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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
第二屆會董就職典禮暨慶七一回歸聯歡晚宴

COLOMBIA

CUBA

SLOVAKIA

創 會 會 長：郭晋昇 永遠名譽會長：溫遠光 朱木源 許寶月 名 譽 會 長：陳克勤 黃 鵬
名 譽 顧 問：梁志祥 梁美芬 陳恒鑌 郭偉強 曾樹和 劉嘉恩 黃煥忠 容錦泉 周卓輝 蔣志偉 梁杰發 郭可兒 吳宇存 楊 舜 李家銘 李劍濤 康時超
義務法律顧問：何君堯 張 陳 鍾律師行 黎國光 核 數 師：韓耀明 代 言 人：趙嘉儀

呂 良 呂桑枝 呂宏偉 呂振國 何立基 何東京 王楚耀 王敬濤 王 祥 王志明 王代山 王高春 王松海 王小兵 王世成 王永紅 王如意 王國才 王小倦 王贏德 王春曉 王小六 王成美 王 欣
王文武 王新平 李劍濤 李保康 李育洲 李卓武 李賢裕 李楚生 李 暉 李桂華 李高飛 李久廣 李順良 李 令 李明遠 李惟喜 李功谷 李雪輝 李新成 李列華 洪 榮 洪流威 洪志波 洪志鈞
吳潤光 吳亞麗 吳家偉 吳桂香 吳文滔 吳 廣 吳泳臻 郭晋昇 郭挺民 郭東升 郭煜生 許寶月 許偉麟 楊劍明 楊劍偉 楊 桐 楊 敏 楊 帆 楊健國 楊勇超 楊余良 楊家俊 康時超 蘇明戴
蘇楠浩 蘇國柱 黃訓錚 黃 毅 黃 健 黃賢新 黃向榮 韓靜靜 韓海倫 蔡傳揚 蔡豐榮 蔡偉文 袁鋒舟 葉奕成 馮振華 馮卡雯 溫遠光 溫建忠 溫建民 陳奏典 陳 威 陳 澤 陳 高 陳繼德
陳漢僑 陳文雄 陳國藝 陳木蘭 陳鴻軍 陳建民 陳紅君 陳建和 陳遠文 陳 魁 陳 力 江秀德 康淦泉 鄭灿榛 鄭文倫 鄭桂波 鄭錦棋 鄭 傑 劉德成 劉榕標 劉乃嘉 劉賢標 劉 鋒 劉巍勇
劉 慶 劉存軍 劉飛鵬 劉 灿 劉衛智 劉忠成 劉倦良 劉鵬輝 劉麗軍 劉九成 劉定元 關永樂 關劉麗霞 周寶根 周亞柳 周正新 周立明 周少敏 周 飛 鄧杏良 鄧三平 鄧明倦 鄧佳良 鄧 傑
鄧長生 鄧愛國 鄧友軍 鄧 彪 鄧年初 鄧建新 鄧見良 鄧玉購 徐遠初 徐 濤 徐遠定 徐會良 徐雁城 熊德亮 巫小凡 張李明 張志鋒 張 凱 張四明 鍾少其 羅德詠 羅志標 曾 偉 曾海龍
曾祥春 曾得華 曾維軍 曾利成 曾佑定 曾祥福 易善禮 易善想 易 偉 邱星明 邱昌盛 趙 戍 趙 超 程攀峰 程 偉 朱寶青 朱志紅 朱小利 朱煥良 阮文福 鄒學軍 鄒學麥 鄒正富 鄒少敏
鄒國斌 鄒久紅 鄒耀文 鄒 明 鄺鎮邦 肖建平 肖文光 肖光輝 方雪平 莊子雄 葉康來 余慕君 謝秋洪 羅志成 羅志斌 羅 軍 藍萬明 藍賢強 夏靈飛 夏良軍 夏雪鋒 胡綿培 胡曉輝 馮澤科
馮連業 彭友良 許任良 馬家秀 馬紅偉 戴三員 戴岸輝 戴 超 范 星 龔中凡 項 燕 庄海彬 賀 磊 賀鴻沅 袁達文 秦 榮 雷和華 賴榮熙 陳小怡 何 慧 彭盛知 Ms.Shirley Kwok
Mr.Johnson Wang Mr.Lau Chiang Hong Ms.Ada Peng

