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续期申请表格
JRS03/21 (简体)  (2021-05) 

截止日期：2021年7月9日

1.	

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

英文

大厦

街道

地区

城市*4A

c) 商业登记号码*5 (首8位数字)

d) 香港雇员人数

e) 网站(如有)

通讯地址
*4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

续期申请表格

第I部份：申请人位于香港/广东省的工厂资料

申请人资料

a)
香港公司名称
(该名称将用于编印证书)

* 请参阅申请人须知*2。

b)

请填写本申请表格并连同有关文件*1

邮寄至： 香港九龙塘达之路78号生产力大楼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秘书处收

或电邮至：jrs@hkpc.org 

查询电话：(852) 2788 6087

网站：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

只供内部使用

收取日期*1：

申请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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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续期申请表格
JRS03/21 (简体)  (2021-05) 

2.	

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

英文

大厦

街道

地区

城市*4A

邮政编码

c) 商业登记号码*5

d) 网站(如有)

e) 雇员人数

本计划的八大行

业*6A

行业代码*6

其他，请说明

g) 与申请人关系*5,*5A

3.	

a) 联络人 (1) (先生/女士)

b) 联络人 (1) 职位

c) 联络人 (1) 电话 (+852/+86)

d) 联络人 (1) 电邮

e) 联络人 (2) (先生/女士)

f) 联络人 (2) 职位

g) 联络人 (2) 电话 (+852/+86)

h) 联络人 (2) 电邮

a)

f)

工厂名称
(该名称将用于编印证书)

工厂地址b)

申请人联络资料

位于香港/广东省的工厂资料

工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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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续期申请表格
JRS03/21 (简体)  (2021-05) 

1.	

a)
2019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 

(制造业)」标志的证书编号

b) 申请途径

c)
“清洁生产伙伴计划”实地评估申请

编号

方案名称

方案简介

环境成效 每年

投资金额
(人民币 或 港币)

方案名称

方案简介

环境成效 每年

投资金额

(人民币 或 港币)

f)
广东省各市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报告

日期

g) 市级「清洁生产企业」证书有效期

有费方案(二)e)

若b)选择以“清洁生产伙伴计划”实地评估途径申请并于标志有效期内按计划完成不少于两项有费方案，请填写以下(c)-(e)项:

若b)选择于标志有效期内继续通过广东省各市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请填写以下(f)项:

若b)选择于标志有效期内持有有效的市级「清洁生产企业」称号，请填写以下(g)项:

有费方案(一)d)

第II部份：评审准则及方法

请选择申请途径及提供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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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续期申请表格
JRS03/21 (简体)  (2021-05) 

1

a)*

b)
*

c)*

d)

e)

f)

g)

h)

请在右侧栏中提供所需文件的档案名称，并附上所需文件:

申请人位于广东省工厂的商业登记证明文件副本，及／或申请人和位于广东省的工厂的关系证明文件
*5
；

根据香港《商业登记条例》（第310章）下商业登记证副本*5；

香港公司及营运广东省工厂的内地企业的股东及股份证明文件副本，以及该股东的香港身份证副本*5 

(只适用于香港公司及营运广东省工厂的内地企业均由同一位股东(自然人)所拥有)；

已签署及盖上香港公司印章的申请表扫描本；及

其他证明文件(如适用)。

企业环保守法声明；

若以「清洁生产伙伴计划」的实地评估途径申请，请一并提供以下文件；

1)有费改善方案相关设备购买之发票或合同

2)有费改善方案相关环境效益报告（报告内容请包括项目实施前后的数据分析）

若以广东省各市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或持有有效的市级「清洁生产企业」称号企业途径申请，请一并提供 

市级「清洁生产企业」证书或专家验收报告；

第III部份：申请所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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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续期申请表格
JRS03/21 (简体)  (2021-05) 

a)

b)

c)

d)

e)

f)

同意主办机构及评审委员会所作的一切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IV部份：声明

日期 ：

职位 ：

姓名 ：

确认在第I部份第2段内所提及的工厂与申请人关系

为*5,*5A：

授权签署及香港公司印章 ：

同意及准许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向“标志计划”秘书处及其技术支持机构披露有关本公司进行申请广东省各市推行的“市级清洁生产

