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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gistration provides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industry to follow, and helps enhance
industry’s performance, thus strengthening the coincidence
of stakeholders and the public.”
「此服務提供了良好的實務守則，給予指引讓業界有所
依循，幫助整個行業提升水平，為市民和持份者強化信
心。」
The “HKQAA Hong Kong Registration - Recycling Services” has received positive response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More than 20 industrial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cademic institutes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have become supporting organisations of this
initiative.

Promote appropriate maintenance of downstream record
of recyclable materials during the recycling process and
encourage good practices among recycling companies.
促進註冊機構在回收過程中，提供可回收廢物向下流向的記
錄能力，推動回收業界實踐良好做法。

• Waste Collector 廢物收集商
• Waste Recycler 廢物再造商
• Companion 同行者

HKQAA has set up the Stakeholders’ Group as a structural means of stakeholder engagement
to collect opinions from various sectors for the further enhancement of the registration services
and to ensure impartiality.
Please visit www.hkqaa.org/recycl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註冊 − 環保回收服務」獲得政府及業界的鼎
力支持，迄今已有逾20間業界組織、專業協會、學術機構和環保團
體成為支持機構。
此外，本局亦特別成立持份小組，系統地進行持份者參與，以收集
各界意見，進一步優化註冊服務，確保其中立性。
詳情請瀏覽www.hkqaa.org/recycling。
Supporting Organisations 支持機構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we have printed only a small number of copies of this publication. The e-version
is available on HKQAA website.
為支持環保，此刊物只作少量印刷，電子版已上載至本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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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rage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 in Recycling Industry
向回收業推廣良好管理做法

HKQAA Hong Kong Registration － Recycling Services Diagram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註冊 － 環保回收服務簡示圖

Every city has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treating waste effectively. With our landﬁlls reaching
the threshold in a few years, waste recycling is one of the major approaches to handling solid
waste.
In response to industry needs, HKQAA has developed its latest initiative, the “HKQAA Hong
Kong Registration - Recycling Services” with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appropriate
maintenance of downstream record of recyclable materials during the recycling process and
encouraging good practices among recycling companies.

Use of Product
產品使用

Promote Clean Recycling and Source Separation
This initiative encourages organisations to dispose of, collect and treat waste properly. It aim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practices within
the recycling industry. We intend to enhance the industry’s professional level in the long run,
promote clean recycling concept, and motivate the public and business community to support
source separation and the recycling of waste.
Companies in the waste collection, waste transfer and waste storage sector are eligible to
register for “Waste Collector”, while companies recycle waste to raw materials, semi-ﬁnished
products or ﬁnished products can opt for “Waste Recycler”. Other companies involving waste
collection, such as property management or facility management companies, may become a
“Companion” of this initiative, to show their support for the facilitation of source separation and
recycling. Participating companies will receive a registration or companion mark for promotional
purpose.

Waste Recycling
廢物再造
Criteria for “Recycler”

促進潔淨回收

鼓勵源頭分類

此註冊服務鼓勵機構正確地處理廢物，並提供實務守則，以助
回收業界改善在環境及職業安全和健康方面的表現。我們希望
透過此註冊服務，能長遠地提升業界的專業水平，推廣潔淨回
收概念，推動商界和社會大眾支持源頭分類及廢物回收。
從事廢物收集、分類，運輸及儲存的機構，可以申請「廢物收
集商」的註冊類別；而將廢物再造成原料、半製成品或產品的
機構，則可申請「廢物再造商」的註冊類別。至於其他有參與
集合廢物的機構，如物業管理或設施管理公司，則可以成為
「同行者」，以支持促進源頭分類和廢物回收。參與機構將獲得
「註冊」或「同行者」標誌，以作宣傳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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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for “Companion”

• Environment
•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 Operation records

• Facillity for source separation
• Records of source separation
• Promotion of source separation

「再造商」要求：

• 環境
• 職業安全和健康
• 運作記錄

「同行者」要求：

Waste Collection
廢物收集

• 源頭分類設施
• 源頭分類記錄
• 源頭分類推廣

Criteria for “Collector”

• Environment
•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 Operation records