齊合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齊合綠色環保有限公司
聯合五金公司
中氏貨櫃儲運有限公司
加榮五金有限公司
駿濤金屬有限公司
匯力創建有限公司
海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IPA METAL INC
三通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三泰星國際有限公司
合興五金
金松鋼鐵有限公司
得立信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大頭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江船儲運有限公司
中國物資(香港)有限公司
樂俊五金公司
聯生貨運有限公司
永生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彩潤有限公司
易升國際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吉大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浩溢物流有限公司
富林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永盛貿易公司
振華五金貿易有限公司
新世紀五金貿易有限公司
清遠元恒泰五金塑料發展有限公司
偉洪五金有限公司
東豐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華業再生資源開發有限公司
中瀚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REDATAR GLOBAL
金致利有限公司
新北江物流有限公司
安發隆創新資源有限公司
香港鵬程電子有限公司
維綠環保有限公司
永勝五金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佳滙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永利五金貿易有限公司
天正科技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金駿機械質易有限公司
唯一回收環保處理有限公司
明記(浩昌)環保回收公司
香港領通實業有限公司
和欣綠色電子環保有限公司
逸峰有限公司
環科技術有限公司
裕昌貿易有限公司
金豐盛(香港)有限公司
杰成企業有限公司
盈昇國際環保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金永豐貿易公司
柏承五金
新旺五金回收有限公司
何氏五金環保回收
合益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港聯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創輝五金回收有限公司
遠洋發展有限公司
金豐怡發展有限公司
新粵船務有限公司
力生環保機械有限公司
佳賢貿易有限公司
盈都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中實貿易公司
貓頭鷹物流公司
恒通(香港)貿易有限公司
晉昌五金工程有限公司
權威中國香港有限公司
盈駿貿易有限公司
富力貿易公司
資寶五金貿易公司
新輝鋼鐵貿易公司
聯友公司
嘉富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金屬資源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香港富德士實業有限公司
廣東省四會市高達塑料五金材料有限公司
聯輝五金電子回收公司
香港昌興冶煉廠有限公司
奧斯克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綠色金屬(香港)有限公司
海裕國際資源有限公司
利達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鴻達國際環保貿易有限公司
富元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豪景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桂通貿易有限公司
新世紀團科技有限公司
富誠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錫民五金公司
海興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中聯興(香港)有限公司
華順貿易公司
利昇環保處理公司
成興集團有限公司
成興集團貿易有限公司
鉅興實業有限公司
偉生廢紙五金有限公司
康聯五金貿易有限公司
永鴻五金金銀冶煉公司
德盛五金公司
長遠環保回收處理公司
華發五金有限公司
偉洪五金有限公司
滙權貿易有限公司
紅星國際
DK電腦公司
永佳環保處理公司
新減量處理有限公司
C&Y Global Inc.
OMNI METAL RESOURCES GROUP LTD
東南環保再生資源回收有限公司
威帆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黎國光律師事務所

聯發環保公司
祥發五金貿易有限公司
創輝國際五金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聯晟五金香港貿易有限公司
粵羊電子科技發展公司
金源環保回收公司
健力五金有限公司
和泰鋼鐵有限公司
老撾迪升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創新宏達貿易有限公司
CONNECTED GROUP
炫烽集團有限公司
中正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鴻達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環球快運(香港)有限公司
永興隆環保五金公司
智睿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日生貿易有限公司
俊昇行汽車廢品處理公司
柏利五金香港有限公司
慧華科技有限公司
華洲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益利環保銷毀公司
長源管理監事香港)有限公司
東輝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中澳國際資源(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明豐達貿易有限公司
宏成五金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順和五金貿易有限公司
意高船務有限公司
香港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第一美國金屬公司
深華貿易公司
桂華鑫隆貿易有限公司
秉江貿易公司
野村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中氏環保國際有限公司
樂開泰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合欣綠色電子環保有限公司
維綠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天瑞集團有限公司
勵福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美輝五金有限公司
興行有限公司
力天汽車有限公司
德昌石化有限公司
德昌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德昌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世紀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天然石化有限公司
浩冠有限公司
嘉豐投資有限公司
金浚有限公司
柏承五金貿易公司
合億環保回收貿易公司
金泓金電子有限公司
翊晟金屬(香港)有限公司
HK METAL TRADING LTD
樂俊投資有限公司

