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表
本欄由署方填寫

代碼編號 
WPCO/      / 

香港政府

水污染管制條例

（第 358 章） 

牌照申請書  / 牌照續期  / 更改牌照申請書  

……………………………………水質管制區 

A 欄 申請人 

A1. 申請人必須塡寫本欄. 

姓名或名稱(英文)…………………………………………………………………………………... 
姓名或名稱(中文).………………………………………………………………………………….. 
身份證號碼，如申請人為商號。則商業登記號碼……………………………………………….. 
……………………………………………………………………………………………………….. 
通訊地址…………………………………………………………………………………………….. 
……………………………………………………………………………………………………….. 
……………………………………………………………………………………………………….. 
電話號碼…………………………………………………………………………………………….. 
申請人以甚麼身份提出申請？…………………………………………………………………….. 
(例如：“擁有人”、“佔有人”、“經理”、“董事”、“代理人”)  

A2. 如爲商業處所、工業處所或機構處所 (包括供多於一個住戶單位佔用的處所，不論租作假

日宿處或作其他用途），或爲住宅污水處理裝置提出申請，請塡寫本欄。

企業名稱…………………………………………………………………………………………….. 
登記地址…………………………………………………………………………………………….. 
……………………………………………………………………………………………………….. 
……………………………………………………………………………………………………….. 
經理姓名…………………………………………………………………………………………….. 
經理的身份證號碼………………………………………………………………………………….. 
經理的業務用電話號碼…………………………………………………………………………….. 

B 欄 流出物 

B1. 申請人必須塡寫本欄. 

作出的排放或沉積所有來自處所的名稱及詳細地址。 
……………………………………………………………………………………………………….. 
……………………………………………………………………………………………………….. 
在何日已開始或將開始排放或沉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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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B2. 有廁所、浴室或蔚房廢水的申請人必須塡寫本欄。 

(1) 	 廁所廢水排放到哪裏(請加上“√”號)？  
(a)	 化糞池 
(b)	 其他處理設施 
(c)	 用以輸送髒水的公用污水渠或排水渠 
(d) 其他地方，例如水道 
(如屬(b)或(d)，請指明……………………………………………………………………..….) 
述明與所涉處所有關的設施的位置 

..………………………………………………………………………………………………….. 

..………………………………………………………………………………………………….. 

(2) 	 廚房及浴室廢水排放到哪裏(請加上“√”號)？  
(a)	 化糞池 
(b)	 其他處理設施 
(c)	 用以輸送髒水的公用污水渠或排水渠 
(d) 其他地方，例如水道 
(如屬(b)或(d)，請指明

述明與所涉處所有關的設施的位置 
..…………………………………………………………………………………………………. 
..…………………………………………………………………………………………………. 

B3. 如爲商業處所、工業處所或機構處所提出申請，請塡寫本欄。 

(1) 	 述明一  
(a)	 在該處所進行的工業、行業、業務或其他工作  

……………………………………………………………………………………………… 
……………………………………………………………………………………………… 

(b)	 員工人數…………………………………………………………………………………… 
(c)	 每曰工作時數

(d)	 每星期工作日數

……………………………………………………………………………………………… 
如預期上述任何資料會有變動，請詳加說明 
..…………………………………………………………………………………………………. 
..…………………………………………………………………………………………………. 

(2) 	 如從事製造業，請述明一  
(a)	 製造甚麼…………………………………………………………………………………… 

…………………………………………………………………………………… (b)	 所用原料

(c)	 任何產生的廢水水流……………………………………………………………………… 
(d)	 水費用戶編號……………………………………………………………………………… 
(e)	 最近一次接獲的水費單上所載資料一 

(i) 該水費單上的水費期

(ii) 用水量(以立方米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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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對上一次接獲的水費單上所載資料一 
(i) 該水費單上的水費期………………………………………………………………. 
(ii) 用水量(以立方米計算）…………………………………………………………… 

B4. 如爲住用處所的排放提出申請，請略去本欄。 

(1) 	 排放或沉積的每日最高流量率是多少？  
…………………………………………………………………………………………………... 
除自來水外，是否有其他用水來源 
…………………………………………………………………………………………………... 

