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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content provided

in this briefing session and that written on the tender

document, the tender document shall pre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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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4

WR 18051Pilot Scheme on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Services of Plastic Recyclable Materials

– Eastern District



Objectives of Pilot Scheme

 To collect all types of non-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non-C&I) waste

plastics from the public and private housing estates, schools, public

organisations, Community Recycling Centres and Community Green

Stations, etc. for further treatment to produce recycled raw materials or

products so as to ensure proper handling of the collected waste plastics.

 With suitable promotion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improvement to the

recycling network, to establish public’s confidence in waste plastic

recycling and to encourage mor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waste plastics

recycling and increase recovery rate.

 To provide data and establish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prepar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rvice to cover the whole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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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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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18051 Pilot Scheme on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Services of Plastic Recyclable Materials

– Eastern District



Contract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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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 c.2.1 & 2.2

*Operator shall fulfill the following in the Preparatory Perio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etting Up the collection network for Permitted

Recyclables, Premises and Processing Plant

CoC/ App B & Spec/ s.4.3.1.1 & 5.2.1.1 

Contract Term Preparatory Period* Service Period

27 months
(starting from the Contract 

Commencement Date)

Maximum 3 months
(maximum 3 months starting from 

the Contract Commencement Date)

24 months
(starting from the expiry of 

Preparatory Period to 

the expiry of the Term)



Service Requirement

1. To collect Permitted Recyclables from non-C&I sources 

within the Service Area (i.e. “Eastern District”) 
Spec/ s.1.1.2.2 (c), 1.4.1 & 4.3.5.2

2. To process Permitted Recyclables into Recovered Products 
Spec/ s.1.1.2.2 (e)

3. To engage a 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 (NPO) to provide 

Educational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Spec/ s.1.1.2.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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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ction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from non-C&I sources
• Permitted Recyclables shall be “plastic recyclable materials” that

(a) are NOT from C&I sources; and Spec / s.4.3.5.2

(b) suitable for further processing Spec / s.4.3.12.2

• Operator shall actively liaise with relevant parties to set up collection points and establish the 

collection arrangements Spec/ s.4.2.1.1

• Operator shall clearly illustrate the standards of acceptance of materials with pictures or photos on 

posters or leaflets for circulation to managers of Collection Points Spec/ s.4.3.12.3

• Provide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relevant stakeholders (e.g. property management offices, 

cleansing companies and general public) to pay extra effort in source separation and facilitate the 

collection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Spec/ s.4.5.1

• Weigh and record the quantities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at each Collection Point Spec/ s.4.4.2 and  4.4.7

• Operator shall obtain written consent of the EPD before subcontracting the collection service to 

suitable sub-contractors CoC/ c.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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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cessing and Recycling –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 The recyclables that the Operator may receive, collect and process, 

shall consist of:

(a) 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A ; and

(b) 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B 

Spec/ s.4.3.5.1

*According to ASTM International Resin Identification Cod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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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n Types*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A

Resin Types*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B

#1: PET

#2: HDPE

#3: PVC

#4: LDPE

#5: PP

#6: PS 

#7: All other resins that are not 

listed

(e.g. ABS, PA, PC, PU, etc.)



2. Processing and Recycling –

Processing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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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A 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B 

• Collect, screen, sort, clean and process into recovered products Spec/ s.4.3.5.5

• The Operator can subcontract processing procedures to suitable sub-contractors under the 
consent of EPD CoC/ c.34.1

• For any resin type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A, regardless of its 
monthly collected quantity

 The Operator and/or its sub-
contractor shall process them into 
Recovered Products.

• For any resin type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B 
with monthly collected quantity ≤ 1 tonne

 The Operator may consider dispatching such 
types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B to outlets as 
approved by the EPD for subsequent processing into 
Recovered Products.
Spec/ s.4.3.5.6

• For any resin type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B
with monthly collected quantity > 1 tonne

 The Operator and/or its sub-contractor shall 
process them into Recovered Products.
Spec/ s.5.4.1.3



2. Processing and Recycling –

Processing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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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produce less than 10% wastage (by tonnes) during the 

plastic recyclable material recovery process.
Spec/ s.4.3.12.4

• Screening and Sorting shall be performed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ollection. 

CoC/  Appendix B



2. Processing and Recycling –

Requirement of Recover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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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A 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B 

Specification for the Recovered Products produced 

from：
#1: PET

• Same colour, uniform particle size and shape, 

uniform packaging of cleaned flakes

• Any other forms, subject to the EPD’s approval

Spec/ s.5.4.1.5

Specification for the Recovered Products produced 

from：
#3: PVC

#4: LDPE

#5: PP

#6: PS 

#7: all other resins that are not listed (e.g. : ABS, 

PA, PC, PU, etc.)

• Same colour, uniform particle size and shape, 

uniform packaging of cleaned pellets

• Any other forms, subject to the EPD’s approval

Spec/ s.5.4.1.6

Specification for the Recovered Products produced 

from：
#2: HDPE

• Same colour, uniform particle size and shape, 

uniform packaging of cleaned pellets

• Any other forms, subject to the EPD’s approval

Spec/ s.5.4.1.6



• The Operator shall process Permitted Recyclables into Recovered 

Products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the Half-year Basic Recovery 

Tonnages. Spec/ s.5.4.5.1

Spec /s.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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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Month Monthly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Half-year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Preparatory 

Period 

1st to 3rd months / /

Service

Period

4th to 9th months 15 tonnes 15 x 6 = 90 tonnes

10th to 15th months 30 tonnes 30 x 6 = 180 tonnes

16th to 21st months 30 tonnes 30 x 6 = 180 tonnes

22nd to 27th months 30 tonnes 30 x 6 = 180 tonnes

2. Processing and Recycling – Requirement on 
Production Quantity of Recovered Products



Item 

No.

Quantity of Recovered Products produced 

within 30 days

Factor Rate per tonne for payment 

= Factor x Rate per tonne quoted by the (HK$) 

1 ≤ 1.0 x Monthly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1.0 = 1.0 x Rate per tonne quoted 

2 > 1.0 x Monthly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to 

≤ 1.5 x Monthly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1.2 = 1.2 x Rate per tonne quoted 

3 > 1.5 x Monthly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to 

≤ 2.0 x Monthly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1.4 = 1.4 x Rate per tonne quoted 

4 > 2.0 x Monthly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to 

≤ 2.5 x Monthly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1.6 = 1.6 x Rate per tonne quoted 

5 > 2.5 x Monthly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to 

≤ 3.0 x Monthly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1.8 = 1.8 x Rate per tonne quoted 

6 > 3.0 x Monthly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2.0 = 2.0 x Rate per tonne qu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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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500,000 will be paid to the Operator upon completion of the Setting Up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PD. CoC/ c.B.3.2 & B.3.3

• Subsequent to the Screening and Sorting:

(a) for Recovered Products that are produced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ollection, the 

applicable rate per tonne shall be item nos.1-6 in the table below (i.e. factors are ranged from 1.0-2.0).

(b) for Recovered Products that are produced after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ollection, the applicable 

rate per tonne shall be item no.1 in the table below (i.e. factor is 1.0).

2. Processing and Recycling – Escalating 
Payment Arrangement (Quantity-Based)

CoC/ c.B.4.8



• For Permitted Recyclables Type B with monthly collected quantity ≤ 1 

tonne

 If the Operator and/or its sub-contractor opts to dispatch such type 

of Permitted Recyclable Type B to other outlets for subsequent 

processing into Recovered Products

 Factor used for calculation of rate per tonne for payment is “0.5”.

 Rate per tonne for payment = 0.5 x Rate per tonne quoted
CoC/ B.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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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cessing and Recycling – Payment 

Arrangement for Processing Type B Recovered 

Products by Other Recyclers



3. Educational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 Tender shall engage a NPO to provide Educational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NPO must have at least 2 years of relevant experience
Spec/ s.1.1.2.2(h)

• The Operator shall set up Mobile Collection Points for collecting Permitted 

Recyclables and providing Educational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The 

frequency shall not be less than 10 times per week and at least 3 hours 

each time

(with no less than 4 times shall be arranged on Saturdays, Sundays and 

General Holidays)
Spec/ s.6.3.1.2

• NPO shall design and produce all guidelines, promotional materials (eg

posters and leaflet) and educational kits
Spec/ s.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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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Reports
• The Operator shall submit a monthly report within one week of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month from the Contract Commencement Date 

to include, without limitatio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 Quantity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collected, screened, sorted and 

processed in each month

• Wastage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 Production Quantity of Recovered Products

• Sorted Recyclables Type B dispatched to Outlets as approved by the 

EPD for further processing

• Summary of Operation

Spec/ s.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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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Audited Review Report
• The Operator shall prepare an annual audited review report

summarising the monthly reports, which shall be submitted within 

one month of the end of each 12-month period in the Service 

Period. Spec/ s.1.9.3

• The annual audited review report shall be audit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and include, without limitatio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 Annual summary of Operation

• Breakdown of the expenditure incurred for performing the Services during 

the Term

• Annual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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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Survey Spec/ s.5.8

• The Operator shall engage an independent consultant

to  carry out a survey annually in two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Contract Term (i.e. the fifteenth and twenty-seventh 

month of the Contract).

• During the survey, the Operator shall collect adequate and 

representative samples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at 

different Collection Points and the collected samples shall 

be categorised and surveyed. 

Spec/ s.5.8.1.1 & 5.8.1.3 & 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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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Spec/ s.3.6.2.2

• There are four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for the 

pilot scheme, which include:

1. Half-year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collect and process Permitted Recyclables to produce Recovered 

Products that is at least 60% of the Half-year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2. Wastage: produce less than 10% wastage (by tonnes) during the 

entire plastic recyclable material recovery process.

3. Noise Abatement: Cause no noise nuisance to nearby residents or 

building occupiers during the Operation and Permitted Recyclables 

Collection at Collection Points.

4. Hygiene Abatement: Cause no litter or hygiene nuisance by 

proper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of the Containers and the 

Collectio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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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Spec/ s.3.6.2.3

• Operation Fees shall be deducted by the following percentage(s) for 

non-compliance(s) of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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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ompliance of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Deduction by Percentage

Produce less than 60% of Half-year 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for Recovered Products 

6% of Operation Fee of that particular half-

year

Produce more than 10% of Wastage for collected 

Permitted Recyclables

6% of Operation Fee of that particular month

Noise abatement 

(i) two certified complaints in a month 1% of Operation Fee of that particular month

(ii) three or more certified complaints in a 

month 

2% of Operation Fee of that particular month

Hygiene abatement 

(i) one certified complaint in a month 1% of Operation Fee of that particular month

(ii) two or more certified complaints in a     

month

2% of Operation Fee of that particular month

• Deduction limit for each month shall not exceed 10%.