全記廢料五金
豐生鋼材貿易有限公司
豐生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永鴻五金
香港淩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千代金科技有限公司
金星管理有限公司
國琛五金回收有限公司
運昇廢紙五金回收有限公司
粵港電子五金回收有限公司
好運五金貿易有限公司
順利隆五金貿易有限公司
旺金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香港創明五金塑膠回收公司
創明行五金塑膠貿易有限公司
奧明威國際有限公司
港聯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海富(香港)貿易有限公司
Pacific Blue (HK) Limited
嘉信建築有限公司
嘉信五金有限公司
GOLDEN SEASON ENTERPRISES LTD
中瀚資源有限公司
預峰資源有限公司
CHM Trading Co Ltd
百利五金回收公司
昌盛五金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順發工程有限公司
盈豐運輸有限公司
俊賢佳進出口貿易公司
匯港資源投資有限公司
捷能(中國)有限公司
國忠再生資源公司
名輝典貿易有限公司
好貨壹佰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中竹科技公司
鑫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東成科技公司
中裕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富信金屬有限公司
旭日(香港)有限公司
清遠市樂俊貿易有限公司
清遠金屬行業商會
進田企業有限公司
勝利銅材有限公司
白雲宏興五金有限公司
富勤環保(清遠)有限公司
利豐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遠升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盛寶金屬有限公司
滿利寶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金運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鴻泰五金有限公司
益宇再生物資有限公司
億寶物資回收有限公司
興美恒通金屬有限公司
華仁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聯達五金有限公司
銀田再生物資工貿有限公司

恒安再生物資有限公司
中變金屬有限公司
新鑫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浩然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民典金屬塑料有限公司
瑞鑫再生物資有限公司
潤琿資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華清再生資源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玄興金屬有限公司
中嘉金屬有限公司
恒瑞塑業有限公司
紅星塑料有限公司
聯鑫塑料有限公司
凱勝塑料有限公司
豪毅塑料有限公司
三鑫塑料有限公司
中恒塑料有限公司
全見鑫塑料有限公司
鑫慧升塑料有限公司
宏祥塑料有限公司
一丞阻燃材料有限公司
文億塑料有限公司
億海塑料有限公司
文明廢舊物資回收有限公司
億林塑料有限公司
正興塑料有限公司
寶聯塑料有限公司
合利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興盈塑料有限公司
日彩科技塑料有限公司
恒晟塑料製粒有限公司
星源塑料有限公司
恒樂物資再生有限公司
國潤塑料製品有限公司
新元科技有限公司
恒聯塑料有限公司
中聯塑料有限公司
恒進塑料有限公司
華溢塑料有限公司
華聯塑料有限公司
三聯塑料有限公司
三江工貿有限公司
金盛塑料有限公司
中清物資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和瑞塑業有限公司
興源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雨來塑料製品有限公司
百勝安特塑料貿易有限公司
益鋒塑料有限公司
康盛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國鼎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樂萬洲塑料有限公司
承興塑料有限公司
金匯塑料有限公司
弘盛資源再生有限公司
星海資源再生有限公司
利時物資回收有限公司
鵬宇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北辰塑料物資有限公司

