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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資料小冊子旨在於向經營分發受管制電器業務的供應商，

簡介在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下的相關法定要求，

以便業界了解及履行其法定責任。本小冊子應與下列法例文

本一併閱讀：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香港法例第 603 章）  

 《產品環保責任（受管制電器）規例》（香港法例第 603B

章）  

 

法 例 文 本 可 瀏 覽 律 政 司 「 電 子 版 香 港 法 例 」 網 頁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  

 

其他有關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查詢，可通過以

下途徑聯絡本署：  

 

地址：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 1 號華懋交易廣場 6 樓 601-603 室  

環境保護署廢物管理政策組  

 

電話   ：  2838 3111 

電郵地址  ：  enquiry@epd.gov.h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mailto:enquiry@e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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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A1 引言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已於 2018 年全面實施，

以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本地產生的廢電器電子產品。受

管制電器的供應商應已向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登記成為登

記供應商，並遵守相關的法定責任。  

 

A2 法定規管框架  

  

 香港法例第  603 章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及  

 香港法例第 603B 章產品環保責任（受管制電器）  

 

A2.1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的主要內容包括：  

 

(a) 把空調機、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電腦、列印

機、掃描器及顯示器八類受管制電器納入生產者責

任計劃；  

(b) 受管制電器的製造商及進口商須登記成為登記供

應商，並就其在香港分發的受管制電器繳付循環再

造徵費；  

(c) 銷售商供應受管制電器後，須應消費者要求免費安

排除舊服務，把不再需要而屬相同類別的設備，送

往持有廢物處置條例（香法例第 354 章）下的廢物處

置牌照的循環再造者；  

(d) 任何人貯存、處理、再加工或循環再造電器廢物，

均須取得廢物處置牌照；  

(e) 將電器廢物輸入及輸出香港均須領有許可證；及  

(f) 堆填區及其他指定廢物處置設施日後不再接收和

處置受管制電器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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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受管制電器的範圍  

 

如上文 A2.1(a)段所述，受管制電器共有八類。其中，空

調機、電冰箱、洗衣機的定義與《能源效益（產品標籤）

條例》（香港法例第 598 章）下同類產品的定義相同。

各類別受管制電器的定義可參看《產品環保責任條例》

附表 61。本署會提供諮詢服務，處理銷售商及其他人士

的查詢。  

 

A2.3 供應商須向環保署登記  

 

(a) 根據法例，「供應商」是指：  

 

(i) 在香港於本身業務過程中製造受管制電器的人；

或  

 

(ii)為分發受管制電器而於本身業務過程中將該電

器輸入香港的人，但不包括純粹提供服務，為另

一人將不屬於自己的受管制電器運入香港的人。 

 

(b) 法例所指的「供應商」包括一般進口商、授權代理

商和平行進口商，但不包括個人、純粹從事轉口業

務的人士、物流服務提供者或純粹陳列而不涉及分

發「受管制電器」的人士。  

 

(c) 如某供應商沒有登記而分發受管制電器，該供應商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第 6 級罰款 2。而根

                                                      
1  概括而言－ 

 「空調機」：包括獨立式及分體式空調機，屬氣冷式或氣暖式(或兩者)，其額定製冷量不

超過 7.5 千瓦（即 3 匹）； 

 「洗衣機」：其額定洗衣量不超過 10 公斤； 

 「電冰箱」：其總容積不超過 500 公升； 

 「電視機」：其顯示屏幕的尺寸不超過 100 吋（以對角斜角量度）； 

 「電腦」：包括個人電腦、桌上電腦、平板電腦、手提電腦及筆記簿電腦； 

 「列印機」：其重量不超過 30 公斤；如同時用作影印機、圖文傳真機或掃描器，仍視作

列印機； 

 「掃描器」：其重量不超過 30 公斤； 

 「顯示器」：不具備儲存電子數據或運算的功能，而其顯示屏幕的尺寸為 5.5 吋至 100 吋

內（以對角斜角量度）。 

 
2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 6 級罰款為 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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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例，「分發」任何受管制電器是指在香港作出以

下行為：  

 

(i) 以售賣、出租或租購方式，供應該電器；  

(ii) 為取得代價而交換或處置該電器；或  

(iii) 為以下任何活動而傳轉或送交該電器：  

 以售賣、出租或租購方式供應；  

 為取得代價而作出的交換或處置。  

 

但不包括為在業務過程中輸出該電器而作出的任何該等

行為。  

 

(d) 供應商或有意成為供應商的人須向環保署申請登記，

可採用「指明表格（REE-1）」向環保署提出申請，及

提供相關資料，申請費用全免。  

(i) 一般登記：供應商或有意成為供應商的人，如從

事或準備從事分發受管制電器的業務，須按照《受

管制電器規例》提出申請，並提供足夠的資料（參

閱「指明表格（REE-1）」的「申請人須知」部份）。

若署長信納該申請符合條例，便會將該人登記為

登記供應商；若該申請不屬於短期登記（見以下

資料）的類別，將納入為一般登記的類別。一般

登記無須續期。  

 

