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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業抗疫資助計劃（第二輪） 

申請指引 

1.  簡介  

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第五波疫情爆發的 影響，多 個行業的業務大幅下跌，以至在下游提

供支援的洗衣業亦受到打擊。  因應政府自2022 年1月起實施更嚴格社交距離措施，政府

宣 布在「防 疫抗疫基金」下預 留9,500萬 元撥款推 行「洗衣業抗疫資 助計劃（ 第二輪）」

（下稱「本計劃」），參照2020年洗衣業抗疫資助計劃（下稱「首輪計劃」）的模式，向乾

／濕洗服務的經營者提供一筆過的營運資助。  本計劃由環境保護署（下稱「辦事處」）負

責執行。  

 
 
2.  申請資格  

申請者必須：  

1)  持有效商業登記證；  

2)  在申請處所^ 經營乾／濕洗業務或提供相關的門市收發服務；  

3)  在2022年2月8日或以前已經在處所經營有關業務；以及  

4)  於遞交資助申請當天仍在處所經營有關業務。  

註^ ：處所指商業登記證上所載地址，並經營乾／濕洗業務，或提供相關門市收發服務 
 
 
3.  資助金額  

不論遞交申請數目多少，每個合資格的業務／法團最多可獲合共  $1,200,000 的資助。  

1)  曾經在首輪計劃成功申請資助 的合資格 申請者 ，而其商 業登記證 號碼和處所地

址無變更，及其業務仍然運作，則可獲發與首輪計劃相同的資助金額。  若該合

資格申請者於申請表格內，聲明不接受收取與首輪計劃相同的資助金額而要求只

以2021年1月1日後的用水量重新審核，經重新審核的資助金額可高於或低於首

輪獲發的資助金額。 

2)  其他合資格的申請者會按其業 務類別及 用水量 ／處所面 積（如適 用）獲發以下

一次性資助:  

用水量 
計算方法 

用水量會以由2021年1月1日至最近一期的任何一張水費繳款單內所示之每日平均

用水量計算。 如申請者提供超過一張水費繳款單，以較高者為準。 

 

資助金額 

第一類別 
申請處所只提供門市收發服務， 
沒有提供現場乾／濕洗服務 

 $10,000 

第二類別 
申請處所每日平均用水量少於 3.225 立方米 
（相等於每月少於 100 立方米）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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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 
計算方法 

用水量會以由2021年1月1日至最近一期的任何一張水費繳款單內所示之每日平均

用水量計算。 如申請者提供超過一張水費繳款單，以較高者為準。 

 

資助金額 

第三類別 
申請處所每日平均用水量不少於 3.225 立方米， 
但少於 32.258 立方米 
（相等於每月不少於 100 立方米，但少於 1 000 立方米） 

 $80,000 

第四類別 

申請處所 – 
(1) 每日平均用水量不少於 32.258 立方米 

（相等於每月不少於 1 000 立方米）；或  
(2)  內部樓面面積#不少於 1 000 平方米 

 $150,000 

註# ：內部樓面面積指單位牆壁及/或與毗連單位的共用牆向內一面所圍繞的全部面積 
 
 

4.  申請須知  

1)  申請者須為商業登記證上的業務／法團。  

2)  每份申請必須由商業登記證上的業務／法團提出，只能包含商業登記證內的處所。  

3)  每份商業登記證上所顯示的處所地址只能用作一次申請，不能分拆或合併申請  
(例如：一間具商業登記的業務／法團，若擁 有個別商業登記及獨立地址的門市 、分

店及工場共6間，該業務／法團可就它們提交6份申請）。  

4)  申請者須 於  2022年3月4日 （星期 五）至2022年3月18日（星 期五） 期 間遞交申 請。  
若以郵遞方式申請，將以郵戳日期為準。  如沒有使用指定申請表格、沒有使用商業