廢物處理是每個城市都要面對的重要課題。香港的堆填區亦將
於未來數年內飽和，廢物回收無疑是本地處理廢物的重要途
徑。
為配合業界和社會需求，本局制訂了「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註
冊─環保回收服務」，旨在促進註冊機構在回收過程中，提供
可回收廢物向下流向的記錄能力，推動回收業界實踐良好做
法。

Waste Disposal
廢物棄置

「收集商」要求：

About HKQAA
有關香港品質保證局

• 環境
• 職業安全和健康
• 運作記錄

A non-proﬁt-distributing organisation esta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1989, Hong Kong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HKQAA)
assists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system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edge. As one of the leading
conformity assessment bodies in the region, HKQAA provides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Macau and China with professional, impartial and value-adding certiﬁcation services, as well as
promot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providing training.
香港品質保證局為一家非牟利機構，由香港政府於一九八九年成立，致力協助工商界於管理
體系的發展，以提升市場的競爭力。作為區內具領導地位的合格評定機構之一，香港品質保
證局為香港、澳門和中國內地的企業提供專業、公正和具增值的認證服務，並肩負推廣管理
體系的使命，提供不同類型的培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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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QAA Hong Kong Registration – Recycling Services: List of Companions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註冊─環保回收服務：同行者名單

HKQAA Hong Kong Registration – Recycling Services: List of Waste Collectors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註冊─環保回收服務：廢物收集商名單

Lis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Lis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Airport Authority
機場管理局

Fuji Xerox
(Hong Kong) Limited
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

As of 7 October 2015 截至2015年10月7日

A.S. Watson Group
(HK) Limited
屈臣氏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Watson’s Water
屈臣氏蒸餾水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Corporation
香港科技園公司
Hong Kong Science Park
香港科學園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Corporation
香港科技園公司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InnoCentre 創新中心

Aegean Coast Management
Services Oﬃce
愛琴海岸服務處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East Point City (Commerial)
東港城商場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Grand Paciﬁc Views/Heights
Management Services Ofﬁce
浪琴軒/海琴軒服務處

Grand Central Plaza Tower
新城市中央廣場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環球貿易廣場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Metroplaza
新都會廣場

New Town Tower
新城市商業大廈

Leo Paper Group
(Hong Kong) Limited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Vogue Laundry
Service Limited
雅潔洗衣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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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own Plaza III
新城市廣場3期

World Trade Centre
世貿中心

MegaBox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香港賽馬會

As of 7 October 2015 截至2015年10月7日

All Proﬁt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利多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Baguio Waste Management
& Recycling Limited
碧瑤廢物處理及回收有限公司

Best Resul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Limited
恒毅環衛服務有限公司

C & H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全興進出口公司

Chiho-Tiande (HK) Limited
齊合天地(香港)有限公司

Chuen Kee
Resources Limited
泉記資源有限公司

Hong Kong Hung Wai
Wooden Board Company
香港鴻偉人造板公司

Hong Kong Telford
Envirotech Group Limited
香港德福環保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Telford @ ECO Park
德福環保「環保園」工場

Hong Kong Ying Cheu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香港英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Hop Shing Environmental
Recycling Limited
合成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Integrated Waste Solutions
Group Holdings Limited
綜合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Kin Xun Metalware
Recycling Company
建迅鋼鐵回收有限公司

King Wah Environment
Recycle Limited
景樺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Lau Choi Kee Papers
Company Limited
劉財記紙業有限公司

Li Tong (H.K.) Telecom
Company Limited
俐通(香港)有限公司

Lik Hsin
力軒環保回收公司

Lik Shun Services Limited
力信服務有限公司

Man Wah Import and
Export Co
文華進出口公司

On Kee (HK) Environmental
Recycling Limted
安記(香港)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Perfect Green Supplies
Company Limited
綠玲瓏供應有限公司

Sun Ngai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Limited
新毅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United Recycle Materials
(HK) Limited
聯合再生資源(香港)有限公司

Wai Sang Waste Paper &
Metal Co Ltd
偉生廢紙五金有限公司

World Power
Creatio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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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QAA Hong Kong Registration – Recycling Services: List of Waste Recyclers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註冊─環保回收服務：廢物再造商名單
Lis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As of 7 October 2015 截至2015年10月7日

