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企业（第十三批）拟选名单

2021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优越伙伴（制造业）」标志

序号 香港企业名称 内地企业名称
企业所属地

（内地）

1 香港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建滔（连州）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清远市

2 锌辉扬热浸锌有限公司 锌辉扬热浸锌（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3 耐普罗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耐普罗塑胶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4 *伟易达集团 *伟易达（东莞）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

5 *龙誉国际有限公司 *龙誉五金制品（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6 *荣辉印刷有限公司 *东莞荣辉印刷有限公司 东莞市

7 *港芝（中国）制造厂有限公司 *港芝（东莞）电子制造厂有限公司 东莞市

8 *嘉威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盈峰泰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市

9 *月亮贺卡（中国）有限公司 *月亮（英德）纸品有限公司 清远市

10 *汇耀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耀晖纸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

11 *嘉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凤岗嘉安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

12 *天威控股有限公司 *珠海天威飞马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珠海市

13 *晶苑马田（香港）有限公司 *英商马田纺织品（中国-中山）有限公司 中山市

14 *锦兴纺织（国际）有限公司 *广州锦兴纺织漂染有限公司 广州市

15 *兴发铝业（香港）有限公司 *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佛山市三水分公司 佛山市

16 *美轲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美轲（广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7 *栢晟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彩辉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

18 *英诚企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英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

19 *创峰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创峰纺织染有限公司 佛山市

20 *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东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东莞市

21 *飞鸿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精艺万希铜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

22 *信义集团（玻璃）有限公司 *信义汽车玻璃（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23 *玖龙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

24 泰德安（中国）有限公司 泛斯泰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25 清油珠海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精润石化有限公司 珠海市

26 德永佳集团 东莞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东莞市

27 香港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 广东太古可口可乐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28 晶苑时装有限公司 中山益达服装有限公司 中山市

29 通力电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TCL 通力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30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惠州 TCL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惠州市



2021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

序号 香港企业名称 内地企业名称
企业所属地

（内地）

1 津普发展有限公司 德升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2 日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惠东县金星综合制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

3 宝信拉链有限公司 深圳宝信拉链有限公司加工厂 深圳市

4 华生电机有限公司 华生电机（江门）有限公司 江门市

5 华生电机有限公司 德昌电机（江门）有限公司 江门市

6 冠运实业公司 肇庆冠昇精密文具有限公司 肇庆市

7 绿色工程国际有限公司 韶关科艺创意工业有限公司 韶关市

8 溢进毛纱有限公司 万合纺织染整（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9 亿志实业有限公司 益基玩具（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 栢力印刷纸品有限公司 东莞柏力彩色印刷纸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

11 历高有限公司 东莞维格钢至尊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

12 金象纸品厂 荣光纸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13 凯歌国际有限公司 凯歌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14 飞龙精密电路（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捷飞高电路有限公司 深圳市

15 华联橡胶厂有限公司 茂联橡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16 汉宝（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汉宝（惠州）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

17 华辉制品有限公司 华辉印刷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18 明辉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明辉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19 皇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洞玛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20 飞亿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丽仕食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

21 万宝力有限公司 万宝力不锈钢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

22 金龙翔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宝信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市

23 环德有限公司 德兴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24 朗昇柯式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朗升柯式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25 飞龙电脑机绣商标厂有限公司 博罗县雍圣电脑刺绣商标制造有限公司 惠州市

26 雅科（集团）有限公司 雅科薄膜（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

27 普林思迅国际有限公司 惠州富盛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惠州市

28 正朗电子有限公司 汇思智科（惠州）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市

29 金冠塑胶制品（国际）有限公司 金冠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30 新玛德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新丰电器（深圳）有限公司宝祥和分公司 深圳市

31 新玛德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新丰电器（深圳）有限公司福山分公司 深圳市

32 新玛德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新丰电器（深圳）有限公司翰宇分公司 深圳市

33 新玛德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新丰电器（深圳）有限公司高科林分公司 深圳市

34 大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河源大精部件有限公司 河源市



35 华煌电业制品有限公司 华煌电业制品（龙川）有限公司 河源市

36 建盈胶业印制有限公司 建盈胶业印制（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37 富佳产品有限公司 河源富华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河源市

38 香港艺光印刷有限公司 艺光润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39 仝达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仝达实业（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40 启达五金厂 博罗县福田镇启达电子五金有限公司 惠州市

41 香港宗钦实业有限公司 阿宜准（惠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

42 海辉中国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海辉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

43 科罗贝香港有限公司 科罗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44 香港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建滔（清远）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清远市

45 技研新阳有限公司 东莞新技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

46 百电宝（香港）有限公司 百电宝照明配件（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

47 齐心（亚洲）有限公司 齐心商用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48 宝威塑胶工程有限公司 宝威塑胶工程（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49 海宏科技有限公司 海宏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

