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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政府就規管食用油脂及回收 「 廢軍食用油」諮詢公~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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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FEHD and EPD,
Our c。mpany w。uld like to share our views on the leg.islative proposals of •政府就規管食用
油脂及回收「 廢置食用油」諮詢公眾意見 e

Enclosed please see 。ur c。mmenU recommendation , and we are l。。king f1。附ard to
receiving y。ur feedback.
Thanks & Best regards,
Unit General Manager I Public Affairs

TOV Rheinland H。ng k。ng Ltd.

Care f。r our planet, think bef1。『e you print.
保妒野境三思而印
保護環境三思而印

This email and any attachments is intended for use only by the specified addresses
and may contain informati。n that is privileged, confidential or exempt from
disclosure under applicable law. We cann 。t guarantee the completeness 。f
messages transmitted by this e-mail, and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errors,
omissi。ns, corrupti。n 。r virus in the contents of this message 。r any attachments
that arise as a result of this e-mail transmission or any modifications made to this
message after sending by us.

If you have received this email in error, please notify us immediately by reply email
and immediately delete this message and any attachments from your system.
Please be noted ·that any use, dissemination, distribution or copying of this email is
strictly prohibited.

致

食物安全中心

( edible_oils@fehd.gov.hk ）及

環境保發署（ 山rel)

consultatinn <!.1>i;Dd.!.!llV.hk )

04 /08/2015

回應：政府就規管食用油脂及回收 「 廢萱食用油 l 諮詢公眾意見
奇治德國萊閑技術院議顧問股份打限公吋行！此 ，食物衛生局和環境局，需要通過修例和執法，保
障食用油脂的安全和品質及規管『廢置食用油』 回收，本公司有以下各點意見
敬希考慮！

修；：； r 條例強ilill.tth：：：，： 「 ）持阿食HJ
j由 」 ︱可 LI幻挂 閉、 i'U主 rJ rt守·f:fi 持股

在加強規管「 J蠶置食用油」

︱ 前~I ：日月 ti女 E長 、 l，垃.1世t.玄lll tii i ﹛（J l~ I﹔泣，︱‘

回收方面，環境保護署（環 ︱ （叫 參考歐洲）和1，！！~~
﹛呆署）建議修訂《廢物處置

條例〉（第 354 章）

， 哥 ︱人 4

「廢置食用油 J LI女 ：~~ 、 此＇1巧，
及進／出口牌照制度。任何

人士如無牌收集（包括買

賈）、處置及進／出口 「 ﹜霧
罩食用油」﹒即屬違法，可

被判罰款或／及監禁。

任何人士包括 I Wf何制 1-1

j1JI

1 產生者，例如食肆和食

物製造商，如容許或導致

「廢置食用油」被出售、運

送 、收集或移交予非持牌
者，亦屬違法，可被判處罰
款或／及監禁。

I cii'f ~ I＇.月1

「 際問 食山油 』 正義

L'J、杜絕食品11 1 ＇~·~位，問他J-H r 禹作

油 」 或「已 于 符 合 ﹛輛 小﹛~＼H~ J
的﹔也 製作 食物

＼』

環保署則會登記本地合資格

壞（呆著負責發牌， ~M~據食f農害的

的「廢蠶食用油」收集商、

牌的條款之相關要求．． 訪問該藝朮

處置商及出口商 ， 以配合食

是杏已包衍對「應對食肘油 」 l攸

環署的牌照條款之相關要

集悶 、 處對問及I H O 悶的監管？

求。

對它 們要求條款是f[ ·J•麼？
女II faJ監管和途車「口﹝持續發展 」 ？

食環署會要求領有上述牌照

食嚷著如﹛吋監管收集閱或回收研

的食物業處所記錄處所內所

二次／多次出售「廢軍食用油 」 ？

收集「廢置食用油 」

、隔油

訊社絕﹛玉和J5W5f0/

總「干二次／多次無牌回收研」再提

池廢物及其他「廢置食用

煉成為供人類食闊的油品或其！原

油」和油脂的日期和數量，

材料？

以及收集商或回收商的名稱

和地址，而持牌人須保留有
關記錄至少十二個月。

該署會進行抽查，以確保這

類油脂不會被再提煉成為供

人類食用的油品或其原材
料 。
若持牌人違反相關持牌條

收集研或回收商的牌照．是杏出續

續保者應考慮．可 ︱ 人 在︱由 市場

件，食環署會向其發出警

保害發出．卻是食環害負責抽查？

第三有專業國幣對「膺覺食肘

請問

控，由收集商或回收悶申請

告，屢犯不改者可能會被取
消牌照 。

油 J ~J'.J 收集間或回收間進行監
環保署會否有監管食增署如

何抽查 「 ！寢覺食用油 」 的 收集閱

• 'r芋位審查．

．並支付費用

或回收商、 有否符合劉際標准的指

引？

合格的‘年眨審簣，

是

報告， 應

「 廢蠶食用油 」 的收集研

食環署抽查人員有否得到應有培

︱ 或回收商每年向王震保害績牌的

訓 ，資格及守則及年！立資歷審查？

︱ 必然附件之一

香港德國萊茵技術監護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