All Proﬁt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利多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Baguio Waste Management
& Recycling Limited
碧瑤廢物處理及回收有限公司

C & H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全興進出口公司

Chiho-Tiande (HK) Limited
齊合天地(香港)有限公司

Chuen Kee
Resources Limited
泉記資源有限公司

Hong Kong Hung Wai
Wooden Board Company
香港鴻偉人造板公司

Hong Kong Telford
Envirotech Group Limited
香港德福環保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Telford @ ECO Park
德福環保「環保園」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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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Ying Cheu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香港英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Hop Shing Environmental
Recycling Limited
合成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Integrated Waste Solutions
Group Holdings Limited
綜合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Kin Xun Metalware
Recycling Company
建迅鋼鐵回收有限公司

King Wah Environment
Recycle Limited
景樺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Lau Choi Kee Papers
Company Limited
劉財記紙業有限公司

Li Tong (H.K.) Telecom
Company Limited
俐通(香港)有限公司

SLOVAKIA

CUBA

COLOMBIA

under application

Man Wah Import and
Export Co
文華進出口公司

On Kee (HK) Environmental
Recycling Limted
安記(香港)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Sun Ngai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Limited
新毅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United Recycle Materials
(HK) Limited
聯合再生資源(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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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 Sang Waste Paper &
Metal Co Ltd
偉生廢紙五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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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 logos arrang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贊助商標誌按公司英文名稱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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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創辦人黃先生於2000年投身廢膠類回收行業，至今已擁有15年處理廢膠類產品資歷。





  
2012年我們創立『泉記環保資源再生有限公司』開始處理不同國家的廢膠類產品。2013年



  

我們創立
『泉記環保資源再生(香港)有限公司』
專門處理香港內產生的廢膠，將香港內部
   
  
產生的廢膠垃圾轉化為可再供給香港市民使用的二次再生膠類製品。2013年我們創立
  
  
 
『泉記再生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的主要原因是我們希望能夠再進一步進行社會責任為香
¡¢£¤¥¦§
¨  ©ª«¬®
  
港的環保事業出一分力，其後我們再創立
『泉記資源有限公司』
(下稱：泉記)統一所業
¯°¨±²³´²µ¶·¸
¹º³»¼½¾¿ÀÁÂÃÄÅµÆÇ
¡¢£¤¥¦§ ¨  ©ª«¬®
務，在尋找商機的同時並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為理念。其後勇奪多個業界獎項，於
ÈÁ¶ÉÊËÌÍÎÏÐÑÒ  ÓÔÕÖ× ØÙÚÛÜÝ
2015年更通過了香港品質保證局(HKQAA)評審，獲得推薦成為註冊環保回收服務
「收集
¯°¨±²³´²µ¶·¸ ¹º³»¼½¾¿ÀÁÂÃÄÅµÆÇ
Þßàáâ ãäåæÀçèåéÀç

商」
及「再造商」。
ÈÁ¶ÉÊËÌÍÎÏÐÑÒ
 ÓÔÕÖ× ØÙÚÛÜÝ
êëìí½îïÓÎÀÁëÓ¶ðµ¶·¸ñ¤òó¢ôõ ö÷¨¼øùôúú
Þßàáâ ãäåæÀçèåéÀç

ÄÅµÆÇÈÁ¶Ó¶©¼Þû ¹üýþÿ³~ }|{ª[\]Ó
此外，泉記除了發展更多商機外，更會盡社會責任聘用新移民人士或有工作能力的傷殘
êëìí½îïÓÎÀÁëÓ¶ðµ¶·¸ñ¤òó¢ôõ ö÷¨¼øùôúú
¶^_`@?>=<ÄÅµÆ;:/.-÷Þûü,
人士等等，為香港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更會主力推廣環保事業資訊，教育下一代環
ÄÅµÆÇÈÁ¶Ó¶©¼Þû ¹üýþÿ³~ }|{ª[\]Ó
保意識的重要性。未來更會參加不同慈善活動幫助弱勢社群，積極與各行業合作推廣回