审核验收”或市级“清洁生产企业”所需的资料（只适用于完成广东省各市推行的市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或持有有效的市级*“清洁生产

企业”称号的港资企业）。

同意及准许“清洁生产伙伴计划”(下称“伙伴计划”)秘书处向“标志计划”秘书处及其技术支持机构披露有关本公司参与“伙伴计

划”实地评估的资料（只适用于曾参加“伙伴计划”实地评估的港资企业）。

我／我们（下开签名者）：

确认是次申请所提供的资料及相关资料在提交当天是真实而且正确，并能反映我／我们公司的情况，并在2019年10月31日起的期间内无

触犯广东省／香港环境保护法例的纪录。若我们公司在提交申请表后至颁授标志期间触犯广东省或香港环保法例，我／我们将会尽快通

知“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下称“标志计划”)秘书处。我／我们了解是次申请中如有任何不正确的资料将会被取消参加资格。

如果是次申请所提供的资料有任何的变动，我／我们将会立即通知“标志计划”秘书处。

同意及准许“标志计划”秘书处委派技术支持机构进行实地评审及核对资料，并提供所需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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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续期申请表格
JRS03/21 (简体)  (2021-05) 

1)

2)

3)

4)

4A)

5)

5A)

6)

6A)

7)

8)

请确保此通讯地址正确无误，此地址会应用于日后联络及邮寄相关文件。

本表格所提供的资料会应用于处理本计划内的申请。本表格内的个人资料及有关讯息或会提供或转移至相关政府部门及机构以进行核

实。除了以上情况外，本表格内的个人资料及有关讯息或会在申请人同意下，或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所容许的情况下，向其

他单位提供。申请人可以书面通知本秘书处查询或更正在已提交的申请表格内的个人资料。

与申请人关系:

i)该工厂位于香港并属于申请人所拥有及营运;或

ii)该工厂位于广东并由申请人与国内企业成立的合资企业或合作企业所拥有及营运;或

iii)该工厂位于广东并由申请人独资拥有的外资企业所拥有及营运;或

iv)该工厂位于广东并由申请人签有三来一补合同的国内企业所拥有及营运;或

v)该工厂位于广东并由国内企业所拥有及营运，而该国内企业其中一位主要股东须为香港居民（自然人）及持有该国内企业多于 

50%的股份或股权，并同时持有香港公司(申请人)不少于 30%股份或股权;或

vi)该工场式企业位于香港并属于申请人所拥有及营运，并涉及污染工序。

申请人须知：

如申请人不想收取宣传及推广资料，请在右面方格选择「不想」。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指定的合作伙伴或会参照表格内的个人资料及有关讯息，透过电子邮件、短讯、传真或电话通知你有关本局和其合

作伙伴的最新产品或服务。

八大行业包括:化学制品业，食品及饮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金属及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产品业，造纸和纸品业，印刷和出版业和纺

织业。

请将已填妥的表格及所需文件等交予“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下称“标志计划”)秘书处，并以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确认的收取日

期为准。

有关申请“标志计划”的详细资料，请登入本计划官方网站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并参阅文件「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

划申请指引。

请确保本表格内所有部份已填妥及资料正确。

有关行业代码，请参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 (只适用于国内工厂)

城市包括: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佛山市，韶关市，湛江市，肇庆市，江门市，茂名市，惠州市，梅州市，汕尾市，

河源市，阳江市，清远市，东莞市，中山市，潮州市，揭阳市，云浮市和香港。

请提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出有效的商业登记证副本以证明申请人的合法资格，并请提交位于香港或广东省的工厂的有效商业登记

证明文件（例如营业执照），或相关文件以证明三来一补贸易关系。若香港公司及营运广东省工厂的内地企业均由同一位股东(自然人)

所拥有，请提供香港公司及营运广东省工厂的内地企业的股东及股份证明文件副本，以及该股东的香港身份证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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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续期申请表格
JRS03/21 (简体)  (2021-05) 

申请单位: (香港公司名称)

位于 (            厂房地址            )

声明事项：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单位名称 : 

日期 : 

我司现向「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秘书处声明，上述广东省工厂自2019年10月31日至今，没有违反广东省环保法例法规的记录。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

企业环保守法声明(续期专用)

广东省工厂名称与地址: (           厂房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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