Compliance of Legislation

• The Operator shall comply with all laws and regulations applicable to 

the provision of the Servi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Processing Plant of Tenderer and its sub-contractor(s)  

• Shall complies with the relevant statutory requirements as above

• The Tenderer shall submit a duly signed undertaking of Tenderer’s 

Processing Plant (Appendix L of ToT) 

ToT/ c.4.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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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al ordinances

•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 Land Ordinance

• Fire Safety (Buildings) Ordinance

ToT, CoC & Spec 

• Road Traffic Ordinance

•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rdinance

• Employment Ordinance

• Immigration Ordinance

• Companies Ordinance &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WR 18051 Pilot Scheme on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Services of Plastic Recyclable Materials

– Eastern District

Tender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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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r Assessment

• The assessment of tenders will be based on a combined 

“Price” and “Technical” score. The relative weightings for 

price and technical assessments are 30% and 70% 

respectively. ToT Appendix E/  E.1.1

• Four-stage evaluation ToT Appendix E

• Stage 1 – Completeness Check

• Stage 2 – Technical Assessment 

• Stage 3 – Price Assessment 

• Stage 4 – Calculation of Combined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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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1 – Completeness Check 
ToTAppendix E/ E.2

• Tenderer shall submit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 a duly signed Offer to be Bound, Appendix B

• an Outline Operation Plan of the Technical Proposal, and Appendix C

• a duly signed undertaking of Tenderer’s Processing Plant Appendix L

• Failure to submit any of the above documents on or before 

the Tender Closing Date will render a tender invalid and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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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2 – Technical Assessment 
ToTAppendix E/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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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Criteria Maximum Marks

A. Outline Operation Plan ( 95 )

1. Permitted Recyclables Collection Plan 17 (Passing Mark: 4.25)

2. Permitted Recyclables Processing Plan 17 (Passing Mark: 4.25)

3. Production of Commercial Products 5

4. Tenderer’s Treatment Facility Plan for Plastic Recyclables Processing 6

5. Incentive Promotion Plan 20 (Passing Mark: 5)

6. Outreaching Plan 6

7. Management Structure Plan 5

8. Innovative Suggestions 19

B. Tenderer’s Experience ( 5 ) 

9. Tenderer’s Experience in Waste and / or Recyclables Collection 5

• There are Passing Marks for Assessment Criteria 1, 2 and 5. Failure to 

attain Passing Marks for any of them will render a tender invalid and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 



Stage 2 – Technical Assessment 
1. Permitted Recyclables Collection Plan ToTAppendix E/ Note 2 & 7 

shall include :

(a) Details of setting up a Permitted Recyclables Collection Network;

(b) Details of setting up a Website and Hotline for the Services; and

(c) Details of operation of the Permitted Recyclables Collection.

Passing Criteria: Proposed plan is practicable and provides brief information on all items as

required for the respective assessment criterion above.

Highest Scoring Criteria: Proposed plan is practicable and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all

items as well as offers exceeding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s on at least one of the items.

2. Permitted Recyclables Processing Plan ToT Appendix E/ Note 2 & 7

shall include :

(a) Details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Processing;

(b) Details of handling, storage, weighing and recording the quantities of Permitted Recyclables and 

Recovered Products; and

(c) Details of delivery of the Recovered Products for sales and/or export.

Passing Criteria: Proposed plan is practicable and provides brief information on all items as

required for the respective assessment criterion above.

Highest Scoring Criteria: Proposed plan is practicable and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all

items as well as offers exceeding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s on at least one of th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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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2 – Technical Assessment 
3. Production of Commercial Products ToT Appendix E/ Note 3

Scoring Criteria: Practicable details are proposed to show that the Permitted Recyclables collected will be

processed into products.

4. Tenderer’s Treatment Facility Plan for Plastic Recyclables Processing 

ToT Appendix E/ Note 4

Highest Scoring Criteria: The Processing Plant(s) proposed has readily available waste plastics recycling

facilities for (i) Screening and Sorting, (ii) Shredding, (iii) Cleaning and (iv) Pelletisation.

5. Incentive Promotion Plan ToTAppendix E/  Note 2 & 7 

shall include details of arrangement, forms of incentive, expenses allocated per tonne of collection as an

incentive :

(a) Housing estates;

(b) Single-block buildings and village houses; and

(c) Mobile Collection Points.

Passing Criteria: Proposed plan is practicable and provides brief information on all items as required for

the respective assessment criterion above.

Highest Scoring Criteria: Proposed plan is practicable and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all items as

well as offers exceeding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s on at least one of th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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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2 – Technical Assessment 
6. Outreaching Plan ToTAppendix E/  Note 2 & 7 

shall include :

(a) The key message to be delivered during the Educational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b) The forms and outline of the Educational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for different target recipients; and

(c) Details of arrangement to liaise with or seek approval from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relevan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etc to provide Educational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for different target recipients.

Highest Scoring Criteria: Proposed plan is practicable and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all items as

well as offers exceeding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s on at least one of the items.

7. Management Structure Plan ToTAppendix E/  Note 2 & 7 

shall include : 

(a) An organisation chart showing the key personnel and their degree of involvement;

(b) Job descriptions and duties of the posts of the key personnel;

(c) Details of approach and mechanism to supervise frontline staff and sub-contractors (if any); and

(d) Details of approach and mechanism to communicate and work with the EPD.

Highest Scoring Criteria: Proposed plan is practicable and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all items as well

as offers exceeding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s on at least one of th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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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2 – Technical Assessment 
8. Innovative Suggestions ToTAppendix E/  Note 5

Highest Scoring Criteria: More than three (3) practicable innovative suggestions bring benefits/ 

positive values that can facilit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Services are proposed.

9. Tenderer’s Experience in Waste and / or Recyclables Collection ToTAppendix E/  Note 6

Highest Scoring Criteria: An aggregate of > 7 years’ experience in providing waste and / or 

recyclables collection services pursuant to Eligible Contract(s) in the past 10 year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Original Tender Closing Date. 

The Tenderer shall submit relevant information or supporting documents based on the suggestion in

the Technical assessments, relevant capability of the Treatment Facility, Tenderer’s Experienc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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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adopted for assessing Tenderer’s experience:

• The claimed contract(s) (commenced before the Original Tender Closing Date) was 
entered into by:
(i) the Tenderer itself as the contractor; or
(ii) a joint venture as the contractor, in which the Tenderer is a participant or 
shareholder with a financial participation of no less than 30%.

•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gained by (i) the Tenderer or, if (ii) the Tenderer is a joint 
venture, the participants or shareholders of the Tenderer under different service 
programmes and / or contracts with overlapping periods will not be double-
counted.

• If the Tenderer is a joint venture, the weighted years of experience of the 
overlapping periods possessed by the participant or shareholder of the Tenderer in 
the joint venture with the greatest finan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participants or 
shareholders possessing experience within such overlapping periods will be 
counted.

• The EPD will disregard any claimed experience that, in its opinion, is not 
substantiated with adequate and credible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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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2 – Technical Assessment

9. Tenderer’s Experience in Waste and / or Recyclables Collection 

ToTAppendix E/  Note 6



Example  A:

Assuming that contractor A has an aggregate of 2 years’ relevant 

experience and contractor B has an aggregate of 1.5 years’ 

relevant experience and there is no overlapping period in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of contractors A and B. Contractors A and B 

form a joint venture as a Tenderer, in which contractor A and 

contractor B share 60% and 40% of the finan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Tenderer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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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regate experience of the Tenderer 

= 2 x 60% + 1.5 x 40% = 1.8 years

 The Tenderer will be given a standard score of one (1).*

* For weighting on Tenderer’s Experience, please refer to ToT Appendix E/ Note. 6



Example B:

Assuming that contractor A has an aggregate of 5 years’ relevant 

experience, contractor B has an aggregate of 4 years’ relevant 

experience and contractor C has an aggregate of 6 years’ 

relevant experience, and there is an overlapping period of 2 years 

in the experience of contractors A and B. Contractors A ,B and C 

form a joint venture as a Tenderer, in which contractors A , B and 

C share 30%, 20% and 50% of the finan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Tenderer respectively. 

34

 Aggregate experience of the Tenderer 

= 5 x 30% + 4 x 20% + 6 x 50% – 2 x 20% = 4.9 years

The Tenderer will be given a standard score of two (2).*

* For weighting on Tenderer’s Experience, please refer to ToT Appendix E/ Note. 6



Stage 3 – Price Assessment 
ToTAppendix E/  E.4

• Failure to submit a duly completed Schedule of Rates or submitting only a 

partial offer will render a tender invalid and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

• Calculation of “Total of Operation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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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Production 

Tonnage of Recovered 

Product (tonnes) (i)

Total Quantity of 

Containers

Total Quantity of Smart 

Recycling Bins (iv) 

240 litre (ii) 660 litre (iii)

6,000 300 300 10

• The assumed quantities set out in the table will be used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tender assessment and shall not be taken as the basis for 

measurement or payment under the Contract.



Stage 4 – Calculation of Combined Score 
ToT Appendix E/  E.5

• The maximum combined score (“Combined Score”) of the 

weighted score for Technical Proposal (70 score) and the 

weighted score for Price Offer (30 score) i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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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Vn = 30 

Lowest Price Offer among all tenders that passes Stages 1 

and 2 and complies with Clause E.4.2

Price Offer of the tender being assessed that passes Stages 

1 and 2 and complies with Clause E.4.2

WTn = 70 

Total marks for Technical Proposal

of the tender being assessed that passes Stages 1 and 2

Highest total marks for Technical Proposal

among all tenders that passes Stages 1 and 2

• Combined Score = WTn + WVn



Contract Deposit
• The successful Tenderer shall deposit with the EPD within 14 days of the date of the 

“Tender Conditional Acceptance” (or within such other time as may be directed by the EPD)

either in cash or by way of a Banker’s Guarantee

ToT/ c.23.1 & 23.4

• If the Total of Operation Fees exceeds HK$15,000,000

• Successful Tenderer passes the financial vetting,

Contract Deposit payable shall be an amount equivalent to 2% of the Total of 

Operation Fees.

• Successful Tenderer fails the financial vetting, or it is a newly established company, or in 

cases where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available is inadequate

Contract Deposit payable shall be an amount equivalent to 5% of the Total of 

Operation Fees

ToT/ c.23.2

• If the Total of Operation Fees exceeds HK$1,400,000 but does not exceed HK$15,000,000 

Contract Deposit payable shall be an amount equivalent to 2% of the Total of 

Operation Fees. 