東方家具有限公司
海裕塑料製品有限公司
宏力塑料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昌旺塑料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偉聯塑料有限公司
宏鑫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源發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凱邦塑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安金屬有限公司
友邦環保有限公司
富信金田
昌盛金屬再生有限公司
ARDOUR WORLD (HK) LIMITED
恒晟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永生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輝典貿易有限公司
和盈數碼有限公司
旺龍興業有限公司
彤恩貿易公司
正五金貿易公司
日希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金永勝發展有限公司
美加金屬(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恒滙環球貿易有限公司
拓佳有限公司
明記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永紅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新益電子五金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再生資源環球有限公司
卓迅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卓迅環保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廣普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一飛科技有限公司
衛龍廢料處理有限公司
方圓(中國)公司
香港國際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雄偉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益盛環保處理毀滅有限公司
聯發廢料處置分選中心環保有限公司
香港聯邦貿易有限公司
和合資源回收有限公司
兆豐公司
滙展環保公司
英達五金電子有限公司
本振興貿易有限公司
德成環球貿易有限公司
健輝五金貿易公司
河國進貿易公司
永發(香港)國際環保有限公司
晟明科技貿易有限公司
易達貿易公司
香港森美科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新城不達鋼五金有限公司
昇裕貿易公司
華美達集團
寶偉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華業再生源開發有限公司
E-GREEN RECYCLES
REDSTAR GLOBAL

信誠環保回收貿易公司
生記實業貿易有限公司
滙港資源投資有限公司
盈達五金塑料環保貿易有限公司
宏鑫科技(香港)金屬資源貿易有限公司
創輝國際五金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老撾迪升再生資源工業園
永發金屬實業有限公司
順希電子有限公司
佳特利電子有限公司
環球快運(香港)有限公司
老撾南塔華鑫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益利五金環保銷毀回收公司
創利五金環保回收公司
秉江貿易公司
天瑞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易事達有限公司
香港利海誠科技有限公司
綠之源策略有限公司
香港新利貿易有限公司
廣州欣彩電腦耗材有限公司
利源達有限公司
新聯(中國)有限公司
旭盛回收有限公司
瑞成實業國際有限公司
德暉電子有限公司
偉盛金屬貿易有限公司
順昌五金貿易有限公司
益嘉電訊國際有限公司
美軒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新鑫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洪記金屬回收有限公司
合力再生資源貿易公司
浚宇金屬回收公司
捷勛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達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新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EMD 美國金屬回收有限公司
永發(香港)國際環保有限公司
俊業回收場
嘉利化工五礦有限公司
均昭有限公司
永昌鐵倉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惠誠國際環保回收有限公司
KDD ENTERPRISE CO.,LTD
村林服務有限公司
PB Industry
金田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駿泰集裝箱服務有限公司
西恩金屬有限公司
綠之心環保處理有限公司
更先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意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浩亞與有限公司
新世紀集團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昌盛眾達有限公司
恆馨企業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Hua Meng International Trade Limited Company

團 體 會 員 芳 名 錄 （排名不分先後）

個 人 會 員 芳 名 錄 （排名不分先後）

名 譽 架 構 名 單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簡介
隨着地球上的天然資源日漸衰竭，以及世界性的環境生態保護問題日漸尖銳，

充分體現出再生資源業的重要性，近十多年來隨着香港及世界各地相關業界蓬勃
發展，這項行業已成為全球矚目發展的經濟支柱之一，目前香港亦有過千家業務
關聯的公司企業。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是會長郭晋昇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業界朋友，在各位的鼎
力支持下籌組，本着「業界彼此合作，促進再生資源發展，互助互愛，理念一致
，團結合作，努力創新，共利共贏，共創高峰」的服務宗旨，創立一個再生資源
業界聯繫的平台，團結企業和個人會員，推動業界在香港、國內以及世界各地的
發展。本會亦將全力協助各會員企業與國內政府有關部門的溝通，並舉辦專題講
座，邀請專業人士與業界分享營商環境，亦計劃通過訓練課程，向企業會員員工
提供安全生產及環境安全意識知識等，此外，將計劃發展會所，向會員供悠閒活
動空間，有利會員之間溝通，加深友誼。

本會將秉承宗旨服務業界，服務社會，與時並進，立足香港，背靠祖國，聯
繫世界同行，積極促進香港再生資源業發展，堅持和發揚愛國愛港精神，致力推
動香港經濟的發展，並且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大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依法施政，期望在各會員的共同努力下，成為具規模和影響力的商會之一，為香
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作出貢獻。

尊敬的嘉賓、各位領導、各位會員及朋友們：
晚上好！我謹代表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再次衷心的感謝一

