CSR (企业社会责任) 

香港镜报CSR (企业社会责任) 
香港特首-梁振英 先生 主礼 
2015年03月27日 

201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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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香港镜报CSR (企业社会责任) 

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奖评选活动，获「杰出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奖」 
Participating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rd  (CSR)  
Selection Activities.  
Won the "Outstanding SME CSR Award" 

        日腾是一家以能源管理和建设可持续
发展为发展目标的企业。社会的发展与企
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社会发展得好，为企
业提供良好经济的环境。企业发展得好了，
力所能及地回馈社会，创造更好的经济环
境。如此良性循环。日腾能源集团就是在
这个理念经营下才有今天的成绩。 

201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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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澳门商务大奖 

日腾能源集团 
澳门商务大奖 
环境绩效 
2015年11月26日 

201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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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 展览 |香港、澳门 

日腾参展亚洲建筑展Y

YATRON Build4Asia 2014 in Hong Kong 

        亚洲建筑展览是港澳面向亚洲最大的建筑设
备展览会。2014/05/07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盛
大开幕。日腾作为参展商,不仅向来自世界各国
的设备厂商及客人展现了日腾产品的硬实力, 而
且也让日腾在迈向亚洲策略赢了个开门红。 

Build4Asia is the largest building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a
nd Macao for building equipment in Asia. 2014/05/07 grand 
opening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s an exhibitor, YATRON not only shown our high quality pro
ducts to cli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lso got a quite 
good beginning. 

201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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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 展览 |香港、澳门 
2010.03.08 

CHIAF / SIAF 2010 - 中国(广州)国际工业
控制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展览会 
CHIAF / SIAF 2010 - Guangzhou 

日腾(YATRON)于2010年3月8-11日期间再度参
加《CHIFA/SIAF 2010 - 中国广州国际工业自动
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SIAF)》. SIAF展会由全球
最大的工业自动化展SPS及华南最大的工业自动
化展CHIFA在中国的完美结合, 展会盛大演绎, 恢
宏共享. 
 
日腾在展会上认识了大量行业伙伴和客户. SIAF是中国最大的自动化展览会 

SIAF is the largest Automation 
exhibition in China. 

 智能自动化工厂及管理系统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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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 展览 |香港、澳门 
2009.03.04 

13届中国(广州)国际工业控制自动化及仪器
仪表展览会 
13th (CHIFA 2009) in Guangzhou 

日腾(YATRON)于2009年3月4-7日期间参加《CH
IFA 2009 - 第13届中国广州国际工业控制自动
化及仪器仪表展览会》, 该展会被广州市评为"广
州十大品牌展会"之一.  
 
YATRON认为: 作为一个品牌价值优秀的展览会, 
均会为展商与观众提供理想的商务平台, 信息在
这里交汇、价值在这里实现.  CHIAF 是中国最大的自动化展览会 

CHIAF is the largest Automation  
exhibi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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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专访-记者招待会| 澳门 

        2014/08/19日腾能源集团亚洲业务拓展发布会金沙
城中心喜来登酒店天山厅举行，冀能藉此让更多本澳和
亚洲企业深入了解集团业务及产品，希望从不同方面提
供协助，推动企业建立一套高效的能源管理系统和方案。 

 
        发布会邀请中联办经济部中资管理企业处严机刚、
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理事长办公室高级经理曾泽
瑶、通用电气(GE)能源集团工业系统北亚及大中华区总
经理柳方及代表励青、澳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电力系统
调度部经理何桂城及采购部经理张志辉、澳门中华总商
会常务理事陈隆成、澳门中小型企业联合总商会副会长
叶荣发、广东省建工集团-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及粤
安(澳门)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陈志成、振华港工建筑有限
公司总经理谢伟强、澳门金沙集团-设施管理部总工程师
周志雄、李祖原建筑师-原集团联盟-太一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魏峰、太一澳门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吴伟恩及澳门空调制冷商会副
会长郑耀东等嘉宾出席，吸引了逾一百五十名海内外商
政界代表出席活动，气氛热闹。                             (接下页) 

上图：日腾能源集团CEO陈超雄先生接媒体采访 

201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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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专访-记者招待会| 澳门 

         (接上页) 
 
        日腾能源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陈超雄致辞表示，
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兴建和横琴新区开发项目的契机，使
能源管理、智慧城市建筑的发展及需求得到重点的关注
及提升。日腾成立于2006年，成立前期专注于服务本澳。
随着各方的支持下，集团业务逐渐延伸到其他地区和版
块，实现澳门企业走出去的目标。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随后，分别举行日腾能源集团就「新濠影汇」、「威尼
斯人渡假村110kV变电站」等项目与GE能源签约仪式及
进行日腾能源集团与太一澳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协
议签署仪式。  

从左至右：日腾能源集团-行政总裁陈超雄(Kenneth Chan), 亚
洲董事总经理李克贤(Christophe Fliou) 

左图：发布会现场宾客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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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举行业务拓展发布会，希望透过集团在亚洲的
布局，利用通用电气(GE)的技术、金融上的支持，协助
企业走出去。现时已有数个项目在横琴发展，参与一些
政府基建、商业大楼等，技术包括LED照明、马达控制
等。 
 
        未来会积极向相关部门推广技术，开业八年来培训、
聘请过不少本地工程师，工程师都应用GE的技术及集团
新技术于工作上。在人才培训上，期望透过不同形式担
任培训角色。 
 
         通用电气能源集团工业系统北亚及大中华区总经理
柳方表示，日腾能源集团作为该集团在中国的长期合作
伙伴，未来将在专业技术、财务等作出支持，期望透过
支持使日腾发展得更有规模，甚至可到交易所上市。中
国在过去二十年，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非常大，为能源管
理发展准备必要条件。 

通用电气能源集团工业系统北亚及大中华区总经理柳方先生 
General Manager, North  Asia and Greater China 
GE Energy, Industrial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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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雄 Kenneth Chan 
行政总裁 CEO 
日腾能源集团 

柳方 James Liu 
北亚及大中华区总经理 

通用电气 - 能源集团 - 工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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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NzEzMDk4NA==.html?spm=a2hbt.13141534.0.1314153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k0ZqTRRig&t=657s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NjIyMTQzNg==.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2~5!2~5~5~5!2~5~5!2~5!2~5!2~5~5!4~A&scm=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1xrRMah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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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贤 Christophe Fliou 
亚洲董事总经理 
日腾能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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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NjIyNTExNg==.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2~5!2~5~5~5!2~5~5!2~5!2~5!2~5~5!3~A&scm=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BXwy5vfM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NjI0OTcxNg==.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2~5!2~5~5~5!2~5~5!2~5!2~5!2~5~5!2~A&scm=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_ubpmig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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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专访-董事长及CEO-陈超雄先生 

        2014/10/28 CEO陈超雄接受《澳亚卫视MASTV》记者专访，并
录制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系列《感动澳门》电视节目。日腾能源集团
行政总裁陈超雄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踏踏实实做事，用自己的勤劳和智
慧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台湾学成归来后，以特区主人的身份和其他
社群共同参与澳门的建设，为祖国的繁荣稳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
广大澳门青少年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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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DQ2MjU4NjY0.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DQ2MjU4NjY0.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DQ2MjU4NjY0.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_0aS6Xq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_0aS6Xq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_0aS6Xq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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