ToT/ c.23.3

37



Tender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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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18051 Pilot Scheme on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Services of Plastic Recyclable Materials

– Eastern District



Tender Submission 

• Tender shall be completed in English or Chinese, and in

ink or typescript. ToT/ c.4.2

• No Tenderer is permitted to submit more than one tender

for the contract. ToT/ c.29.1

• A holding company and all of its subsidiaries shall be 

allowed to submit only one tender from any one of the 

companies in the group for the contract ToT/ c.29.2

• Failure to observe the requirements of TOT Clauses 29.1 

and 29.2 will render all related tenders null and void and 

any such tender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 ToT/ c.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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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r Submission ToT/ c.5

Documents required for Tender Submission :

1. A duly completed Form of Schedule of Rates; ToT Appendix A

2. A duly signed Form of Offer to be Bound; ToT Appendix B

3. Technical Proposal (including an Outline Operation Plan) (specified page limit*); 
ToT Appendix C

4. Tenderer’s Information & Experience; ToT Appendix D

5. A Form of Information Schedule; ToT Appendix G

6. A Draft Form of Letters of Undertaking (where applicable); ToT Appendix I

7. A Non-collusive Tendering Certificate; and ToT Appendix K

8. A duly signed undertaking of Tenderer’s Processing Plant. ToT Appendix L

• Failure to submit the above documents (No. 1, 2, 3 and 8) on or before the Tender Closing 

Date will render a tender invalid and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 

* For the specified page limit of the Technical Proposal, please refer to ToT Appendix E/  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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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r Submission ToT/ c.5

• Price Offer and Technical Proposal shall be submitted in 

two separate sealed envelopes and clearly labelled 

Envelope A and Envelope B respectively

• Envelope A and Envelope B shall be enclosed in a sealed 

envelope (Envelope C) addressed to the Chairman, 

Central Tender Board

• Envelope C shall not bear any indication which may relate 

it to the Tend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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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riginal + 7 copies)

Envelope A – Price Offer

Tender Reference No. WR 18051

Pilot Scheme on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Services of Plastic 

Recyclable Materials – Eastern 

District

(1 original + 7 copies)

Envelope B – Technical Proposal 

Tender Reference No. WR 18051

Pilot Scheme on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Services of Plastic 

Recyclable Materials – Eastern 

District

Envelope C

To: Chairman, Central Tender Board

Tender Reference No. WR 18051 

Pilot Scheme on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Services of Plastic 

Recyclable Materials – Eastern District

Tender Submission ToT/ c.5



Tender Closing Date ToT/ c.5

• A completed Tender shall be addressed to the Chairman, 

Central Tender Board 

• Tenderer shall place its tender (Envelope C) in the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ender Box located in the Lobby 

of the Public Entrance on the Ground Floor,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 Tender Closing Date: 12:00 noon, 26 April 2019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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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18051 Pilot Scheme on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Services of Plastic Recyclable Materials

– Eastern District

Enquiry & 

Tender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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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r Enquiry

• Enquiry shall be initiated in writing at least 14 days before 

the Tender Closing Date, i.e. 12 April 2019 ToT/ c.37.1

• Attention: Mr WY WONG

• Fax: 3741 1963

• Email address: wywong@epd.gov.hk

• Address: Waste Reduction and Recycling Group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21/F., High Block, Queensway Government Offices,

66 Queenswa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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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r Programme

Event Date

Tendering period
15 February 2019 – 26 April 2019

(10 weeks)

Deadline of enquiry
14 calendar days before Tender Closing Date, 

(i.e. 12 April 2019)

Tender Closing Date 12:00 noon, 26 April 2019 (Friday)

Notification to successful 

tenderer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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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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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簡報會

2019年3月15日

1

WR 18051 
招標承投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東區

環境保護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免責聲明

•如本招標簡報會提供的內容與標書內容有任何抵觸，應以

標書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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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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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的

收集來自公私營住宅、學校、公營機構、社區回收中心和「綠在區區」
等所有種類的非工商業廢塑膠，進行循環再造工序，製成具經濟價值的
再生原材料或再造產品，確保回收後的廢塑膠得到妥善的處理

配合相應的宣傳教育活動及進一步完善區內的回收網絡，建立市民對廢
塑膠回收的信心，鼓勵更多市民參與回收並提升回收量

提供數據及建立實際經驗，為日後全港推行廢塑膠回收服務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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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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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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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條件/ 第2.1及2.2條

*營運者於預備期內須完成的項目包括(但不限於)設立認可可回

收物收集網絡、處所及處理廠房

合約條件/  附錄B 及規格條款/ 第4.3.1.1及 5.2.1.1條

合約期 預備期* 服務期

27個月
(由合約開始日期起計)

最多3個月
(由合約開始日期起計最多3個月)

24個月
(由預備期完結起計至合約期完結)



服務內容

1. 於服務地區 (即“東區”) 內收集非工商業的認可可回收物
規格條款/ 第1.1.2.2(c), 1.4.1及4.3.5.2條

2. 將認可可回收物處理成回收再造產品
規格條款/ 第1.1.2.2(e)條

3. 夥拍非牟利機構，提供教育及宣傳活動
規格條款/ 第1.1.2.2(h)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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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集非工商業的認可可回收物
• 認可可回收物須為塑膠可回收物料，並

a)來自非工商業; 及規格條款/ 第4.3.5.2條

b)適合作進一步處理規格條款/ 第4.3.12.2條

• 營運者需主動聯絡有關單位，以設立收集點及制訂收集安排
規格條款/ 第4.2.1.1條

• 營運者需於宣傳海報或單張上，以圖片或照片清楚說明接受標準，以供收集點
管理人傳閱 規格條款/ 第4.3.12.3 條

• 提供誘因以鼓勵有關持分者(例如:物業管理公司、清潔公司及公眾)積極參與源
頭分類及促進認可可回收物的收集 規格條款/ 第4.5.1條

• 於每個收集點為認可可回收物量重及記錄 規格條款/ 第4.4.2及4.4.7條

• 得到環保署同意後，營運者可以分判收集工序予合適分判商 合約條件/  第3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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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理及回收再造 –認可可回收物的定義及分
類

•營運者可接收、收集及處理的回收物包括:

(a) A類認可可回收物; 及

(b) B類認可可回收物

規格條款/ 第4.3.5.1條

*根據ASTM國際樹脂識別編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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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認可可回收物
塑料樹脂種類*

B類認可可回收物
塑料樹脂種類*

#1: PET

#2: HDPE

#3: PVC

#4: LDPE

#5: PP

#6: PS 

#7: 其它所有未列出之塑料樹脂

(例如: ABS, PA, PC, PU 等)



2. 處理及回收再造 –處理工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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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認可可回收物 B類認可可回收物

• 收集、篩選、分揀、清洗及製成回收再造產品 規格條款/ 第4.3.5.5條

• 得到環保署同意後，營運者可以分判處理工序予合適分判商 合約條件/  第34.1條

• A類認可可回收物中任何一種類塑料樹
脂的每月收集數量無論多少

營運者及／或其分判商須處理並生
產成回收再造產品

• B類認可可回收物中任何一種類塑料樹
脂的每月收集數量 ≤ 1噸

營運者可考慮把該種類的B類認可可
回收物分發至經環保署批准的下游回收
商處理及生產成回收再造產品。
規格條款/ 第4.3.5.6條

• B類認可可回收物中任何一種類塑料樹
脂的每月收集數量 > 1噸

營運者及／或其分判商須處理並生
產成回收再造產品
規格條款/ 第5.4.1.3條



2. 處理及回收再造 –處理工序的要求

•在認可可回收物的回收再造過程，須產生少於10%廢物棄
置量(以噸計)
規格條款/ 第4.3.12.4條

•篩選及分揀工序須於收集日期起計30天內進行
合約條件/  附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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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理及回收再造 –回收再造產品的規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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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認可可回收物 B類認可可回收物

#1: PET的回收再造產品規格：

• 相同顏色、均一大小及形狀、一致的包
裝的毛片

• 環保署批准的任何其他產品格式

規格條款/ 第5.4.1.5條

#3: PVC

#4: LDPE

#5: PP

#6: PS 

#7: 其它所有未列出之塑料樹脂
(例如: ABS, PA, PC, PU 等)

的回收再造產品規格：

• 相同顏色、均一大小及形狀、一致的
包裝的顆粒

• 環保署批准的任何其他產品格式

規格條款/ 第5.4.1.6條

#2: HDPE的回收再造產品規格：

• 相同顏色、均一大小及形狀、一致的包
裝的顆粒

• 環保署批准的任何其他產品格式

規格條款/ 第5.4.1.6條



2. 處理及回收再造 –回收再造產品的產量要求

•營運者的回收再造產品產量須最少達到“半年基本生產噸數”

規格條款/ 第5.4.5.1條

14

期間 月份 每月基本生產噸數 半年基本生產噸數

預備期 第1個月至第3個月 / /

服務期 第4個月至第9個月 15噸 15 x 6 = 90噸

第10個月至第15個月 30噸 30 x 6 = 180噸

第16個月至第21個月 30噸 30 x 6 = 180噸

第22個月至第27個月 30噸 30 x 6 = 180噸



2. 處理及回收再造 –按量遞進付款安排

• 在環保署滿意的情況下，營運者在預備期內成功設立處理廠房、網站和電話熱線
等後，可獲發$50萬元 合約條件第B.3.2及B.3.3條

• 經篩選及分揀工序後 –

• 若回收再造產品於收集日期起計30天內製成，其每公噸收費將以6個系數(1.0至
2.0)的按量遞進方式計算
若回收再造產品於收集日期起計30天後製成，其每公噸收費將只以系數1.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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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三十天內製成再造產品的數量 系數
每公噸收費 (港元) 

=系數 x 投標者於標準收費表格報價之每公噸收費

1 ≤ 1.0 x 每月基本生產噸數 1.0 = 1.0 x 報價之每公噸收費

2
> 1.0 x 每月基本生產噸數 至
≤ 1.5 x 每月基本生產噸數

1.2 = 1.2 x 報價之每公噸收費

3
> 1.5 x 每月基本生產噸數 至
≤ 2.0 x 每月基本生產噸數

1.4 = 1.4 x 報價之每公噸收費

4
> 2.0 x 每月基本生產噸數 至
≤ 2.5 x 每月基本生產噸數

1.6 = 1.6 x 報價之每公噸收費

5
> 2.5 x 每月基本生產噸數 至
≤ 3.0 x 每月基本生產噸數

1.8 = 1.8 x 報價之每公噸收費

6 > 3.0 x 每月基本生產噸數 2.0 = 2.0 x 報價之每公噸收費

合約條件第B.4.8條



2. 處理及回收再造 –

由其他回收商生產B類回收再造產品的付款安排

• B類認可可回收物中任何一種塑料樹脂的每月收集數量 ≤ 1噸

如營運者及／或其分判商選擇把該種類的B類認可可回收物分發至經環保署
批准的下游回收商處理及生產成回收再造產品

其每公噸收費將以系數“0.5”計算

每公噸收費 = 0.5 x 報價之每公噸收費
合約條件第B.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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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及宣傳活動

• 投標者須夥拍非牟利機構為計劃進行教育及宣傳活動，非牟利機構需有不少於2

年的相關經驗
規格條款/ 第1.1.2.2 (h)條

• 營運者須安排設置流動收集點以收集認可可回收物及提供教育及宣傳活動，次
數為每星期不少於10次，每次不少於3小時
(當中不少於4次需安排於星期六、星期日和公眾假期進行)
規格條款/ 第6.3.1.2條

• 非牟利機構需設計及製作所有認可可回收物準則、宣傳材料（例如海報及傳單）
及教育工具
規格條款/ 第6.3.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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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報告

營運者需由合約開始日期起於每個報告月份後一星期內提交每月報告，
當中包括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資料:

•每月收集﹑篩選﹑分揀及處理之認可可回收物料的數量; 

•認可可回收物料的廢物棄置量;

•回收再造產品的生產量;

•發送至經環保署批准的下游回收商作進一步處理的B類可回收物;

•營運摘要報告

規格條款/ 第1.9.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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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審計報告

•營運者需準備一份總結每月報告之年度審計報告，並需於每12個月的服
務期後的一個月內提交。

規格條款/ 第1.9.3條

•年度審計報告需由一名獨立核數師去審核，當中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資料:

•年度營運數據

•於合約期限內提供服務所需要的開支細項

•年度財務結算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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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調查 規格條款/ 第 5.8條

•營運者須聘用一位獨立顧問於合約期內兩個不同的時期(即第15及第27

個月)進行年度調查。

•在此調查期間，營運者需於不同收集點收集足夠及有代表性的認可可回
收物樣本，並將它們分類及測量。
規格條款/ 第 5.8.1.1、5.8.1.3 及 5.8.2.2條