登記證內的處所遞交申請或逾期遞交申請，申請將不獲受理。  

5)  若申請者就同一處所重複申請，只有第一份提交的申請會獲受理。  

6)  申請者須填妥資助款項發放聲明。  如申請成功獲批，資助款額將以支票方式發放給

商業登記證上的業務／法團；若因沒有以商業登記證上的業務／法團所用名稱開設銀

行戶口，資助款額將以支票方式發放給商業登記證的申請者。  

7)  申請者填妥表格並核對資料無誤後，須簽名或公司蓋印，可以郵寄、電郵或親身［放

入投遞箱］遞交。   
［地址及開放時間請參閱申請表格］  

8)  索取或遞交申請表格，均無須繳付任何費用。   

9)  經審批後，辦事處只會就每一個合資格申請發放一次性資助。  

10)  除香港洗衣商會及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外，辦事處並無委託任何機構／人士代為遞交

／處理有關申請，或就辦理有關申請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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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申請所需資料／文件如下：［例子請參閱附件］  

 備註  

A. 填妥及簽署申請表格  

B. 所需文件 

1. 有效商業登記證副本                                                 ［例一］  

2. 最近三個月内申請處所的電費賬單副本                 ［例二］                                                                                              

3. 由2021年1月1日至最近一期申請處所的水費賬單副本 
（最少一張）                                                               ［例三］                                  

 
「有」提供現場 

乾／濕洗服務適用 

4. 首輪計劃審批通知書副本（如能提供）                 ［例四］  

5. 清晰顯示處所 
﹝即門市／店舖／工場外部（包括名稱及外觀）及 

內部近照（包括洗衣及乾衣機）﹞ 
（最少各一張）                                          ［例五］［例六］ 

 

6. 最近六個月内門市發出的洗衣單據或副本  
（最少一張）                                                              ［例七］ 

 
「沒有」提供現場 
乾／濕洗服務適用 

7. 處所內部樓面面積不少於1 000平方米的證明文件@ 
 

選擇以面積 
提交申請適用 

註@ ：例如 差餉及地租通知書副本［例八］或 有訂明處所內部樓面面積的租約副本 

12)  在接獲申請後七個工作天內向申請者發出通知確認申請和發出申請編號。  

13)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的規定，任何人士在與政府人員履行公職有關的情

況下向政府人員提供利益，即屬違法。   

14)  申請者須允許及配合辦事處進行現場檢查和／或會議以確認申請內提供的資料，並須

提供所需文件 /記錄，以作審批、評估、覆核和日後監察之用。  如資料不足，辦事處

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15)  辦事處會因應申請者遞交的資料，對本申請有最終決定權，並保留調整批核資助的類

別和拒絕申請的權利，而無須提供原因及對任何人承擔任何責任。  

16)  辦事處可公開已申請或獲批的是項資助的業務／法團及其分行所用名稱、處所地址、

商業登記證號碼，供公眾查閱及作監察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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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般情況下，辦事處會於申請期完結及收到申請所有資料後大約兩至三個星期通知有

關申請結果。  該筆資助1會以劃線支票發放予商業登記證上的業務／法團，並寄往申

請表格內的通訊地址。  為免郵誤，請清楚並準確地填寫通訊地址。  如需更改通訊地

址，申請者必須以書面通知辦事處辦理更改手續。  
 

 

5.  不具備申請資格的機構：  

  法定機構及其擁有公司；及  

  公營機構、政府擁有的公司或政府資助機構及其擁有公司。  
 
 

6.  查詢  

如 有 查 詢 ， 可 瀏 覽 網 頁(https: //www.epd.gov.hk/ laundry_subsidy.html)， 亦 可 電 郵 至  
laundry_subsidy@epd.gov.hk 或致電（3427 9848）留下聯絡資料。 因應疫情最新情況，

辦事處不會提供即時接聽服務，但會盡快於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由專人回覆。  

  

                                                      
1  每個業務／法團可獲合共最多  $1 ,200 ,000 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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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例一： 商業登記證 例二：電費賬單 

   

 
例三：水費賬單 

（「有」提供現場乾／濕洗服務適用） 
 

 
例四： 首輪計劃審批通知書 

（如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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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例五：處所（外部）近照  
（須清晰顯示處所名稱） 

例六：處所（內部）近照 
 

   

例七：門市發出的洗衣單據  
（「沒有」提供現場乾／濕洗服務適用） 

例八：差餉及地租通知書 
（內部樓面面積逾 1  000 平方米的處所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