¶^_`@?>=<ÄÅµÆ;:/.-÷Þûü,
收廢膠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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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製成品
¥34
$(56#274
$#874úú +Õ*(×¥¦«'¨±9
經過泉記所處理的廢膠，能夠分類出多款不同的高品質二次廢膠原料，包括PET(聚對苯
 +Õ*¨±»ºÎ)(×¥¦«'&% $#"!¥012
ABCöD²_ö§àéEF GH Iè¤ J'§é 
二甲酸乙二酯)，HDPE(高密度聚乙烯)，PP(聚丙烯)等等。經過泉記所處理的高品質二次
¥34
$(56#274
$#874úú +Õ*(×¥¦«'¨±9
K
廢膠原料能夠直接運往工廠進行加工，製成不同的再造膠類產品，例如:垃圾膠袋、660
ABCöD²_ö§àéEF GH Iè¤ J'§é 

膠筒及用環保物料製造的PET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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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源再生總會

HONG KONG RECECLE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成立背景
隨著社會各界對資源再生意識逐漸提高，我們集結一些從事不同環保業務的經營者，於
2014年成立“香港資源再生總會”，憑藉多年的經驗和對環保的熱誠，以先進管理及開發新技
術, 協力提倡宣傳環保意識, 鼓勵回收循環再造, 減少廢棄物運往堆填區棄置。期望透過本會
作為溝通渠道，與不同政府機構、環保業界、學界、市民等相互溝通交流意見，結合香港
「官、商、民、學」力量，以及計劃長遠和中國內地循環再造及清潔生產企業合作，謀求能
為香港環保及回收業界開創一個新的道路和作出貢獻。

發展
 本會將進一步吸納多些業界的同行者，成為我們的會員，一同為環保回收出一分力量
 向各會員提供最新回收及環保業界資訊，加強會內會外宣傳工作
 定期與香港，國內及海外大學舉行環保回收研討會，技術講座及培訓課程，宣傳“城市
礦產”的概念
 本會定期安排中港兩地或海外技術交流團，参觀目前國內或國外最新的回收技術和產品

總會組織
常設執行理事會員 : 5名，理事會員 : 10名，普通會員:
公司組織架構下設5個工作小組，分別為：
 廢紙回收組
 五金電器廢鋼回收組
 廢塑膠回收組
 廚餘處理組
 其他固體廢物回收組

200名，均為一些散戶廢物收集回收

曾參與活動
◆ 粵港城市礦產資源再生研討會
◆ 香港總商會到訪回收工場
◆ 香港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研討會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11樓8室
Tel : (852) 2375 0018
Fax: (852) 2383 5346
Email : fhkr@Hotmail.com.hk

Water-tight security
infrastructure


: info@iwsgh.com

A 30,000sq.ft, purpose built
CMDS complex


Confidential Material
Destruction





: www.iwsgh.com

per annum

Disposal output at 200,000 tons

network in HK

Extensive and efficient collection

Waste Management

: (852)26768700

Specializes in Confidential Materials Destruction
and Waste Management Business

Integrated Waste Solutions Service Provider Since
1968,

建迅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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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 XUN ENVIRONMENT RECYCLE LTD

公司背景：
為本公司成立於2003年，多年來一直致力從事環保回收工作。專營回收各類廢紙、鋼鐵、
五金、塑膠、代辦塑膠重壓、拆轉貨櫃服務。我們持有ISO9001認證及AQSIQ中國進口廢
物原料證書，可直接將廢料出口國內作循環再隨著時代變遷，從事環保業也要與時並進，
我們現是為“香港資源再生總會”成員，希望透過總會集結力量，資訊相互交流，能夠提昇公
司的回收技術，為環保業界作出貢獻。

我們的理念：
廢棄物日益驅增，地球面對著嚴重環境污染和威脅；再者，地球上資源也會有耗盡的一
天，循環再造已是現今之大趨勢。有效地將廢物循環再造，除了可減少對地球造成環境威
脅，也可以延長香港堆填區之使用壽命，進一步減低污染環境。