(ii) 短期登記：須同時符合以下三個原則—  

 分發業務的運作不多於 30 日；  

 可能導致的法律責任，根據條例第 37(1)  條，

須繳付不超逾 20,000 元的循環再造徵費；以

及  

 上述的“不超逾 20,000 元的循環再造徵費”  

的規限，包括是次短期登記的法律責任（以登

記的申請日計算），及過往 12 個月內的最近短

期登記的法律責任（以結束日或撤銷日計算）

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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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另一方面，環保署署長如信納某登記供應商已不再是

供應商，須撤銷該供應商的登記。個別登記供應商如

不再從事相關業務，亦應主動向環保署提交範本

TREE-2（「取消作為登記供應商的登記」），以便環保

署署長撤銷登記。  

 

A2.4 登記供應商須支付循環再造徵費  

 

(a) 政府將向就登記供應商就所分發和使用的受管制

電器徵收循環再造徵費，收費機制概述如下：  

 

(i) 登記供應商須（以「指明表格（REE-2）」）定期

向環保署呈交申報，申報期限為每季最後一天

（即 3 月 31 日、6 月 30 日、9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後的 28 天內。違者一經定罪，如屬首次

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如屬再次定罪則可處罰

款港幣 20 萬元。申報須載列用以計算須支付的

循環再造徵費的所需資料，包括：該季內由供

應商分發的受管制電器的數量、由供應商初次

使用 3的受管制電器的數量，及申報期內循環再

造標籤的使用情況，即開始時管有、從環保署

免費取得、以其他方式取得、分發時提供、以其

他方式轉移、損壞或遺失及結束時餘下未使用

的數量等。  

 

(ii) 環保署在接獲申報後，會向登記供應商發出繳

費通知書，登記供應商須於訂明繳付期限內（即

30 天內），繳付列明的循環再造徵費款額。違者

一經定罪，如屬首次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如

屬再次定罪則可處罰款港幣 20 萬元。  

 

(iii) 登記供應商須就定期呈交申報進行周年審計，

確保申報內的資料準確無誤。登記供應商可按

其公司運作情況選定周年審計日（即上述 (i)項

其中一季的結束日），審計報告須在每個審計年

                                                      
3  「使用」就任何受管制電器而言，包括—— 

(a) 為業務目的，陳列該電器；及 

(b) 向另一人送出該電器作為獎品或禮物。 



供應商的資料小冊子 

8 
 

最後一日之後的 3 個月內（以「指明表格   

（REE-3）」）呈交。違者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

罰款 4。  

審計報告須由《專業會計師條例》（香港法例第

50 章）第 2(1)條所界定的執業會計師 5擬備，審

計報告須確認登記供應商：  

 

 已按照法例要求保存相關紀錄，  

 已根據有關記錄準備所呈交的申報；及  

 受管制電器數目已按照法例要求正確申報。 

凡審計報告所涵蓋的申報，審計師如就任何受

管制電器的數量，發現任何差異，必須將該差

異列明於「差異清單」，登記供應商在呈交報告

時，須將該差異清單文本附於該報告內。在釐

定就其後首份申報（如有的話）須繳付的循環

再造徵費款額時，環保署會參考差異清單所述，

調整該款額，作為抵銷或追收登記供應商所需

繳付循環再造徵費的差額。  

除此之外，已超額繳付徵費的登記供應商可根

據規例第 26 條以書面提出申索。相反，環保署

亦可根據條例第 40 條以評估通知書追討，或以

其他相關方法追討所欠的循環再造徵費。  

 

(iv) 登記供應商須保留紀錄，為期五年，方便日後

查閱。違者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有關

紀錄所載資料應足以核實循環再造標籤的使用，

及受管制電器的進口、本地分發、使用、及轉口

等數目，可包括收據、送貨單、存貨紀錄等。  

 

(b) 豁免呈交審計報告  

按《產品環保責任（受管制電器）規例》第 21 條，

                                                      
4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 5 級罰款為 5 萬元。  

5  但該會計師不得是登記供應商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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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以下情況，供應商可以申請免除呈交周年審計

報告：   

(i) 一般登記：  

 有關審計年內的申報期，合計涵蓋少於 12

個月；及  

 該等申報期須繳付的循環再造徵費，總數不

超逾 20,000 元。  

 

(ii) 短期登記：就有關申報期須繳付的循環再造徵

費，不超逾 20,000 元。  

 

A2.5 登記供應商的其他責任  

 