20



營運表現要求規格條款/  第3.6.2.2條

先導計劃設有四項營運表現要求，分別為:

1. 認可可回收物的半年基本生產噸數: 收集及處理之認可可回收
物，以及製成之回收再造產品必須至少達到半年基本生產噸數之60%

2. 廢物棄置量 : 在整個塑膠可回收物的回收再造工序，必須產生少於
收集到的認可可回收物之10%的廢物棄置量

3. 噪音消減: 於營運及在收集點收集認可可回收物期間對鄰近居民、或
建築物佔用者沒有造成任何噪音滋擾

4. 避免衛生滋擾: 妥善清洗及保養容器及收集點，以免造成任何廢物或
衛生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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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營運表現不符合要求，將按以下百分比扣減營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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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營運表現要求 扣減之百分比

生產少於60%“半年基本生產噸數”的回收再造產品 該半年營運費的 6%

廢物棄置量超過收集到的認可可回收物之10% 該月營運費的 6%

噪音消減

(i) 一個月內兩個已核證的投訴 該月營運費的 1%

(ii) 一個月內三個或以上已核證的投訴 該月營運費的 2%

避免衛生滋擾

(i) 一個月內一個已核證的投訴 該月營運費的 1%

(ii) 一個月內兩個或以上已核證的投訴 該月營運費的 2%

營運表現要求 規格條款./ 第3.6.2.3條

•每月的最多累積扣減不可超過營運費用的10%。



遵守法例

•營運者應遵守所有適用於提供服務的法律與規定，包括但不限於:

•投標者及其分判商的處理廠房

• 須符合上述相關法例

• 投標者須遞交一份妥為簽署的處理廠房承諾書 (招標條款附錄 L)

招標條款/ 第4.5(g)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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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法例

•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

• 城市規劃條例

• 土地條例

• 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

招標條款、合約條件及規格條款

• 道路交通條例

•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 僱傭條例

• 入境條例

• 公司條例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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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書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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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書評審

•標書將根據合併「價格」和「技術」得分進行評審。價格和
技術評審所佔比重分別為30%和70%。
招標條款 –附錄E/ E.1.1

•四階段之評審 招標條款 –附錄E

• 第一階段 – 完整性檢查

• 第二階段 – 技術評審

• 第三階段 – 價格評審

• 第四階段 – 計算合併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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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完整性檢查 招標條款 –附錄E/ E.2

•投標者須遞交下列文件：

•妥為簽署的應約履行表格； 附錄B

•技術建議的營運計劃大綱；以及 附錄C

•妥為簽署的投標者處理廠房承諾書。 附錄L

•如未能在截標日期當日或之前遞交上列任何文件，標書將被視為
無效，並不會獲進一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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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技術評審 招標條款 –附錄E/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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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準則 最高分數

A. 營運計劃大綱 (95分)

1. 認可可回收物的收集計劃 17 (合格分數: 4.25分) 

2. 認可可回收物的處理計劃 17 (合格分數: 4.25分) 

3. 商品製造 5

4. 投標者就處理塑膠可回收物的處理設施計劃 6

5. 誘因推廣計劃 20 (合格分數: 5分)

6. 外展計劃 6

7. 管理架構計劃 5

8. 創新建議 19

B. 投標者的經驗 (5分)

9. 投標者在廢物及／或可回收物收集方面的經驗 5

• 評審準則1、2和5均設有合格分數，任何一項未能取得合格分數的標書
將被視為無效，並不會獲進一步考慮。



第二階段 –技術評審
1. 認可可回收物的收集計劃 招標條款附錄E/ 註 2 和 7

應包括：

(a) 設立收集網絡的詳情；

(b) 設立網站和電話熱線的詳情；以及

(c) 收集認可可回收物的營運詳情。

合格準則: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並按上述所載的評審準則要求，就所有項目提供簡要資料。

最高得分準則: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就所有項目提供詳細資料，並且在至少一個項目上提出
高於合約要求的建議 。

2. 認可可回收物的處理計劃 招標條款附錄E/ 註 2 和 7

應包括：

(a) 認可可回收物處理工序的詳情；

(b) 認可可回收物及回收再造產品處理、貯存、量重及記錄的詳情；以及

(c) 運送回收再造產品作銷售及／或出口的詳情。

合格準則: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並按上述所載的評審準則要求，就所有項目提供簡要資料。

最高得分準則: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就所有項目提供詳細資料，並且在至少一個項目上提出
高於合約要求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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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技術評審

3. 商品製造招標條款附錄E/ 註 3

得分準則: 提供切實可行的細節，以顯示收集所得的認可可回收物經處理後可製成商品。

4. 投標者就處理塑膠可回收物的處理設施計劃 招標條款附錄E/ 註 4

最高得分準則: 建議的處理廠房已設有可供進行(i)篩選及分揀、(ii)破碎、(iii)清洗和(iv)製粒
工序的廢塑膠回收設施。

5. 誘因推廣計劃招標條款附錄E/ 註 2 和 7

應詳述有關提供誘因予不同收集點的安排、形式、及每公噸收集量的誘因開支：

(a) 屋苑／屋邨；

(b) 單幢樓宇和村屋；以及

(c) 流動收集點。

合格準則: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並按上述所載的評審準則要求，就所有項目提供簡要資料。

最高得分準則: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就所有項目提供詳細資料，並且在至少一個項目上提出
高於合約要求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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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技術評審

6. 外展計劃招標條款附錄E/ 註 2 和 7

應包括：
(a) 在教育及宣傳活動中傳達的信息；
(b) 為不同對象而設的教育及宣傳活動的形式和大綱；以及

(c) 聯絡物業管理公司、相關政府當局等或尋求他們批准為不同對象舉辦教育及宣傳活動
的詳細安排。

最高得分準則: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就所有項目提供詳細資料，並且在至少一個項目上提
出高於合約要求的建議 。

7. 管理架構計劃招標條款附錄E/ 註 2 和 7

應包括：

(a) 主要人員的組織圖及其參與程度；

(b) 主要人員職位的職責說明和職務；

(c) 督導前線人員和分判商的方式和機制詳情；以及

(d) 與環保署溝通及合作的方式和機制詳情。

最高得分準則: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就所有項目提供詳細資料，並且在至少一個項目上
提出高於合約要求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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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技術評審

8. 創新建議招標條款附錄E/ 註 5

最高得分準則: 提出多於三個(3) 能促進有關服務營運的裨益／正面作用而切實可行的
創新建議。

9. 投標者在廢物及／或可回收物收集方面的經驗 招標條款附錄E/ 註 6

最高得分準則: 在原定截標日期前10年內，根據合資格合約，累積 > 7年廢物及／或回
收物收集服務的經驗。

•投標者須就技術評審中的建議、相關處理設施的能力及投標者的經驗等
項目提交相關的資料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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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投標者經驗採用的規則：

• 聲稱合約(截標日期前生效的合約)須
(i) 由投標者本身以承辦商身分訂立；或

(ii) 由合營企業以承辦商身分訂立，而投標者是該合營企業的參與者或股東，財政參
與率不少於30%。

• (i)投標者或(ii)投標者的參與者或股東在不同服務計劃及／或合約期重疊的合約所取得的
相關經驗不會重覆計算。

• 如屬合營企業，只有佔最大財政參與率的投標者參與者或股東在重疊期間的加權經驗年
期將獲計算在內，其他參與者或股東在重疊期間的加權經驗年期則不會獲計算在內。

• 環保署不會計算其認為沒有足夠及可信證據支持的任何聲稱經驗。

32

第二階段 –技術評審
9.投標者在廢物及／或可回收物收集方面的經驗
招標條款 –附錄 E/ 註6



例子一:

假設承辦商A具有2年累計相關經驗，承辦商B具有1.5年累計相
關經驗，而承辦商A和承辦商B的相關經驗沒有重疊期。假設
承辦商A和承辦商B組成合營企業投標，而承辦商A和承辦商B

在投標者的財政參與率分別為60%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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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者的累計經驗
= 2 x 60% + 1.5 x 40% = 1.8年

 投標者將獲得標準評分一分 (1)。*

*投標者的經驗之評分詳情請參考招標條款附錄E/ 註6。



例子二:

假設承辦商A具有5年累計相關經驗，承辦商B具有4年累計相
關經驗，承辦商C具有6年累計相關經驗，而承辦商A和承辦商
B的經驗有2年重疊期。假設承辦商A、承辦商B和承辦商C組成
合營企業投標，承辦商A、承辦商B和承辦商C在投標者的財政
參與率分別為30%、20%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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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者的累計經驗
= 5 x 30% + 4 x 20% + 6 x 50% – 2 x 20% = 4.9年

 投標者將獲得標準評分兩分(2) 。 *

*投標者的經驗之評分詳情請參考招標條款附錄E/ 註6。



• 如無法提交填妥的標準收費表格，或只提交部分收費，該份標書將被視為無效
，並不會獲進一步考慮。

• 營運費總額的計算：

35

回收再造產品的基本
回收噸數（公噸）(i)

容器總數 智能回收桶總數
(iv)240 公升 (ii) 660公升 (iii)

6,000 300 300 10

• 免生疑問，上表假設的數量只會用作標書評審，不得用作為合約下量度或付款
的基礎。

第三階段 –價格評審 招標條款 –附錄 E/ E.4

營運費
總額

=

回收再造產品的
基本回收噸數
（公噸）(i)

+ 

240 公升
容器總數 (ii)

+

660 公升
容器總數 (iii)

+

智能回收桶
總數 (iv)

x

招標條款
附錄A第1.1項

x

招標條款
附錄A第2.1項

x

招標條款
附錄A第2.2項

x

招標條款
附錄A第3.1項



第四階段 –計算合併分數
招標條款 –附錄 E/ E.5

•技術建議的加權分數(70分)和價格建議的加權分數(30分)合
併的最高分數（「合併分數」）為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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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建議
加權分數

= 70分 

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的有關標書的
技術建議總分

所有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的標書的
技術建議最高總分

• 合併分數 = 技術建議加權分數 + 價格建議加權分數

價格建議
加權分數

= 30分 

所有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並符合第E.4.2條規定的標書
中所提出的最低價格

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並符合第E.4.2條規定的
有關標書中提出的價格



合約按金

• 中標者須於收到「有條件接納通知書」的14日內(或環保署指明的其它時間)向環
保署以現金或銀行保證書方式繳付「合約按金」。

招標條款/ 第23.1條及第23.4條

• 如總營運費超過港幣$15,000,000

• 中標者已通過財政審核

須繳付相當於總營運費2%的合約按金

• 中標者未能通過財政審核或為一家新成立的公司或未能提交足夠的財政資料

須繳付相當於總營運費5%的合約按金。

招標條款/第23.2條

• 如總營運費小於港幣$15,000,000及超過港幣$1,400,000

須繳付相當於總營運費2%的合約按金

招標條款/第2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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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18051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東區

遞交標書

38



遞交標書

•標書必須以中文或英文填寫，並以墨水筆或打字方式填寫及遞交。

招標條款/ 第4.2條

•投標者只可遞交一份標書

招標條款/ 第29.1條

•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只可由其中一間公司代表遞交一份標書

招標條款/ 第29.2條

•如沒有遵守招標條款的第29.1及29.2條，有關標書即告無效且不會再作
考慮

招標條款/ 第29.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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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標書招標條款 / 第5條