環境保育，資源再生
我們的服務和設備：
我們主要從事回收各類廢紙、鋼鐵、五金、塑膠、代辦塑膠重壓、拆卸貨櫃、貨櫃轉口服
務。自設大型回收工場分別位於啟德、九龍灣、天水圍、置華里、錦田、新田，場內備有
多種處理回收廢棄物的設備。而屯門及柴灣碼頭，設有躉船、大型貨運船，配合專業車
隊，為客戶提供進出口和拆卸貨櫃完善服務。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11樓8室 Tel : (852) 2375 0018 Fax: (852) 2383 5346
聯絡人：陳錫琨先生 Email : pablochansikkwan@yahoo.com.hk/enquiry@kinxun.com.hk
劉安華先生 Email : onwalau@kinxun.com.hk
Website : www.kinxun.com.hk

偉生廢紙
偉生廢 紙 五金有限公司
地 址 :新 界 洪 水 橋 田 廈 路 124 約 1756 地 段
電 話 :24471723

傳 真 :24480201

始 業 於 1978 年 ， 是 一 間 經 營 環 保 回 收 的 公 司 ， 專 業 回 收 廢 紙 、 塑 膠 、 廢 鐵 、
五金廢料、電線及可循環再造或再用的廢料。
我 們 自 1983 年 便 開 始 直 接 出 口 廢 紙 到 台 灣 各 造 紙 廠 ， 時 至 今 日 我 們 已 持 有 中
國 簽 發 的 廢 紙 出 口 商 檢 證 (AQSIQ)， 有 了 此 證 便 可 直 接 出 口 廢 紙 到 中 國 各 造 紙
廠循環再造。
由 於 社 會 的 進 步 和 市 場 的 不 斷 變 化，我 們 的 經 營 方 式 亦 隨 之 而 改 變，現 在 更 兼
營 清 拆 廠 房、代 客 加 工 打 包 各 類 廢 膠、代 客 毀 壞 過 剩 存 貨 和 物 流 處 理 可 循 環 再
造或再用廢料。

香港最佳之商業洗衣夥伴

The best commercial laundry service partner in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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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潔洗衣是太古集團成員及國泰航空全資附屬公司，是為香港最大的商業洗衣供應商之一，
並擁有超過50年豐富的商業乾濕洗滌經驗。現為各大航空公司、酒店、私人會所及公共機構
提供服務，並透過分店網絡提供上門收送。雅潔洗衣自1996年起已獲多項 ISO及 Q-Mark 國
際認證，確認我們之服務品質。我們的洗滌程序均顧及節能和減廢，達致我們對保護環境之
承諾。於2017年雅潔洗衣將進一步拓展業務，全新興建的自獨立廠房會投入生產，成為東亞
最巨規模及最先進的洗滌廠房。
A member of the Swire Group and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Cathay Pacific Airways, Vogue
Laundry is one of the major commercial laundry companies in Hong Kong. With over 5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commercial dry clean and laundry servicing airlines, hotels, club houses and
institutions, we also offer laundry pick up & delivery service through our network of valet shops.
Since 1996, Vogue Laundry has received numerous ISO awards and Q-Mark certifications, as
recognition to our quality and our commitment to the environment. We will further expand our
capacity and business when our new, purposely-built plant becomes operational in 2017. The new
plant will become the biggest and most automated of its kinds in East Asia.
www.voguelaundry.com

聯合再生資源(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投資設立集二廢
(廢塑膠、廢五金)加工及貿易為一體的實業有限公司，
主要業務以回收廢塑料及加工。本公司有意及希望在
香港建造符合國際標準的環保處理系統令排放的水和
空氣不會造成第二次污染。
在2014年，本公司引進優質管理化系統「ISO 9001、
14001」等認證，加強辦公室及貨場管理的質量，以及
不斷提升員工質素。我們更獲得『企業社會責任先導
者標誌』承諾為社區提供協助，關懷弱勢社群，聘用
殘疾人士及少數族裔，令他們融入社會，自力更生。
香港是一個擁有很多豐富資源寶藏的地方，我們希望
可以在此貫徹理念及使命，成為香港環保產業的重要
力量，將廢變寶成為現實，為香港的環保、社會及經
濟發展盡一分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