直關心和大力支持本會發展的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中聯辦領導，
和各方友好同仁。

今晚，我們歡聚一堂再次相聚，慶賀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
新一屆的會董會產生，共同回顧我們拚搏奮鬥的2017年！本人
很榮幸再任商會第二屆會長，這是在座的各位同仁對我的信任
和關愛。我一定會盡自己的努力，遵循商會的創會宗旨，在新
的任期內和與會各位，充分借助這一平台，團結合作為業界和
商會的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過去一年，再生資源行業經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環保
行業面臨監管常態化、市場規範化、治理深度化，大趨勢就是
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而國家的政策方向，亦特別着重節約資
源、保護環境、推動清潔生產等。眾多的再生資源企業經營經
歷着嚴峻考驗，這一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空前。資源循環是世
界所趨，再生資源的充分利用，從宏觀上講也是環保必不可少
的重要一環，完善高品質、高標準、高技術、高效益的再生資

源利用項目，功在當代，利在子孫。做好這項事業政府固然責
無旁貸，行業同仁的合作和參與、支援也非常重要。在這方面，
商會的貢獻社會有目共睹。商會紮根香港，面向世界，同仁豐
富的國際經驗和廣泛的網絡、熟悉內地和國外市場的優勢，必
將為再生資源行業健康發展做出應有貢獻。

現在是再生資源行業發展的新起點，本會仍將秉持商會的
創會宗旨，以更加開明務實的態度，努力做好與特區政府和中
國內地相關的各部門進行多方面的實質性的溝通工作，為全體
會員提供更好的服務。經營環境巨變，有危有機，判斷失誤就
是危險；分析處理得當，就是發展良機！我們仍然對未來充滿
信心和希望，我們仍將會得到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中聯辦領導
的鼎力支持，只要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暫時出現困難終會被
克服，前景仍然會是光明一片！

最後，謹代表商會感謝來臨出席晚宴的每一位，祝大家工
作順利、生意興隆、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會長 郭晋昇

會 長 致 辭

會 長：郭晋昇 常 務 副 會 長：洪 榮 鄭燦榛 Mr.Johnson Wang
副 會 長：陳奏典 關永樂 葉奕成 楊劍明 何立基 劉榕標 吳潤光 黃 毅 常 務 秘 書 長：黃 健 秘 書 長：何立基
社會事務部主任：吳潤光 財 務 部 主 任：溫建忠 青 年 部 主 任：陳 威 婦 女 部 主 任：陳木蘭 康 樂 部 主 任：許偉麟 秘 書 部：陳惠平
常 務 會 董：王紅根 王楚耀 李送奇 李敬芳 李偉智 呂桑枝 吳家偉 周攸舫 林 琦 袁鋒舟 陳木蘭 陳 威 陳祖麗 陳小娟 許偉麟 胡紅盛 馮振華 馮卡雯 溫建忠 劉 清 羅德詠 周建新

黃乾坤
會 董：王子藝 王志校 朱啟發 江秀德 伍終盛 余祥倫 巫小凡 宋由平 林志才 吳 沛 吳一良 吳國強 吳世忠 李保康 李 建 李純祥 李 鴻 李育洲 李楚生 李卓武 周寶根 周正新

陳漢僑 陳炯好 陳楚彬 陳漢生 陳衛國 陳建平 陳東春 陳 澤 陳斯維 陳天新 郭旭根 郭寶華 郭挺民 郭煜生 許昌翔 梁志強 胡綿培 張晋彬 張水渲 張李明 張 邈 張松釵
楊劍偉 楊主騰 馮鑑全 黃 健 黃雪梅 黄賢新 黃金祥 黃 建 韓海倫 韓文波 蔡傳揚 鄭鎮濤 黎宇博 劉賢標 董德華 潘友團 盧阿娣 藍萬明 鄒學軍 鄒寶成 關智鍵 關劉麗霞
蘇明戴 羅 琼

第 二 屆 會 董 會 架 構

日期：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6時正（酒會）晚上7時正（儀式） 地址：九龍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三樓二號展貿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