須要呈交的文件:

1. 標準收費表格招標條款 –附錄 A ;

2. 妥為簽署的應約履行表格招標條款 –附錄 B;

3. 技術建議(包括營運計劃大綱) (頁數限制*)招標條款 –附錄 C; 

4. 投標者的資料及經驗 –附錄 D;

5. 資料附表招標條款 –附錄 G; 

6. 擬稿的承諾書(如適用)招標條款 –附錄 I;

7. 不合謀投標確認書招標條款 –附錄 K; 及

8. 妥為簽署的投標者處理廠房承諾書招標條款 –附錄 L。

•如未能在截標日期當日或之前遞交上列1, 2, 3 及 8 號文件，標書將被視為
無效，並不會獲進一步考慮。

*有關技術建議之頁數限制請參考招標條款 –附錄 E/ 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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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標書 招標條款 / 第5條

•把價格建議及技術建議分別放入兩個密封的信封並清楚註

明為信封A及信封B

•信封A及信封B需放入密封的信封(信封C)並註明中央投標委

員會主席收

•信封C不得具有任何記認使人認出投標者的身分

41



42

(正本及七份副本)

信封 A – 價格建議

招標編號WR 18051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東區

(正本及七份副本)

信封 B –技術建議

招標編號WR 18051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信封 C
致：中央投標委員會主席收
招標編號WR 18051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東區

遞交標書 招標條款 / 第5條



截標日期 招標條款 / 第 5條

•填妥的標書必須註明「中央投標委員會主席收」為
收件人

•投標者必須把投標書(信封C)放入香港添馬添美道2

號政府總部東翼地下公眾入口大堂的「政府總部投
標箱」內

•截標日期：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中午12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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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18051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東區

44

查詢及招標時間表



招標查詢

• 任何查詢，須在截標日期前十四天(即2019年4月12日)以書面形式提交

招標條款 / 第 37.1條

• 致: 黃偉圓先生

• 傳真: 3741 1963

• 電郵地址: wywong@epd.gov.hk

• 地址: 香港

金鐘道66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21樓

環境保護署

減廢及回收組

45



招標時間表

項目 日期

招標日期
2019年2月15日 – 2019年4月26日

(10 星期)

截止遞交書面查詢限期 截標日期前14天 (即2019年4月12日)

截標日期 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中午12時正

預計公佈招標結果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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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18051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東區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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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編號 WR 18051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參考資料 
 

 

• 以下中文譯本只用作參考，並不作為標書的一部分。所有投標資

料必須填寫於英文版本。 
 

 

 招標條款 參考資料(中文譯本 ) 

附錄 A 標準收費表格 

附錄 B 應約履行表格 

附錄 C 技術建議 

附錄 D 投標者的資料及經驗 

附錄 E 標書評審評分制度 

附錄 G 資料附表 

附錄 K 不合謀投標確認書 

附錄 L 投標者的處理廠房 
 



招標編號  WR 18051    二零一九年二月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招標條款 – 附錄 A   第 1頁，共 4 頁 

 

附錄  A 

標準收費表格  

(參閱招標條款第 4.5(b)條及第 10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合約編號 EP/SP/108/18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詳情請參考下頁 ]  
 



招標編號  WR 18051    二零一九年二月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招標條款 – 附錄 A   第 2頁，共 4 頁 

I .  標準收費  

以下「標準收費」應與合約條件附錄 B 所載的「付款安排」一併閲讀。  

項目編號  說明  每公噸收費  

(港元) 

收費 1: 認可可回收物  

收集認可可回收物並經處理後把該等認可可回收物製成回收再造產品的營運費  

1.1 回收再造產品   

 

 
 
 

項目編號  說明  每個容器收費  

(港元) 

收費 2: 容器  

按僱主代表指示供應及維修容器的營運費  

2.1 240 公升容器   

 

2.2 660 公升容器   

 

 
 
 

項目編號  說明  每個容器收費  

(港元) 

收費 3: 智能回收桶  

按僱主代表指示供應、維修及運作智能回收桶的營運費   

3.1 240 公升智能回收桶   

 

 
  



招標編號  WR 18051    二零一九年二月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招標條款 – 附錄 A   第 3頁，共 4 頁 

I I .  繳付合約按金方法  

 
 

如我方獲批合約，將會根據招標條款第 23 條的規定，以*現金／銀行擔保書的

方式向僱主繳付合約按金。  

 
 
* 刪去不適用者。  

 
 
 

投標者的姓名   

                               (請用正楷填寫投標者的姓名) 

 
  

日期   



招標編號  WR 18051    二零一九年二月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招標條款 – 附錄 A   第 4頁，共 4 頁 

[空白頁 ]  



招標編號 WR 18051                                                                    二零一九年二月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招標條款 – 附錄 B  第 1頁，共 2 頁 

 

附錄 B 

應約履行表格  

(參閱招標條款第 4.5(d)條及第 22.4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合約編號 EP/SP/108/18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應約履行  

 

 

 

 

 

 

[詳情請參閱第 2 頁 ]  
 

 

 

 

 

 

 

 

 

 

 

 



招標編號 WR 18051                                                                    二零一九年二月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招標條款 – 附錄 B  第 2頁，共 2 頁 

應約履行   

本應約履行是由下述簽署人因應僱主的招標文件（招標編號：WR 18051）的規定呈

交，以便為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東區（合約編號：EP/SP/108/18）提

供服務。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應約履行所載的詞語和詞句具有招標文件中獲賦予的

涵義。  

致：僱主  

1. 我們作為投標者，已閱讀並明白招標文件所載的所有條款及條件，並同意當中

訂明的所有條款及條件。我們現保證，在本標書所提供或夾附的所有資料均屬

真實、完整和正確。  

2. 我們現應約提供有關服務，並須受合約和技術建議所訂明的條款及條件及我們

就合約提交的標書所載的價格建議所規管，並同意受合約所訂明的所有條款及

條件約束。  

3. 我們同意遵守本標書，並由截標日期起計 180 天內保持標書公開，不會單方面

更改或修訂其條款，而該標書將維持對我們的約束力，而你可在上述期間屆滿

前的任何時間接納標書。  

4. 下述簽署人已獲正式授權代表投標者簽署本應約履行。  

 

簽署            

 
獲授權簽署人的姓名         

                         (請用正楷填寫姓名)  

獲授權簽署人的職位        

     (請用正楷填寫職位) 

代表投標者         

   (請用正楷填寫投標者的姓名)  

在場人員：   

 
見證人的簽署           

 

見證人的姓名          

   (請用正楷填寫見證人的姓名)  

日期        

註：若投標者屬未註冊為法團的合營企業，應約履行須由合營企業的主要參與者代表所

有參與者簽署。 



招標編號 WR 18051                                                                    二零一九年二月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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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技術建議  

(參閱招標條款第 4.5(e)及 11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合約編號 EP/SP/108/18] 

 
 

技術建議  

A.  營運計劃大綱  

1  認可可回收物的收集計劃  

(a)  設立認可可回收物收集網絡的詳情：  

 (i) 安排與現時參與「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的屋苑及住宅大廈聯絡，

以設立收集點及制訂收集安排  

 (ii) 按照規格條款第 6.3.1 條及與有關當局就設立流動收集點所訂定的相

應安排，就所需設立流動收集點的地點及收集次數提出建議  

 (iii) 安排在其他屋苑、住宅大廈或地方設立新收集點，並就其營運模式提

出建議  

 (iv) 安排與「政府、機構或社區」發展項目的營運團體聯絡，以設立收集

點及制訂收集安排  

 (v) 安排與現有政府資助的回收計劃（如「綠在區區」和「社區回收網

絡」）的營運團體聯絡，以制訂收集安排  

(b)  就有關服務設立網站及電話熱線的詳情：  

 (i) 以列點方式概述網站設計及主要題目  

 (ii) 設立專門電話熱線的計劃及電話熱線管理計劃  

(c)  在服務地區收集認可可回收物的營運詳情：  

(i) 從住宅樓宇（包括屋苑／屋邨、單幢樓宇、鄉村地區等）有效快捷地

收集認可可回收物的安排  

(ii) 從「政府、機構或社區」發展項目有效快捷地收集認可可回收物的安

排  

(iii) 為體育活動、展覽、節日等大型活動提供臨時收集服務的安排  

(iv) 計算從每個收集點收集所得的認可可回收物的數量並予以記錄的安排  

2  認可可回收物的處理計劃  

(a)  根據合約所規定的指定標準進行認可可回收物處理工序的詳情：  

 (i) 概述生產回收再造產品的工序  

 (ii) 處理認可可回收物達到指定要求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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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盡量減低認可可回收物處理工序可能造成滋擾的安排  

 (iv) 確保符合職業安全和健康的安排  

(b)  為認可可回收物和回收再造產品進行處理、貯存、量重及記錄數量的詳

情：  

 (i) 接收、處理及臨時貯存運往處理廠房的認可可回收物的安排  

 (ii) 按樹脂種類分揀收集所得的認可可回收物及從收集所得的可回收物中

清走非塑膠物料的安排  

 (iii) 處理及臨時貯存回收再造產品的安排  

 (iv) 為收集所得的認可可回收物、已按樹脂種類分揀的可回收物、棄置

量、供後續處理的可回收物及所生產的回收再造產品，進行量重及記

錄數量的安排  

 (v) 確保所生產的回收再造產品符合合約指定標準的安排  

 (vi) 進行年度調查，以確定從不同來源收集的認可可回收物的成分的安排  

(c)  運送回收再造產品作銷售及／或出口的詳情：  

 (i) 取得相關許可證的安排  

(ii) 裝載回收再造產品到運貨車／貨櫃及進行量重的安排  

 (iii) 備存妥善的銷售及／或出口紀錄的安排  

 (iv) 經部分處理的 B 類認可可回收物料的出路  

3  商品製造  

(a)  包括但不限涉及的工序及機器、產品規格、潛在銷售途徑的詳情，以顯

示收集所得的認可可回收物經處理後會製成通常可供個人、住戶或商界

直接購買及／或使用的商品，例如購物袋、垃圾袋、索帶、食物盒或貯

存盒、包裝物料、飲料瓶、花盆、電線套、工程喉管、文具等。  

4  投標者就處理塑膠可回收物的處理設施計劃  

(a)  提交證明文件，證明處理廠房內的廢塑膠回收設施所聲稱的技術水平及

技術。  

5  誘因推廣計劃  

(a)  為有效增加從屋苑／屋邨收集的認可可回收物數量而推行的誘因計劃的有

關安排、誘因形式、按每公噸收集量計用作誘因的開支及計劃對象的詳

情  

(b)  為有效增加從單幢樓宇和村屋收集的認可可回收物數量而推行的誘因計

劃的有關安排、誘因形式、按每公噸收集量計用作誘因的開支及計劃對

象的詳情  

(c)  為有效增加從流動收集點收集的認可可回收物數量而推行的誘因計劃的

有關安排、誘因形式、按每公噸收集量計用作誘因的開支及計劃對象的

詳情  

6  外展計劃  



招標編號 WR 18051                                                                    二零一九年二月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招標條款 – 附錄 C                                                                                                          第 3頁，共 4 頁  

(a)  在教育及宣傳活動中向市民傳達的主要信息，以推廣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各項：  

