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環保博覽國際環保博覽國際環保博覽國際環保博覽2014 

買家尊享買家尊享買家尊享買家尊享免費商貿配對服務參加表格免費商貿配對服務參加表格免費商貿配對服務參加表格免費商貿配對服務參加表格 
 感謝閣下選擇國際環保博覽國際環保博覽國際環保博覽國際環保博覽（（（（2014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9 至至至至 11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作為採購平台。為讓閣下可於展覽期間爭取最多時間採購及進行洽談，我們誠意提供一項費用全免的商貿配對服務。 
 請參閱附件的參展商名單，揀選您有意會面的參展商並填寫甲部，便可保證於展覽會期間與所揀選的參展商會面洽談。我們的商貿配對團隊亦會根據您所選定的產品類別及時段，為您設計出一個詳細的會晤時間表，讓您可輕鬆地於展覽館內與合適的參展商面談及採購商品。 
 您只須塡妥此參您只須塡妥此參您只須塡妥此參您只須塡妥此參加表格加表格加表格加表格並並並並於於於於 2014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3 日前交回日前交回日前交回日前交回，便能享用此項服務。如有查詢，請致電黃鉦桓先生: (852) 2240-4585，傳真: (852) 3915-2405 或電郵至 ecoexpo.visitor@hktdc.org. 
  我們熱切期待於展覽會歡迎您的光臨。 
 甲部甲部甲部甲部  與指定參展商配對與指定參展商配對與指定參展商配對與指定參展商配對 
 我們希望與下列參展商會面洽談 次序次序次序次序 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 

1       

2       

3       

4       

5       如表格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乙乙乙乙部部部部 按有興趣的產品類別配對按有興趣的產品類別配對按有興趣的產品類別配對按有興趣的產品類別配對 (可選擇多於一項可選擇多於一項可選擇多於一項可選擇多於一項)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空氣過濾系統 
 空氣污染及廢氣排放監控 
 空氣淨化及除臭科技與設備 
 脫硫及除塵技術與設備 
 氣體、煙霧及化學品監控與處理設備 

 環保產品環保產品環保產品環保產品 
 可生物降解及環保原材料 
 可生物降解及再造之產品與包裝材料 
 可生物降解之塑膠產品 
 納米技術與材料 
 有機產品 
 循環再造紙及塑膠產品 

 能源效益及能源能源效益及能源能源效益及能源能源效益及能源 
 替代能源設備與技術 
 節能設備與產品 
 可再生及替代能源產品 

 綠色運輸綠色運輸綠色運輸綠色運輸 
 環保車輛 
 能源及充電設施 
 汽車電池及能源儲存技術 

 綠色建築方案及服務綠色建築方案及服務綠色建築方案及服務綠色建築方案及服務 
 建築及設計服務 
 環保景觀設計 
 環保建築物料與裝置 
 能源效益設備及系統 
 屋頂綠化系統及牆體綠化 
 室內空氣質素技術及系統 
 節省用水設備與產品 

 廢物處理及循環再造廢物處理及循環再造廢物處理及循環再造廢物處理及循環再造 
 生物處理設備 
 堆填區防滲漏 
 廢油回收技術與設備 
 固體廢物循環再造技術與設備  
 固廢處理、焚化及循環再造系統 
 廢物收集、分類及運輸 
 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技術與設備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污水系統保養  
 污水系統與處理 
 廢水回收技術與設備 
 海水淡化及淨化技術與設備 
 水處理與配送 

 檢測及認證服務檢測及認證服務檢測及認證服務檢測及認證服務 
 品質檢定顧問服務 
 品質檢查及測試服務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監測及實驗室技術監測及實驗室技術監測及實驗室技術監測及實驗室技術 
 環保電子監察、監測及管理系統 
 環保資訊及資料處理 
 化驗所儀器及用品  

 環保工程方案及服務環保工程方案及服務環保工程方案及服務環保工程方案及服務 
 海灘、海岸、海港及海洋保護 
 斜坡及土地管理與保護 
 土蝕監控 
 研究及顧問服務 

 環保服務及研究環保服務及研究環保服務及研究環保服務及研究 
 環保教育及培訓 
 環保資訊媒體及刊物 
 綠色融資 
 可持續發展顧問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請請請請註註註註明明明明﹕           
 

 
 丙丙丙丙部部部部  預約會面時間預約會面時間預約會面時間預約會面時間 (請最少選擇兩個時段請最少選擇兩個時段請最少選擇兩個時段請最少選擇兩個時段) 
 

 10月29日 (星期三) 10月30日 (星期四) 10月31日 (星期五) 11月1日 (星期六) 上午 --    下午    -- 
 
   



    

 

 

 丁丁丁丁部部部部 公司資料公司資料公司資料公司資料 聯絡資料聯絡資料聯絡資料聯絡資料 公司名稱:       聯絡人:       職銜: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公司電郵:       公司網址:       公司地址:       國家:       

10月29 – 11月1日期間的聯絡電話:       

