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通  告 
 

二○一九年 39 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公布 2020 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 
企业（第十二批）名单的通告 

 
    为落实《粤港清洁生产合作协议》,根据 2020 年度“粤港

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安排，经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实地评估，

香港特区环境保护署，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

科学技术厅联合审定，并经公示后，共同认定 2020 年度“粤港

清洁生产伙伴”标志企业（第十二批）181 家，其中，优越标

志企业 39 家、制造业标志企业 129 家、供应链标志企业 2 家、

技术服务标志企业 11 家，现将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2020 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企业（第十二

批）名单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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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企业（第十二批）名单 

 

2020 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优越伙伴（制造业）」标志 

序号 香港企业名称  内地企业名称 
企业所属地 
（内地） 

1 *中慧有限公司 *广州中慧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 

2 日立电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 

3 日立电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电机(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 

4 日立电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广州)自动扶梯有限公司 广州 

5 *永颖环球有限公司 *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 

6 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 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7 *华昌塑胶厂有限公司 *增城华昌塑料五金模具有限公司 广州 

8 *香港环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9 雅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雅迪香料(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 

10 *蓝月亮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 

11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 (广东)有限公司 深圳 

12 *事必达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华宏达精密五金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13 美律电子 (香港)有限公司 美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14 *美律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美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龙华二分厂 深圳 

15 新玛德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新丰电器(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16 世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珠海世锠金属有限公司 珠海 

17 平汇有限公司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18 *培思国际有限公司 *珠海科德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 

19 *葆冈工程有限公司 *葆冈金属制品(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 

20 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21 思进国际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思进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 

22 维他奶(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维他奶(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 

23 *溢达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 
24 鑫琦家纺有限公司 佛山市黛富妮家饰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 
25 *东山电池工业(香港)有限公司 *东山电池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惠州 
26 *时晖(中国)有限公司 *惠州时代电池有限公司 惠州 
27 *联益电器制品厂有限公司 *博罗联益照明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惠州 
28 *麒华行有限公司 *惠州麒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惠州 

Zap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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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永发印务有限公司 永发印务(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 
30 永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顺裕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 
31 国泰达鸣金属制品厂有限公司 广东国泰达鸣精密机件有限公司 东莞 

32 *建辉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建晖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 

33 恒亚电工有限公司 东莞恒亚电工有限公司 东莞 

34 好来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好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 中山 

35 *洋紫荆油墨有限公司 *洋紫荆油墨(中山)有限公司 中山 

36 华润怡宝麒麟饮料(控股)有限公司 华润食品饮料 (深圳) 有限公司江门分厂 江门 

37 百卓国际有限公司 广东百卓鞋业有限公司 江门 

38 威仕龙制衣有限公司 台山市红岭洗染有限公司 江门 

39 丰盛(中国)有限公司 肇庆华欣特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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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 
序

号 
香港企业名称  内地企业名称 

企业所属地 
（内地） 

1 万信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万信达(广州)科技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 

2 大家乐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大家乐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 

3 六福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广州利福钻石首饰有限公司 广州 

4 日立电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日立楼宇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 

5 永泰(香港)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卓高泰(广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6 全畅投资有限公司 李锦记(广州)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 

7 百卡弗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百卡弗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 

8 达尔嘉亚洲有限公司 达尔嘉(广州)标识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 

9 美拓(中国)实业有限公司 贝恩医疗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 

10 盛势达拓展香港有限公司 盛势达(广州)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 

11 博能(香港)电子有限公司 博能(广州)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 

12 奥斯卡染整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奥斯卡印染有限公司 广州 

13 普乐包装容器(香港)有限公司 广州普乐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广州 

14 精辉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精辉电路版有限公司 广州 

15 中富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16 中富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松岗分厂 深圳 

17 东泰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东泰精密塑胶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18 华光五金电镀制品厂 永光五金电镀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19 多华实业有限公司 多华塑胶色料(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20 *利宾来实业有限公司 *利宾来塑胶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21 达琦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达琦华声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22 宝盛铁丝制造厂有限公司 宝盛隆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23 岩田螺丝香港有限公司 岩田螺丝(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24 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制药一厂 深圳 

25 冠运实业公司 冠运精密塑胶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26 *星光集团有限公司 *星光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27 香港维奥国际包装有限公司 维奥塑胶包装(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28 香港德新纸品有限公司 德新礼品文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29 野宝自行车工业有限公司 野宝车料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30 银光茂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银光茂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31 鸿兴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宝兴包装(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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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集贤集团有限公司 邑升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33 嘉利胶袋制品厂有限公司 嘉利胶袋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34 *禧图纸品印刷有限公司 *禧图纸品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35 韦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骏威制衣有限公司 珠海 

36 多美达亚洲控股有限公司 多美达(珠海)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 

37 状态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状态服装设计(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 

38 新基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新秀丽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珠海 

39 信达(香港)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信达彩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汕头 

40 香港福瑞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 

41 日顺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雪特朗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 

42 弘声工业(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弘声电器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 

43 先达汽车产品(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粤海先达车用空调有限公司 佛山 

44 兴兆工业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德众(佛山)药业有限公司 佛山 

45 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木井方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 

46 齐力(香港)有限公司 广东澳美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 

47 坚美(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坚美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 