 (i) 先導計劃的服務  

 (ii) 廢物減量及回收  

 (iii) 乾淨回收，特別是廢塑膠回收  

 (iv) 其他  

(b)  為以下不同對象而設的教育及宣傳活動的形式和大綱：  

 (i) 私人屋苑居民  

 (ii) 公共屋邨居民  

 (iii) 單幢樓宇或村屋居民  

 (iv) 學校或其他高等教育院校  

 (v) 身處流動收集點的市民大眾  

(c)  為向以下不同對象提供教育及宣傳活動而與物業管理公司、相關政府機

關等有關方面聯絡或徵求批准的安排詳情：  

 (i) 私人屋苑居民  

 (ii) 公共屋邨居民  

 (iii) 單幢樓宇或村屋居民  

 (iv) 學校或其他高等教育院校  

 (v) 身處流動收集點的市民大眾  

7  管理架構計劃  

(a)  顯示主要人員的組織圖，以及他們在提供合約所規定服務方面的參與程

度  

(b)  主要人員職位的職責說明和職務  

(c)  督導前線人員和分判商（如有）的方式和機制詳情  

(d)  與僱主溝通及合作的方式和機制詳情  

8  創新建議  

(a)  創新建議並非一定要與科技有關，但須帶來裨益／正面作用，以加強認

可可回收物收集服務   

(b)  創新建議並非一定要與科技有關，但須帶來裨益／正面作用，以加強認

可可回收物處理服務  

(c)  創新建議並非一定要與科技有關，但須帶來裨益／正面作用，以加強記

錄及量重工序   

(d)  創新建議並非一定要與科技有關，但須帶來裨益／正面作用，以加強服

務推廣和登記成為認可可回收物生產者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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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創新建議並非一定要與科技有關，但須帶來裨益／正面作用，以加強監

察認可可回收物收集和處理服務   

( f )  任何其他能促進有關服務營運的裨益／正面作用  

B.  投標者的經驗  

9 投標者在收集廢物及／或可回收物方面的經驗  

(a)  就聲稱的經驗和聲稱收集廢物及／或可回收物的經驗的相關合約金額提

交證明文件（例如合約／協議、數量單、付款單或其他獲僱主接納的證

明文件）  

 
 

註：  

 
請參閱招標條款附錄 E 第 E.3 條，以了解有關評審準則的詳情，並提交相應證明文件。

為免生疑問，僱主可要求投標者提供本附錄 C 第 4 和第 9 項所要求的證明文件，以證

明聲稱的資料及經驗屬實。有關證明文件可於截標日期後提交，並須於僱主要求的指

定時限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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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投標者的資料及經驗 

(參閱招標條款第 4.5(f)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合約編號 EP/SP/108/18 

 

D.1投標者的資料 

1 投標者的姓名 (倘若投標者屬合營企業，則須述明每一位參與者和／或股東的姓

名、其「按比例百分比」的財政參與和其所佔實際運作的比例，及獲推薦的主

要參與者或主要股東的姓名)： 

  

 

 

 

 

 

 

 

2 投標者的業務實況 (倘若投標者屬合營企業，則須述明合營企業參與者和／或股

東的業務實況) (請提供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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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標者的總辦事處及商業地址，包括地址和聯絡詳情 (如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和

電郵地址) ： 

   

   

   

   

4 投標者的每位董事的姓名及地址： 

 (如適用，請插入更多的列) 

 姓名及職位： 地址： 

 姓名及職位： 地址： 

 姓名及職位：  地址： 

 

註： 

 
倘若投標者屬合營企業： 

 

(a) 投標者須推薦一位主要參與者(倘若屬未註冊為法團的合營企業) 或 一位主要股東 (倘若屬

註冊為法團的合營企業) ; 

 

(b) 投標者須根據招標條款第 28條提供以下由投標者建議的合營企業內每一位參與者或股東

的財政參與及其所佔實際運作的比例的資料： 

 

(i) 合營企業內每一位參與者或股東「按比例百分比」的財政參與的資料 及 

 

(ii) 合營企業內每一位參與者或股東所佔實際運作的比例的資料 及; 

 

(c) 投標者須提供招標條款第 28.2條所要求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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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投標者的處理廠房 

地址： 

 

 

電話號碼：  

聯絡人姓名及職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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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投標者的經驗記錄：相關的廢物及／或可回收物的收集合約的表列 

註:  

投標者只須依從招標條款附錄 E評分制度註釋註 6所載的有關評審準則 9 的要求，記錄及遞

交合約。  

每份合約須分別填寫一份新的表格。 

如空格不敷應用，請用另一張紙續寫。 

投標者／參與者／股東姓名：        

數據要求 投標者的回覆 

(如有需要，請註明相關附件編號  ) 

合約編號及名稱  

收集範圍  

合約性質、範疇及特點，以及投

標者的角色 

 

合約每年總計 

 

 

合約期：  

合約開始日期：  

合約完成日期 (原定)：  

實際／預計完成日期：  

合約內合營企業安排的詳情 (如有) 參與者／股東姓名 財政參與率(%) 

 
 

  

客戶／僱主：  

聯絡人姓名：  

地址： 

 

 

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僱主／工程師／建築師：  

聯絡人姓名：  

地址： 

 

 

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參與及管理的專業分判商 

 

 

其他相關數據／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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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標書評審評分制度   

(參閱招標條款第 7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合約編號  EP/SP/108/18] 

 

E.1 概論  

E.1.1 所有標書將根據合併「價格」和「技術」得分進行評審。價格和技術評審所

佔比重分別為 30%和 70%。  

E.1.2 在是次標書評審中，須待技術建議的評審完成後，才可打開價格建議並進行

價格評審。  

E.1.3 標書評審將根據每名投標者在其遞交的標書所提供的資料進行。  

E.1.4 計算時會把數字以四捨五入的方式，調整至小數點後兩個位。換言之，數字

中如小數點後第三個位的數值大於或等於 0.005，調整方法是加 0.01 並略

去小數點後第三個位起的數字；數字中如小數點後第三個位的數值小於

0.005，調整方法是完全略去小數點後第三個位起的數字，而無須改變小數

點後第二個位的數值。  

E.1.5 為提供服務而遞交的標書將根據本評分制度進行評審，詳情載於以下各段。  

E.2 第一階段―完整性檢查  

E.2.1 政府會檢查所有收到的標書的技術建議，確保已遞交下列文件：  

(a) 根據招標條款第 4.5(d)條妥為簽署的應約履行；   

(b) 招標條款第 4.5(e)條規定有關技術建議的營運計劃大綱；以及   

(c) 根據招標條款第 4.5(g)條妥為簽署的投標者處理廠房承諾書。   

E.2.2 如未能在截標日期當日或之前遞交上列任何文件，標書將被視為無效，並不

會獲進一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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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第二階段―技術評審  

E.3.1 通過第一階段的標書的技術建議會按表 E.1 所載的評審準則進行評審，而

所給予的分數不得高於所列每項評審準則的最高分數。技術建議的最高總分

為 100 分。評審準則 1、2 和 5 均設有合格分數，評審準則 1、2 或 5 任何

一項未能取得合格分數的標書將被視為無效，並不會獲進一步考慮。  

 

表 E.1：技術建議的評審準則  

 

評審準則  
最高  
分數  

合格  
分數  

單位  
分數  
(M) 

評分(W) 
(見註1) 

得分  
(M x 
W) 

備註／  
評審基礎  

4 3 2 1 0 

A.  營運計劃大綱   (95分) 

1 認可可回收物的收
集計劃  

17 4.25 4.25       
見註   

2 和  7 

2 認可可回收物的處
理計劃  

17 4.25 4.25       
見註  

2 和  7 

3 商品製造  5 -- 5       見註  3 

4 投標者就處理塑膠
可回收物的處理設
施計劃  

6 -- 1.5       見註  4 

5 
誘因推廣計劃  20 5 5       

見註  
2 和  7 

6 
外展計劃  6 -- 1.5       

見註  
2 和  7 

7 
管理架構計劃  5 -- 1.25       

見註  
2 和  7 

8 創新建議  19 -- 4.75       見註  5 

  得分小計( A )：    

B.  投標者的經驗  (5分)  

9 投標者在廢物及／
或可回收物收集方
面的經驗  

5 -- 1.25       見註  6 

  得分小計( B )：    

總得分  (  A + B )：    

 

E.3.2 表 E.1 所載的評分制度評審準則，將根據評分制度註釋所載的評分指引進

行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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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制度註釋  

 

註  1 投標者的建議／就評審準則所述要項所具備的經驗將獲以下評分：  

 

 評審準則 1、  2、  4 至  9 

將獲 4、  3、  2、  1 或  0 的評分  

 

評審準則  3 

將獲  1 或  0 的評分  

  

  

註  2 評審準則 1、  2、  5、  6 及 7 將根據以下 5 級制給予標準評分  –  

評分  

 4 –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並按「評分制度註釋」註 7 所載的有關評審

準則的要求，就所有項目提供詳細資料，並且在至少一個項目上

提出高於合約要求的建議  。 

 3 –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並按「評分制度註釋」註 7 所載的有關評審

準則的要求，就所有項目提供詳細資料。 

 2 –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並按「評分制度註釋」註 7 所載的有關評審

準則的要求，就過半數項目提供詳細資料，並且就其餘項目提供

簡要資料。 

 1 –  建議計劃切實可行，並按「評分制度註釋」註 7 所載的有關評審

準則的要求，就所有項目提供簡要資料。 

 0 –  建議計劃並不切實可行或未能按「評分制度註釋」註 7 所載的有

關評審準則的要求，就任何項目提供資料。 

 
 

 
備註：  

( i)  在決定建議計劃能否符合「過半數項目」的條件時，將運用以下公式：  -  

 
如「評分制度註釋」註 7 所載的有關評審準則的項目總數為雙數： - 

過半數項目      （有關評審準則所要求的項目總數  /  2）   + 1 

 

如「評分制度註釋」註 7 的有關評審準則的項目總數為單數：- 

過半數項目      （有關評審準則所要求的項目總數 /  2）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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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不論有關評審準則某項目下有多少個分項，就各分項所提供的資料將視

作一整組進行評審。  

 
( i i i)  為免生疑問，在評審準則 1、2、5、6 和 7 下評審的「高於合約要求的

建議」，一般不會更改現時或傳統提供服務的模式，例如在收到認可可

回收物生產者要求後能在較短回應時間內設置回收點，或在合約規定以

外更頻密地舉辦教育及宣傳活動。在評審準則 8 下評審的「創新建

議」，是指非在現時或傳統提供服務的模式下提出的建議。  

 
( iv)  中標者根據評審準則 1、2、5、6 和 7 呈交的建議計劃所包含的所有實

用資料，須構成合約的一部分。  

 

註 3 評分  

 1 –  提供切實可行的細節，以顯示收集所得的認可可回收物經處理後會製

成通常可供個人、住戶或商界直接購買及／或使用的商品，例如購物

袋、垃圾袋、索帶、食物盒或貯存盒、包裝物料、飲料瓶、花盆、電

線套、工程喉管、文具等。  

 0 –  沒有提供切實可行的細節，以顯示所收集的認可可回收物經處理後會

製成通常可供個人、住戶或商界直接購買及／或使用的商品。  

    