(a) 為方便識別登記供應商是否已就強制性生產者責

任計劃所涵蓋的受管制電器支付或將支付循環再

造徵費，登記供應商須在分發受管制電器時，為每

件產品提供由環保署署長所指明類別的循環再造

標籤。違者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登記供應

商可以「指明表格（REE-4）」向環保署申請，免費

取得合理數量的循環再造標籤。環保署可就提供的

循環再造標籤的數量，訂定限制。  

 

(b) 具體來說，標籤應由上游供應商按其需要向環保署

領取，並沿供應鏈在分發時交予銷售商，以便銷售

商最終向消費者分發受管制電器時提供有關標籤，

惟法例並無規定標籤須貼在受管制電器之上。  

 

(c) 如登記供應商的地址有所更改，則該供應商須在地

址更改當日之後的 30 日內，以「指明表格（REE-

1）」將該項更改通知環保署。登記供應商無合理辯

解而違反這項法定要求，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

處第 2 級罰款 6。  

 

(d) 有關登記供應商管理循環再造標籤，以及處理遺失

或遭損壞的標籤、退貨等情況，環保署建議登記供

應商應小心管理循環再造標籤的發放和妥善保存

                                                      
6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 2 級罰款為 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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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紀錄。可考慮：  

 

 在標籤損毁遭損壞時，請交回已損壞的標籤以作

證明；   

 在遺失標籤時，請呈交向警署報失的紀錄；  

 在客人退貨時，建議事先在銷售條款上訂明處理

遺失標籤的方法，避免事後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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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供應商在分發受管制電器業務上所須履行的責任  

 

扼要而言，供應商在分發受管制電器時，必須：  

 

1. 就有關在香港境內經營受管制電器的業務，申請登記為

登記供應商（見 A2.3 段及 C1 項）；  

 

2. 在每季結束時、或在短期登記到期時、或在撤消登記時、

或在結束分發業務的最後一天之後的 28 天內，向環保

署呈交申報（見 A2.4(a)(i)段及 C2 項）；   

 

3. 在收到繳款通知書後，在限期內（即 30 天內）繳付循

環再造徵費的款額（見 A2.4(a)(ii)段）；  

 

4. （除獲得豁免人士之外）在每個審計年最後一日之後的

三個月內呈交一份由獨立執業會計師所擬備的周年審

計報告（見 A2.4(a)(iii)段及 C3 項）；  

 

5. 就每個申報，保留相關的訂明紀錄及文件五年（見

A2.4(a)(iv)段）；  

 

6. 要求提供循環再造標籤，並在進行分發受管制電器業務

時提供標籤（見 A2.5(a)及 (b)段，及 C4 項）；及  

 

7. 如有地址變更，在發生後的 30 天內，向環保署提交通

知（見 A2.5(c)段及 C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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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指明表格  

 

C1. 指明表格 REE-1 – 申請成為登記供應商或更改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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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指明表格  REE-2 – 登記供應商的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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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指明表格  REE-3 – 登記供應商提交審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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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指明表格 REE-4 – 要求提供循環再造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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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範本  

 

D1. 範本 TREE-1 —  受管制電器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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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範本 TREE-2 —  取消作為登記供應商的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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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範本 TREE-11 —  申請豁免呈交審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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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登記證書  

這證書將會發出予成功登記成為登記供應商的申請者，證

書載有以下重要資料：  

 環保署就登記而編配的登記號碼；  

 登記生效日期；  

 根據條例第 39 條擬備審計報告的周年審計日期；  

 如屬一般登記  – 擬備申報的首個截數日期；及  

 如屬短期登記  – 登記不再有效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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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查詢及遞交申請  

如有任何疑問，可郵寄至香港鰂魚涌海灣街 1 號華懋交易

廣場 6 樓，向環境保護署辦事處查詢，信封面請註明「廢

電器計劃」，亦可以傳真至  2318 1877 或致電 2838 3111

查詢。  

 

遞交申請  

郵寄 : 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有關文件的副本郵寄至下列

地址：  環境保護署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 1 號華懋交易廣場 6 樓  

 「廢電器計劃」  

親身遞交 :  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有關文件的副本於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

時），交到下列環保署辦事處 : 

 

辦事處  辦事處地址  電話  

稅務大樓辦事處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  

稅務大樓 33 樓  

2824 3773 

長沙灣政府合署  

辦事處  
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 8 樓  

2402 5200 

區域辦事處 (東 )  九龍九龍灣臨樂街 19 號  

南豐商業中心 5 樓  

2755 5518 

區域辦事處 (南 )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 1 號  

華懋交易廣場 2 樓  

2516 1718 

區域辦事處 (西 )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 38 號  

荃灣政府合署 8 樓  

2417 6116 

區域辦事處 (北 )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沙田政府合署 10 樓  

2158 5757 

請注意，載於本小冊子 C 部中的指明表格、D 部中的範本及

E 部中的的登記證書圖示只作展示之用。請參閱官方網頁

www.weee.gov.hk 並下載最新版本的申請表格及範本。  

http://www.weee.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