48 达明公司 佛山市南海弘明胶粘剂有限公司 佛山 

49 国药集团普成投资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 佛山 

50 香港康富来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广东康富来药业有限公司 佛山 

51 香港银禾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奔达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 

52 奥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奥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 

53 琪伟压铸(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钜琪伟压铸有限公司 佛山 

54 震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震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 

55 同利印刷有限公司 同利纸制品(河源)有限公司 河源 

56 万高手袋有限公司 惠东县顺旺兴手袋有限公司 惠州 

57 *万裕实业有限公司 *长泰化学工业(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 

58 三兴化工有限公司 三兴化工(惠东)有限公司 惠州 

59 方中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惠州方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 

60 东阳(博罗)电子有限公司 东阳(博罗)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 

61 圣宝有限公司 智盛(惠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惠州 

62 长鸿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长鸿电子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 

63 *伯恩光学有限公司 *伯恩光学(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 

64 凯辉化工(香港)有限公司 惠州市旭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 

65 环球专业国际有限公司 广东艺都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 

66 金时发国际有限公司 金时发工业(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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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威利机铸制品有限公司 威达机铸玩具制品(惠东)有限公司 惠州 

68 皇御投资有限公司 惠东县诚友塑胶有限公司 惠州 

69 美联(香港)有限公司 美盛隆制罐(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 

70 香港沃特有限公司 惠州市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惠州 

71 香港道科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道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惠州 

72 班信实业有限公司 班信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 

73 *高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龙源鞋业有限公司 惠州 

74 敏华实业有限公司 敏华家具制造(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 

75 奥野香港有限公司 奥野(惠州)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 

76 港高投资有限公司 惠州锦胜包装有限公司 惠州 

77 菲安妮有限公司 广东菲安妮皮具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 

78 雅趣制品有限公司 惠州海翔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惠州 

79 新兴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惠东美新塑木型材制品有限公司 惠州 

80 *澳达香港发展有限公司 *澳达树熊涂料(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 

81 鑫洪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连盟电子(惠阳)有限公司 惠州 

82 大伟成记玩具有限公司 东莞大伟成记玩具有限公司 东莞 

83 叶氏润滑油(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太平洋博高润滑油有限公司 东莞 

84 四国电线(香港)有限公司 四国电线(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 

85 电喷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传动电喷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86 长江机械(香港)有限公司 东莞市骏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87 华兴涂料厂有限公司 东莞华兴漆油有限公司 东莞 

88 启益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启益电器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 

89 达兴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达兴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东莞 

90 卓明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明海整染厂有限公司 东莞 

91 环球石材(香港)有限公司 东莞环球经典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 

92 威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晋耀服装有限公司 东莞 

93 美光眼镜厂有限公司 东莞美光眼镜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 

94 香港天河针织有限公司 东莞天河针织有限公司 东莞 

95 康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康佳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 

96 添廸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添迪电子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 

97 银禧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 

98 斯默菲石东(亚洲)有限公司 斯默菲石东包装(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 

99 勤信(香港)有限公司 东莞以利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 

100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101 裕利(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裕利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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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镱金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金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 

103 中荣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 

104 永大胶黏制品厂有限公司 永大(中山)有限公司 中山 

105 坤道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山宝兴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 

106 胜丰染整厂有限公司 中山胜丰针梳织染整厂有限公司 中山 

107 香港凯利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宝悦嘉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 

108 *粤海广南(集团)有限公司 *粤海中粤(中山)马口铁工业有限公司 中山 

109 亿都半导体有限公司 江门亿都半导体有限公司 江门 

110 马力实业公司 开平马力塑胶制品厂 江门 

111 中富电子有限公司 鹤山市中富兴业电路有限公司 江门 

112 长丰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明星纸业有限公司 江门 

113 创东国际有限公司 励福 (江门)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 

114 安诺特国际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安诺特炊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 

115 利奥纸袋有限公司 鹤山利奥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江门 

116 利奥纸袋有限公司 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 江门 

117 利联控股有限公司 鹤山市利联纸品有限公司 江门 

118 恒生发展有限公司 开平奔达纺织有限公司 江门 

119 恒生发展有限公司 开平奔达纺织第三有限公司 江门 

120 *浩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浩源皮业(台山)有限公司 江门 

121 溢润(香港)有限公司 新会双水发电(B 厂)有限公司 江门 

122 正达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肇庆市东银铝业有限公司 肇庆 

123 东正企业公司 步威(清远)皮革有限公司 清远 

124 励泰科技有限公司 励泰家具(清远)有限公司 清远 

125 溢绩织造厂有限公司 溢绩(清新)制衣有限公司 清远 

126 福怡发展有限公司 新玛基(清远)实业有限公司 清远 

127 万事泰企业有限公司 广东嘉事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云浮 

128 万事泰企业有限公司 广东万事泰电器有限公司 云浮 

129 福华根记织造厂有限公司 云浮市富丽制衣有限公司 云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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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供应链）」标志 

1 *金山电池国际有限公司 
2 威仕龙制衣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 (技术服务)」标志 
1 *广东广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天蓝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旭东能效技术有限公司 
4 广东省粤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中心 
5 广东珩信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6 *广东惠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 *广州绿能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8 *深圳市深惠通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9 *深圳市瑞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10 *深圳市覆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1 *惠州市特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附注：标注“*”的企业为“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的续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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