註 4 評分  

 4 –  在招標條款附錄 D 第 D.2 項下建議的處理廠房已設有可供進行( i)篩選

及分揀、( i i)破碎、( i i i)清洗和( iv)製粒工序的廢塑膠回收設施。  

 3 –  在招標條款附錄 D 第 D.2 項下建議的處理廠房已設有可供進行( i)篩選

及分揀、 ( i i)破碎、( i i i)清洗或( iv)製粒工序中任何三項的廢塑膠回收設

施。  

 2 –  在招標條款附錄 D 第 D.2 項下建議的處理廠房已設有可供進行( i)篩選

及分揀、 ( i i)破碎、( i i i)清洗或( iv)製粒的工序中任何兩項的廢塑膠回收

設施。  

 1 –  在招標條款附錄 D 第 D.2 項下建議的處理廠房已設有可供進行( i)篩選

及分揀、 ( i i)破碎、( i i i)清洗或( iv)製粒工序中任何一項的廢塑膠回收設

施。  

 0 –  在招標條款附錄 D 第 D.2 項下建議的處理廠房並沒有設有任何可供進

行 ( i)篩選及分揀、 ( i i )破碎、 ( i i i )清洗或 ( iv)製粒工序的廢塑膠回收設

施。  

 備註：  

( i)  就評審準則 4 而言，投標者須就建議的處理廠房內廢塑膠回收設施的處理

能力提交相關的技術資料。  

( i i)  中標者須使用建議的處理廠房根據合約提供服務。如在批出合約後擬對有

關處理廠房作出任何改動，須取得僱主代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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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 

 

評分  

 4 –  提出多於三個 (3)切實可行的創新建議，並涵蓋本註釋備註( i i)所規定的

任何一個項目。  

 3 –  提出三個 (3)切實可行的創新建議，並涵蓋本註釋備註( i i)所規定的任何

一個項目。  

 2 –  提出兩個 (2)切實可行的創新建議，並涵蓋本註釋備註( i i)所規定的任何

一個項目。  

 1 –  提出一個 (1)切實可行的創新建議，並涵蓋本註釋備註( i i)所規定的任何

一個項目。  

 0 –  沒有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創新建議，以涵蓋本註釋備註 ( i i)所規定的任

何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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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i)  比較投標者提出的創新建議與有關服務以往如何根據政府現時或傳統對不

同種類的回收物一般所採用的服務模式提供（回收物包括從公眾場所的廢

物回收桶收集的廢紙、金屬和塑膠、玻璃瓶等），如提出的創新建議能直

接有助、有效及切實可行地改善服務，便可獲得分數。  

( i i)  投標者提出的創新建議並非一定要與科技有關，但須為任何以下項目帶來

裨益／正面作用：- 

(a) 加強認可可回收物收集服務，如提高運輸效率等；  

(b) 加強認可可回收物處理服務，如採用自動化方式處理等；  

(c) 加強記錄和量重服務，如在有關服務的不同階段採用自動化和電腦化

方式精簡記錄和量重工序等；  

(d) 加強服務推廣和登記成為認可可回收物生產者的服務，如採用先進科

技或創新方式、提升教育及宣傳活動的參與人次、採用電腦化登記系

統等；  

(e) 加強監察認可可回收物收集和處理服務，如提供流動及實時監察攝影

機及全球衞星定位系統以追蹤收集路線和處理程序、針對任何違規行

為或投訴而設的實時報告系統等；  

( f ) 任何其他能促進有關服務營運的裨益／正面作用。  

( i i i)  上文註 2 的備註( i i i)也適用於此註釋。  

( iv)  為方便評審標書，投標者須在標書內強調其提出的創新建議，並清楚解釋

其提出的創新建議如何就上文(a)至(f )項所述帶來裨益／正面作用。  

(v)  投標者或須按要求提供證明文件或進行示範，以證明其創新建議切實可

行。所有提出的創新建議將按標書提供的資料及投標者按政府要求提供的

事實證明文件（如測試報告／證書）予以評審。示範只是讓投標評審委員

會的委員加深了解投標者提出的創新建議，評分時不會予以考慮。示範期

間，投標者不得提供原來標書內沒有載述的額外資料。  

(vi)  所有獲政府接納的切實可行創新建議須構成合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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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 

 

評分  

 4 –  在原定截標日期前 10 年內，根據合資格合約，累積  > 7 年廢物及／或

回收物收集服務的經驗。  

 3 –  在原定截標日期前 10 年內，根據合資格合約，累積  > 5 年及  ≤ 7 年廢

物及／或回收物收集服務的經驗。  

 2 –  在原定截標日期前 10 年內，根據合資格合約，累積  > 3 年及  ≤ 5 年廢

物及／或回收物收集服務的經驗。  

 1 –  在原定截標日期前 10 年內，根據合資格合約，累積  ≥ 1 年及  ≤ 3 年廢

物及／或回收物收集服務的經驗。  

 0 –  在原定截標日期前 10 年內，根據合資格合約，累積  < 1 年廢物及／或

回收物收集服務的經驗，  

或  

未能出示證明文件以支持聲稱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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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i)  就評審準則 9 進行評審而言，「廢物及／或可回收物收集服務」指在香港

本地或以外地方進行的固體廢物或可回收物收集服務。  

( i i)  就評審準則 9 進行評審而言，「合資格合約」指合約金額平均每年不少於

500,000 港元的合約。  

( i i i)  如評審合約的合約金額時涉及外幣，換算為港幣的匯率是根據香港銀行公

會提供的電匯買入和賣出價計算的平均匯率，資料來源是其網站於原定截

標日期的過往數據。  

如香港銀行公會的網站沒有某種貨幣於原定截標日期的匯率，有關匯率會

根據該貨幣所屬貨幣管理當局的匯率而訂定。如該貨幣所屬貨幣管理當局

沒有原定截標日期當日的匯率，則會採用該貨幣管理當局於緊接原定截標

日期前有為該貨幣提供匯率之日的匯率。如香港銀行公會和有關的貨幣管

理當局均沒有提供有關匯率，有關匯率則會根據僱主選擇的國際公認財經

數據機構為該貨幣提供的匯率而訂定。如該國際公認財經數據機構沒有原

定截標日期當日的匯率，則會採用該國際公認財經數據機構於緊接原定截

標日期前有為該貨幣提供匯率之日的匯率。  

( iv)  就評審準則 9 進行評審而言，在決定是否計算投標者所取得的經驗時，將

採用下列規則：  

(a) 投標者根據原定截標日期前生效的合約（「聲稱合約」）所取得的經

驗會予以計算，惟聲稱合約須：  

1.  由投標者本身以承辦商身分訂立；或  

2.  由合營企業以承辦商身分訂立，而投標者是該合營企業的參

與者或股東，財政參與率不少於 30%。在符合本註釋備註

( iv)(b)(3)的情況下，聲稱合約的合約金額和合約期會全數計

算。  

(b) 假如投標者為合營企業：  

1.  倘聲稱合約是由投標者所有參與者或股東訂立，而投標者所

有參與者或股東在本標書中的財政參與率與在聲稱合約下的

財政參與率相同，則本註釋備註 ( iv)(a)(1)所指在聲稱合約下

取得的經驗會被視為投標者本身以承辦商身分取得的經驗；   

2.  倘投標者的參與者或股東（個別或聯合地）在本註釋備註

( iv)(a)(2)所指的聲稱合約下的累計財政參與率不少於 30%，

則投標者的財政參與率將被視為不少於 30%；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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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標者在聲稱合約下取得的經驗，將按投標者在合營企業中每

名參與者或股東各自的財政參與率計算，然後合計而成為經驗

年期的加權總和，並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  

(c) 在計算經驗年期時，投標者或投標者的參與者或股東（假如投標者為合

營企業）在不同服務計劃及／或合約期重疊的合約所取得的相關經驗不

會重覆計算。假如投標者為合營企業，佔最大財政參與率的投標者參與

者或股東在重疊期間的加權經驗年期將獲計算在內。合營企業中投標者

其他參與者或股東在重疊期間的加權經驗年期則不會獲計算在內。  

(d) 相關經驗年期將按曆日日數除以 365 天計算，並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

兩個小數位。以下例子說明計算方法：  

假設承辦商 A 在 2014 年 9 月 16 日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期間的合約

及 2016 年 7 月 20 日至 2018 年 5 月 19 日期間的合約均取得相關經

驗，承辦商 A 的相關經驗年期將計算為：(578 + 669)/365=3.42 年。  

(e) 根據本註釋備註( iv)(b)(3)及( iv)(c)，以下例子說明計算方法：  

1.  假設承辦商 A 沒有相關經驗，而承辦商 B 具有 4 年累積相關

經驗。假如承辦商 A 和承辦商 B 組成合營企業投標，而承辦

商 A 和承辦商 B 在投標者的財政參與率分別為 60%和 40%，

投標者的累計經驗將計算為：0 ×  0.6 + 4 ×  0.4 = 1.6 年。投

標者將獲得標準評分一分  (1)。  

2.  假設承辦商 A 具有 2 年累計相關經驗，承辦商 B 具有 1.5 年

累計相關經驗，而承辦商 A 和承辦商 B 的相關經驗沒有重疊

期。假如承辦商 A 和承辦商 B 組成合營企業投標，而承辦商

A 和承辦商 B 在投標者的財政參與率分別為 60%和 40%，投

標者的累計經驗將計算為：2 ×  0.6 + 1.5 ×  0.4 = 1.8 年。投

標者將獲得標準評分一分  (1)。  

3.  假設承辦商 A 具有 5 年累計相關經驗，承辦商 B 具有 4 年累

計相關經驗，承辦商 C 具有 6 年累計相關經驗，而承辦商 A

和承辦商 B 的經驗有 2 年重疊期。假如承辦商 A、承辦商 B

和承辦商 C 組成合營企業投標，承辦商 A、承辦商 B 和承辦

商 C 在投標者的財政參與率分別為 30%、20%和 50%。投標

者的累計經驗將計算為：5 ×  0.3 + 4 ×  0.2 + 6 ×  0.5 –  2 ×  

0.2 = 4.9 年。投標者將獲得標準評分兩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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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為免生疑問，以下各項不會計算在內：  

1.  投標者以分判商身分取得的經驗，或假如投標者為合營企業，

其參與者或股東以分判商身分取得的經驗；以及  

2.  投標者的控權公司、附屬公司或分判商的經驗，或假如投標者

為合營企業，其參與者或股東的經驗。「控權公司」和「附屬

公司」的定義是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13 至 15

條所載述的含義。  

 

(g) 投標者須清楚說明其在本招標條款附錄 D 表格所述提供廢物及／或可回

收物收集服務的經驗。評審準則 9 會根據投標者在該表格內提供的資料

予以評審。  

(h) 投標者為證明其聲稱的經驗令僱主滿意，須就每份聲稱合約的合約金

額、合約開始和完成日期，以及合約期提交證明文件（例如合約／協

議、數量單、付款單或其他獲僱主接納的證明文件）。對於由合營企業

簽訂的聲稱合約，投標者亦須就該合營企業每名參與者或股東的財政參

與率提供證明文件（例如由僱主核證的合營企業協議）。投標者亦須提

供負責方或負責人的聯絡資料，包括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及傳真號

碼，以及聲稱合約客戶的負責方或負責人的電郵（如適用）。僱主可聯

絡有關方面或人士，以核實投標者所提供的經驗紀錄／資料。僱主不會

計算其認為沒有足夠及可信證據支持的任何聲稱經驗。為免生疑問，如

僱主認為投標者所提交的資料存疑或不足，僱主可要求投標者澄清或提

交更多證明文件，但前提是有關要求不會使該投標者較其他投標者佔優

或表面上佔優；而有關證明文件須在截標日期後僱主所要求的指定期間

內提交。  

 