50 中威建设有限公司 惠州普瑞康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惠州市

51 玫瑰针织厂有限公司 惠东玫瑰针织厂有限公司 惠州市

52 骏锠企业（中国）有限公司 东莞骏昌电梯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

53 万荣五金国际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万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

54 顺天海丰贸易有限公司 顺天（海丰）皮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

55 谦虹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东莞利士包装有限公司 东莞市

56 怡丰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东莞塘厦怡丰运动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

57 新生化工制粒有限公司 新生赞记塑胶原料（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58 阳光针织厂有限公司 东莞光晖针织有限公司 东莞市

59 汎好丽友有限公司 好丽友食品（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

60 智富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智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

61 迪威信制造厂有限公司 惠州迪威信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

62 谊邦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永耀精密线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

63 金盛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金盛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

64 耀兴亚洲有限公司 通元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65 雄进国际有限公司 雄进塑料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

66 华昌隆有限公司 华昌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67 吉城企业香港有限公司 吉城光学（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

68 安姆科国际容器（广东）有限公司 安姆科国际容器（广东）有限公司 东莞市

69 稀美资源（香港）有限公司 稀美资源（广东）有限公司 清远市

70 海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海崇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71 特坚有限公司 杰森石膏板（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72 亨利美尔敦有限公司 东莞东城美尔敦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

73 银图实业有限公司 银图电器（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74 德联高科（香港）有限公司 德联覆铜板（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75 和兴隆装饰材料公司 东莞欧德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

76 荣晖科技有限公司 荣晖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77 专业化学产品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鼎业涂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

78 合电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深能合和电力（河源）有限公司 河源市

79 颖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颖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

80 东邦怡丰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广州东邦怡丰汽车配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81 泽图有限公司 肇庆童星食品有限公司 肇庆市

82 好太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好太太电器（中国）限公司 佛山市

83 伟奇织业有限公司 东莞建富织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

84 威宝石（香港）有限公司 云浮威宝石材有限公司 云浮市

85 美锐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美锐台丰印刷电路板（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

86 明信有限公司 东莞明信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

87 万荣五金国际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万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

88 松柏电子有限公司 旭东（佛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

89 树研（香港）有限公司 珠海市树研精密塑胶有限公司 珠海市

90 新生压铸金属制品厂有限公司 河源市新生压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源市

91 精英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精英塑胶（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市

92 利达弹性织物有限公司 珠海泓利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93 香港拓威（亚洲）有限公司 广东四方威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门市

94 凌志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江门市凌志餐厨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

95 启升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泰力高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

96 香港中贸有限公司 珠海元朗食品有限公司 珠海市

97 金凤亚洲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伟达布料定型有限公司 广州市

98 Giftcare Ltd. 珠海珍妮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海市

99 运丰实业有限公司 运丰（开平）电子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

100 扬子矿业（香港）有限公司 广东发恩德矿业有限公司 云浮市

101 香港丽通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丽盈塑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2 六福集团 （国际） 有限公司 六福珠宝（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3 *唐顺兴家禽（香港）有限公司 *惠州顺兴食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4 *广东珠江冰箱有限公司 *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 佛山市

105 *科龙发展有限公司 *海信容声（广东）冷柜有限公司 佛山市

106 *源力企业有限公司 *源力玩具（河源）有限公司 河源市



107 *兆升针织（香港）有限公司 *广东兆联纺织有限公司 清远市

108 *正业国际有限公司 *中山联合鸿兴造纸有限公司 中山市

109 *汇利国际制品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汇利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

110 *宜欣有限公司 *宜欣塑胶 （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

111 *优世纪有限公司 *华庆健身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112 *晶苑益力坚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晶苑毛织制衣有限公司 东莞市

113 *信义集团（玻璃）有限公司 *信义环保特种玻璃（江门）有限公司 江门市

114 *志锋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锦利针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

115 *杜邦帝人薄膜中国有限公司 *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 佛山市



2021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供应链）」标志

1 *豪马 (香港) 有限公司

2021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 (技术服务)」标志

1 广东浩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绿建联能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 深圳市联创环保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4 盈臻创能有限公司

5 深圳市研创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 惠州卓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 深圳市鑫智博咨询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8 深圳市达源节能有限公司

9 东莞市绿之行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深圳市绿鹏达科技有限公司

11 广东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 深圳市友健科技有限公司

13 广州海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4 深圳市富藤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5 广州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6 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7 广东六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达信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9 惠州市星蓝科技有限公司

20 广州绿色新技术有限公司

21 *深圳市覆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22 *深圳市深惠通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23 *广东广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4 *深圳市瑞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25 *广东旭东能效技术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粤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中心

27 *惠州市特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28 *广东天蓝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附注：表中标注“*”的企业为“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的续期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