…………………………………………………………………………………………………... 
………………………………………………………………………... 

如有，請指明(例如井水、溪澗水或循環水) 

並指明其每日總用水量

(2) 	 如流出物排離你的處所前已經過處理，請在下列空格內加上“√”號，以顯示所使 
用的處理程序一

隔濾 
沉降 
化學沉澱 
離子交換 
酸鹼値調節 

温度控制 
生物處理 
哪一種？……………………………... 
其他程序 
哪一種？……………………………... 

 
 

 


如有處理裝置的設計圖及示意圖，請提供一份。 
(3) 	 流出物排放到哪裏？  

…………………………………………………………………………………………………... 
(例如地面排水渠、髒水渠、處理裝置、河流、溪澗或海）：請在 C 欄繪畫該排放的

草圖。 

C 欄 圖則

如爲住用處所的排放提出申請，請略去本欄。如非爲住用處所的排放提出申請，請在

本欄繪畫或附以一幅顯示下述資料的草圖一 

(1) 	 處所位置；  
(2) 	 排放點位置；  
(3) 	 可抽取流出物樣本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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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欄 續期或更改


如申請更改現有牌照或就現有牌照申請績期，塡寫本欄。
 

(1)	 現有牌照號碼…………………………………………………………………………………... 
…………………………………………………………………………………... (2)	 牌照屆滿日期

如爲更改條件提出申請，請述明擬作的更改及其理由一 
………………………………………………………………………………………………………... 
………………………………………………………………………………………………………... 
………………………………………………………………………………………………………... 
………………………………………………………………………………………………………... 
………………………………………………………………………………………………………... 
………………………………………………………………………………………………………... 

E 欄 聲明


申請人必須塡寫本欄。

本人特此證明，盡本人所知所信，本表格內所提供的詳情全屬正確。


簽署……………………..………………… 
（申請人）

日期……………………..………………… 

注： 

1.	 如表格所留空位子夠用，可加紙塡寫。 

2.	 本申請書所提供的資料及申請結果，將會記錄在公開予公眾人士查閱的登記冊

內。如申請人意欲將某些資料保留，不向公眾公布，須另行根據本條例第  43 條申

請。 

3.	 牌照在訂明費用繳付後方予發出，費用詳細資料載於本申請表格所隨附的單張。

指明應繳款日期的繳款通知書將送交申請人，而除非有關費用在到期前繳付，否

則牌照將不予發出。

警告：

《水污染管制  (一般 )規例》第 17 條規定，任何人塡寫本表格時明知或罔顧後果地

作出或提供在要項上不正確的陳述或評估，或明知而遺漏要項，即屬犯罪，最高

可處罰款$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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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1.	 你在這份表格上提供的資料，環保署將用於下列一項或多項用途： 

a 與處理本表格申請事項有關的工作； 

b 有關環境法例的執行和執法； 

c 污染投訴調查；
 

d 統計及其他法定用途；以及
 

e 方便政府跟你聯絡。
 

2.	 是否在本表格上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如果你不提供足夠的資料，本署未必可以處理你的申請。

獲轉交個人資料人士的類別 

3.	 你在本表格上提供的個人資料，本署 

(i) 可向下列人士披露： 

a. 索取該等資料以作上文第 1 段用途的其他政府決策局及部門；以及 

b. 按有關法例獲准的其他人士； 

(ii) 以及會在一登記册上披露，公開給公眾查閱，以作有關香港污水管制的申述。

杳閱個人資料 

4.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第 18 條及第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你有權查閱和更改個人資料。你

查閱個人資料的權利，包括取得在這份表格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副本。

查詢 

5.	 如欲查詢經本表格塡報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和更改個人資料，可去信：

香灣仔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樓 40 樓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知識管理）

（電話：2838 3111
傳真：2838 3111）    

EPD117_PICS
 


	香港政府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章） 牌照申請書  / 牌照續期  / 更改牌照申請書  
	香港政府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章） 牌照申請書  / 牌照續期  / 更改牌照申請書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