 
註 7 評分制度下評審準則 1、2、5、6 和 7 所評審的各個項目。  

 

相關計劃  評審項目  

認可可回收物的收集
計劃  

(評分制度的評審準
則 1) 

投標者的建議須包括下列各項：  

(a) 設立認可可回收物收集網絡的詳情；  

(b) 就有關服務設立網站和電話熱線的詳情；以及  

(c) 在服務地區收集認可可回收物的營運詳情。  
  

認可可回收物的處理
計劃  

(評分制度的評審準
則 2) 

投標者的建議須包括下列各項：  

(a) 根據合約規定的指定標準進行認可可回收物處理工序

的詳情；  

(b) 為認可可回收物和回收再造產品進行處理、貯存、量

重及記錄數量的詳情；以及   

(c) 運送回收再造產品作銷售及／或出口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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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計劃  評審項目  

誘因推廣計劃  

(評分制度的評審準
則 5) 

投標者的建議須包括為有效增加從下列每個處所／來源收

集的認可可回收物數量而推行的誘因計劃，詳述有關安

排、誘因形式、每公噸收集量用作誘因的開支及計劃對

象：  

(a) 屋苑／屋邨；   

(b) 單幢樓宇和村屋；以及  

(c) 流動收集點。  
 

外展計劃  

(評分制度的評審準
則 6) 

投標者的建議須包括下列各項：  

(a) 在教育及宣傳活動中向市民傳達的主要信息；   

(b) 為以下不同對象而設的教育及宣傳活動的形式和大

綱：  

(i) 私人屋苑居民；   

(ii) 公共屋邨居民；  

(iii) 單幢樓宇或村屋的居民；  

(iv) 學校或其他高等教育院校的使用者；以及  

(v) 流動收集點的市民大眾；以及  

(c) 聯絡相關各方（例如物業管理公司、相關政府當局

等）或尋求他們批准為以下不同對象舉辦教育及宣傳

活動的詳細安排：  

(i) 私人屋苑居民；  

(ii) 公共屋邨居民；  

(iii) 單幢樓宇或村屋的居民；  

(iv) 學校或其他高等教育院校的使用者；以及   

(v) 流動收集點的市民大眾。  
 

管理架構計劃  

(評分制度的評審準
則 7) 

投標者的建議須包括下列各項：   

(a) 顯示主要人員的組織圖，以及他們在提供合約所規定

服務方面的參與程度；  

(b) 主要人員職位的職責說明和職務；  

(c) 督導前線人員和分判商（如有）的方式和機制詳情；

以及  

(d) 與僱主溝通及合作的方式和機制詳情。  

 
E.3.3 投標者提交的技術建議的內文部分不得多於 80 頁 A4 紙（邊界不少於 25 毫

米及字體大小不少於 12），相關附件及證明文件不計算在內。為免生疑問，

超出頁數限制的頁面會在評審標書時予以考慮，但每超出一頁便會從技術建

議總得分扣除 0.5 分，累計最多扣 10 分，如有關的投標者獲批出合約，中

標者也須履行技術建議中超出頁數限制的部分。  

E.3.4 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並在技術建議部分獲得最高總分的標書，將可獲得技術

建議的最高加權分數 (70 分 )。其他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的標書，其技術建

議加權分數將按以下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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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建議

加權分數  
=70 分 x 

 

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的有關標書的  

技術建議總分  

所有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的標書的  

技術建議最高總分  

 

 

E.4 第三階段―價格評審  

E.4.1 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的標書的價格建議將受檢查，以確保內容齊備和符合招

標條款所列的要求。  

E.4.2 如無法根據招標條款第 4.5(b)條提交填妥的標準收費表，或只提交部分收

費，該份標書將被視為無效，並不會獲進一步考慮。  

E.4.3 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符合第 E.4.2 條規定並為價格建議最低的標書，將獲

得價格建議的最高加權分數 (30 分 )。其他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並符合第

E.4.2 條規定的標書，其價格建議加權分數將按以下公式計算：  

 
 
 

價格建議

加權分數  
=30 分 x 

所有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並符合第 E.4.2 條規定的

標書中所提出的最低價格  

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並符合第 E.4.2 條規定的  

有關標書中提出的價格  

 

E.4.4 為評審標書，每份通過第一及第二階段並符合第 E.4.2 條規定的標書，其提出的價

格建議將會參考合約期間的「營運費總額」予以評審。營運費總額按表 E.2 所列的

回收再造產品、容器及智能回收桶的假設數量和投標者在標準收費表項目 1 至 3 填

寫的相應價格計算： 

表 E.2: 回收再造產品、容器及智能回收桶的數量  

 

回收再造產品的基本回收

噸位（公噸）  

( i)  

容器總數   

智能回收桶總數  

( iv)  
240 公升  

( i i)   

660 公升  

( i i i)   

6,000 300 300 10 

 

營運費  

總額  
= 

表 E.2 ( i)  ×  招

標條款附錄 A

第 1.1 項  

+ 

表 E.2 ( i i)  ×招

標條款附錄 A

第 2.1 項  

+ 

表 E.2 ( i i i)  ×

招標條款附錄

A 第 2.2 項  

+ 

表 E.2 ( iv)  ×

招標條款附錄

A 第 3.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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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5 為免生疑問，表 E.2 所載的假設數量將只用作標書評審，不得用作為合約

下量度或付款的基礎。投標者應注意，僱主並不保證表 E.2 所載的假設數

量的準確性，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僱主均無須就營運者因實際數量偏離假設

數量而招致或蒙受的額外成本、開支和損害負責。儘管如此，營運者在合約

下的責任不會因任何有關偏差而無須履行。  

 

E.5 第四階段―計算合併分數  

E.5.1 技術建議的加權分數和價格建議的加權分數合併的最高分數（「合併分數」）

為 100 分（即價格建議佔 30 分，技術建議佔 70 分）。  

E.5.2 在取得技術建議的加權分數和價格建議的加權分數後，將按照下列公式計算

每份通過第一至第三階段的標書的合併分數：  

合併分數  = 技術建議加權分數  + 價格建議加權分數  

E.5.3 一般而言，在遵守招標條款第 7 條和第 8 條的情況下，合併分數最高的標

書會獲推薦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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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  

 
 



招標編號  WR 18051                                                                                        二零一九年 二月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招標條款 – 附錄G                                                                                         第 1 頁，共 2 頁

  

 

附錄 G 

資料附表 

(參閱招標條款第 18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合約編號  EP/SP/108/18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1. 招標條款第18.3 條（僱主的酌情權）下規定的資料  

 

* (a)   我／我們確認招標條款第 18.3(a)至 18.3(d)條所述的事件沒有發生。  

 
* (b)   我／我們確認招標條款第 18.3(a)至 18.3(d)條所述的下列事件有發生：  

 
 

日期  事件詳情  

  

  

  

  

 

    註： * 刪去不適用者。 

 
 
 

投標者的姓名： 
  投標者的授權人簽

署： 

 

     

日期： 

   

請用正楷填寫姓

名： 

 

 

 
 
 
 
 
 

 

 

 

公司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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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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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K 

不合謀投標確認書 

(參閱招標條款第 6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合約編號  EP/SP/108/18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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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僱主”)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敬啓者： 
 
 

合約名稱: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合約編號:  EP/SP/108/18 

不合謀投標確認書 

 

1. 我／我們（投標者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投標者的

地 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就有關合約的僱主投標邀請書（「投標邀請書」）及我／我們就投標邀請書所作的投標

作出以下陳述。 

不合謀 

2. 我／我們就投標邀請書作出如下陳述及保證： 

(a) 我／我們的標書乃真誠、獨立地撰寫，而提交標書的用意是於獲批合約時履行有關合約； 

(b) 我／我們擬備標書，並無與任何人士（包括任何其他投標者或競爭對手）就下列事項作

出協議、安排、溝通、諒解、許諾或承諾： 

i) 價格；  

ii) 計算價格所用的方法、因素或公式；  

iii) 投標或不投標任何標書的意向或決定；  

iv) 撤回任何投標的意向或決定；  

v) 提交不符合投標邀請書要求的任何標書；  

vi) 投標邀請書涉及的產品或服務的質素、數量、規格或送貨詳情；及  

vii) 我／我們的標書條款；  

而我／我們亦承諾，不論在有關合約批出之前或之後，我／我們不會作出或從事上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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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行為。  

3. 與下列各方的協議、安排、溝通、諒解、許諾或承諾，不受本確認書 2(b)段所限：  

(a) 僱主；  

(b) 與我／我們遞交標書的合營企業夥伴，而已在我／我們的標書中向僱主通知有關合營企

業安排的情況；  

(c) 我／我們的顧問或分判商，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及只限於促成該特定顧問安排或分

判合約所需的資料；  

(d) 我／我們的專業顧問，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及只限於供該名顧問就我／我們的標書

提供其專業意見所需的資料；  

(e) 為獲得保險報價而聯絡的承保人或經紀，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及只限於促成該特定

保險安排所需的資料；  

(f) 為就有關合約獲得融資而聯絡的銀行，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及只限於促成該次融資

所需的資料；及  

(g) 除僱主外的任何人士，惟僱主已作出事先書面同意。 

披露分判安排  

4. 在不損害招標文件中所載有關分判安排的其他規定（尤其是在分判前尋求僱主事先書面批

准的規定）之原則下，我／我們明白，我／我們必須在我／我們的標書中向僱主披露就有

關合約作出的所有擬定分判安排，包括在有關合約批出後才訂立的分判安排。我／我們保

證，我／我們一直及將會繼續向僱主妥善披露有關安排。 

違反或不遵守本確認書的後果 

5. 我／我們明白，如違反或不遵守本確認書或招標條款第 6.1 條内的任何聲明、保證及／或

承諾，除了並在不損害其可針對我／我們使用的任何其他權利或補救措施的原則下，僱主

可行使招標條款第 6.3 至 6.5 條下的任何權利。  

6. 根據《競爭條例》（香港法例第 619 章），圍標屬嚴重反競爭行為。我／我們明白僱主可

運用其酌情權，向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舉報所有懷疑圍標的情況，並向競委會

提供任何有關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我／我們的標書資料及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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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標者簽署／獲授權簽署人為及代

表投標者簽署  
 

:  

獲授權簽署人的姓名（如適用）  
 

:  

獲授權簽署人的職位（如適用）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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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L 

投標者的處理廠房 

(參閱招標條款第 4.5(g)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東區 

 

合約編號 EP/SP/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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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有關投標者處理廠房的承諾書 

 

 

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 ， 代 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標者的姓名)鄭重作出聲

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標者的姓名)為擬定於

招標條款附錄 D 項目 D.2 的處理廠房的合法佔用者，及擬定於招標條款附錄 D 項目

D.2 的處理廠房符合城市規劃條例的法定要求及截至原定截標日期為止未曾就城市規劃

條例而被起訴。 

 

 

簽署              

 
 
獲授權簽署人的姓名           
                                                      (請用正階填寫姓名 )  

獲授權簽署人的職位            
                         (請用正階填寫職位 ) 

代表投標者             
               (請用正階填寫投標者的姓名 )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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