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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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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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食肆有闋的污染管制條例及牌照申請手續

水河染管制條例

除排λ公共污水渠的住宅污水外，在水質管如j區內排放商

業污水，應該先向環境保li署申領牌照。在制定牌照的條

件時，環境保護審會參照一套「技術備忘錄J 並根據 1 )污

水所含污染物及污染蠱 、 2) 排放流量來決定牌照內所列明

的排放標準及其它條款。

此外，食肆應切記，只可將經過處理的食肆污水接駁至通

往污水處理設施的污水渠內。商水渠只供收集南水，非法

排放污水至雨水渠會直接污染本港水體及觸犯法例。

牌照的申請表格可向環境保護署各辦事處以及政務處免費

蒙取 ， 申請人應把申請表格填妾，連同最近三期的水費單

或耗水蠱的評估資料提交環境保護署的污染管制分區辦事

處。環境保護署在有需要時可能要求申請人提交其他有關

文件(例如 排水渠圓周IJ)。申請人必須繳交適當的牌照申

請費用。

牌照內會列明與排放有闋的條款，例如排放點、須設置的

廢水處理設施、最高排放蠱 、污水標準 1 自行監察規定及

保存紀錄(包括自資取樣本、化驗及分析)。牌照有效期通

常為五年，及可申請續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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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章肆筒閥的污染管組蟬個直牌照申請手圖

其他資料

以下所列的資料，大部倚可自啥﹒偉司E個買下.. 

，但皇ø - ts:貴重的祖國油價"'"

軍糧食揖 ﹒ 扭街賣個{斑斑}

• 數11聾興單位t班體)

國神團體描畫

食艙，懼、祖祖喝到

壇最且.*躍撞撞

有直1I1i主鹽，車組(2個自- 31 11)

制明企鐘，幫"﹒

4空I}尋鐘，個值個3 個介

W倍，食油煙盟....﹒的臨團幢幢幢單單扭扭植蟬幢

壺，鬧鐘，制e比姐‘阱，及JI) (曹圖&J!a)組倒閉|

鹽，且清妞，，，<8.>.個，.，1>

1990年空軍昂壘，個[且相圓圓姐個指南

國#且直嵐....祖姐姐姐個世﹒的工宣靖國

控制貪圖，是..食，區的油鱷班_.1且峰INRI于

"聲植字的重內墊，區實，

甲E周轉

三芋，間傳

重肉空.前.111你

..國伸

1111盤有值"會組""

...渴接控制自相囂，聶哥，.

EE誼草草自晶#JF叫抑制

咱是窗，制艙憫，自介

" 畫畫倒過風3長8萬唱會的﹒凰琴法

據儷通風來，麗的例最酋衛南

....'莉，讀...撞倒.，U!如何轍，

- ""'1學位用處廟、非公買賣抱芳IU~iI.蝠，直到﹒音錢衡115訟

- 鐘"她泳果，車間，蕾".11司長法



與食鑄宵"的污染﹒桐，實例及牌照..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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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IJllIIl'...圖瞳且.!l III!t

- ..直讀胞，帽圖嘔且...過

- 曹遍，盧國嘔且..冒血

- 矗圈圈，圖用蚵.可.團，軍司﹒

- 咽，姐，計闢祖開

- 曹國且圖阻幢幢幢且章，耳聾韋..咽"

- 可幢幢曹團軍圖畫阻肘.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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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唱國告攝制 ，祖).A'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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