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地點 分享機構

5月10日 (星期三)

下午 2:30 – 5:00
(下午2:15開始登記)

九龍塘達之路78號
生產力大樓4樓演講廳
(九龍塘港鐵站C1出口) 

綠色機構‧可持續發展
• 中國路橋 –基利聯營體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

北面連接路收費廣場及相關工程 (合約編號 : HY/2013/12)

• 恒基兆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成員) –
美麗華商場／大廈

• 叙福樓集團 –御苑皇宴 (九龍灣店)
•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 豐能顧問有限公司

5月22日 (星期一)

下午 2:30 – 5:00
(下午2:15開始登記)

銅鑼灣高士威道66號
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演講廳

(天后港鐵站B出口)

綠色機構‧伙伴合作展優勢
•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 城景國際
• 香港機場管理局
• 現。在設計有限公司
• 國泰航空飲食服務 (香港) 有限公司

6月6日 (星期二)

下午 2:30 – 5:00
(下午2:15開始登記)

綠色機構‧營商策略
• 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東港城商場

6月9日 (星期五)

下午 2:30 – 5:00
(下午2:15開始登記)

綠色機構‧創建未來
• 牛奶有限公司 –惠康
• 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 香港房屋委員會 –藍田邨
• 香港黃金海岸酒店

註：分享機構按筆劃順序排列

是次環保經驗分享會均邀請到 2016年度「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得獎機構分享致勝之道，要成為綠色機構，萬勿錯過！

查詢熱線
2788 5903

2017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環保經驗分享會

［建造業．金獎］

［物業管理(工商業)．銀獎］

［餐飲業．金獎］

［商舖及零售業．銀獎］
［中小企 (建造業﹑製造業及工業服務)．銀獎］

［服務及貿易業．金獎］
［酒店及康樂會所．銀獎］
［公共服務．金獎］
［中小企 (服務業)．金獎］
［製造業及工業服務．銅獎］

［製造業及工業服務．金獎］
［服務及貿易業．銀獎］
［公共服務．銀獎］
［交通及物流業．金獎］
［物業管理(工商業)．金獎］

［商舖及零售業．金獎］
［媒體及通訊業．銅獎］
［公共服務．銀獎］
［物業管理 (住宅)．金獎］
［酒店及康樂會所．金獎］

立即網上報名: http://www.hkaee.gov.hk/tc_chi/apply/2017seminars.html或傳真至: (852) 2776 1617

http://www.hkaee.gov.hk/tc_chi/apply/2017seminars.html
http://www.hkaee.gov.hk/tc_chi/apply/2017seminars.html
http://www.hkaee.gov.hk/tc_chi/apply/2017seminars.html


2017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環保經驗分享會報名表格

機構名稱:

電話: 傳真:

聯絡人: 電郵:

貴機構是否中小型企業？
(註：中小型企業的定義，是從事製造業而僱用少於100人的企業；或從事非製造業而僱用
少於50人的企業。「僱用人數」包括經常參與企業業務的在職東主、合夥人及股東，以及
企業的受薪員工，包括在遞交本活動申請時，由有關企業直接支付薪酬的全職或兼職受薪
僱員，其中包括長期或臨時聘用的僱員。)

是 否

貴機構屬於哪一個界別?

建造業
物業管理
服務及貿易業

酒店及康樂會所
公共服務
商舖及零售業

製造業及工業服務
餐飲業
交通及物流業

媒體及通訊業
學校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 )

參加者姓名 職位 電郵 參加分享會日期
如需要電子出席
證書，請在下面
加上「✔」

*如超過5位參加者，請另附上其餘參加者的資料*

知悉此活動的途徑：

主辦機構推廣活動 透過商會提供資訊 (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

媒體及廣告 (如報章特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主辦機構保留在任何情況下及以任何原因拒絕任何申請的權利。
2. 主辦機構保留在任何情況下更改活動內容、講員、地點、日期及時間的權利。
3. 颱風及黑雨警告：如香港天文台在早上11:00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本活動將被取消，主辦機構將另函通知是否改日

重辦活動。
4.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技術顧問（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已實施個人資料（私隱）政策，有關資料單張可於報名處索閱，或閣下可與本局個人資料管

理主任查詢。
5. 同意聲明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傳真號碼、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將會用於處理、評估和管理閣下登記出席本活動之用。閣下有
權查閱及修正閣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有需要，請發電郵至edm@hkpc.org。本局擬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傳真
號碼、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向您推介本局的最新發展、顧問服務、活動和培訓課程。如閣下不同意上述安排，請在下面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號。
□本人反對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技術顧問（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作任何推廣用途。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5月10日 5月22日
6月6日 6月9日

5月10日 5月22日
6月6日 6月9日

5月10日 5月22日
6月6日 6月9日

5月10日 5月22日
6月6日 6月9日

5月10日 5月22日
6月6日 6月9日

網上報名: http://www.hkaee.gov.hk/tc_chi/apply/2017seminars.html或傳真至: (852) 2776 1617

http://www.hkaee.gov.hk/tc_chi/apply/2017seminars.html
http://www.hkaee.gov.hk/tc_chi/apply/2017seminars.html
http://www.hkaee.gov.hk/tc_chi/apply/2017semina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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