 公司資料公司資料公司資料公司資料 公司成立年份:                         每年營業額:                            經營產品:                         品牌名稱:        公司自家擁有之品牌名稱:         其他品牌(請列明):       銷售管道:       分店之數目(如有):       於亞洲採購之經驗:       業務性質 (可選擇多於一項)     進口商       出口商  入口代理   顧問公司  特許經營商     批發商       製造商     連鎖店   政府     貿易協會及非政府組織     零售商     採購辦事處     百貨公司         獲授權特許經營商    其它(請註明):             分銷商     出口代理     服務行業公司   特許經營權代理  
 公司簡介:                            
 採購數據採購數據採購數據採購數據 產品設計:  原設備生產 OEM  原設計生產 ODM  未定項目 訂單方針:  大批量訂單，包括多款產品組合     大批量訂單 (以每款產品計算)     小批量訂單/ 試單 (以每款產品計算)  合理價錢，高品質貨品 

 價錢低(如可能，請列明價格範圍:      ) 
 行業行業行業行業 (可選擇多於一項可選擇多於一項可選擇多於一項可選擇多於一項) 

 建築、園景和室內設計、測量及建造  餐飲、餐廳及酒店 

 化工、水泥及農藥  物流、運輸及航運 

 漂染、造紙、印刷、制革及紡織  物業管理及發展 

 環境工程     藥業、醫院及診所 

 環境管理及顧問  公共事業 

 教育及培訓  創業基金及融資 

 電鍍、電子、重金屬及玻璃     其他 (請說明):           工作職能工作職能工作職能工作職能  (可選擇多於一項可選擇多於一項可選擇多於一項可選擇多於一項) 

 環保及企業可持續發展  銷售及市場 

 採購  高級管理及公司擁有人 

 生產及廠房管理  行政及管理 

 工程  其他 (請說明):                                   

 維修、保養及一般技術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廣東話               英文     普通話 其他，請說明﹕                          
 如有查詢，請致電黃鉦桓先生: (852) 2240-4585，傳真: (852) 3915-2405 或電郵至 ecoexpo.visitor@hktdc.org。 
 本人同意主辦機構可將上述資料編入其全部或任何資料庫內作為直接促銷及商貿配對,以及用於主辦機構在私隱政策聲明﹝網頁 
http://www.hktdc.com/mis/pps/sc﹞中所述之其他用途。本人確認已獲得此表格上所述人士同意,將其個人資料提供予主辦機構。 若閣下反對我們將閣下的資料用於進行直接促銷,請於方格內加上�號。 
 姓名                            簽署/公司印鑒                            日期                           若閣下不欲收取主辦機構的任何宣傳及其他資料,請聯絡本局客戶服務部(852) 1830668或 hktdc@hktdc.org。我們在收到閣下要求後,在不收費用的情況下停止寄給閣下任何宣傳及其他資料。 



 

 

 

 
國際環保博覽 2014 
參與商貿配對服務之企業名單 
 
   企業名單 (按公司名稱排序) 

   展區及展團分類 

   綠色解決方案行業分類 



飛爾特有限公司
3Tech Corporat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11)

飛爾特是一家環保能源工程及顧問公司，負責設計及安裝
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公司服務香港多年，為不同政府部門
、大中小學，以及非牟利機構安裝太陽能、風能與電力公
司之拼網系統，及在離島上安排獨立之離網系統。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
Advanced Eco Engineeri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D06)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AEE)是專門提供及設計環保、健康生活
和安全設備的公司。

廚餘機有效減少廚餘體積及把廚餘變成有用的材料。

迷你消毒洗衣機利用臭氧技術殺滅細菌，以保護我們的健康
。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創新納米材料，締造更美好生活！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s.r.o.是一家創新、專注於納米技
術的公司，主要集中於氧化物納米陶瓷和其實際應用領域。

我們的目標是建造對世界有實用性、有價值及潛力的創新技
術，擴闊環境保護及能源生產的界限。

Advanced Material – JTJ s.o.r. 與西班牙省政府簽定協議

Agile8 Consult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3)

COOLNOMIX®是專門為空調和冰箱而設的能源優化技術，
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約30-40%。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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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Technichem (HK) Pte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5)

ALS香港於1994年成立，並於1995年在 HOKLAS (香港實
驗室認可計劃) 得到認可。我們在食品及環境 (海水、飲用
水和廢水、土壤、沉積物和生物) 樣本領域上提供全面的物
理、重金屬、微量有機物、養分及微生物測試。

安瑞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Anrich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B20)

ALS 專業的團隊不斷提升
自身的技能、服務範圍及
設置先進的設備，我們對
不同種類的空氣樣本提供
一站式的樣本採集及分析
服務。服務範圍包括總懸
浮顆粒物、呼吸懸浮顆粒
、室內空氣質量 (IAQ)、
煙囪排放、氣味分析與氣
味巡邏等。

安端有限公司以平衡生活健康和環境保護為目標，多年來致
力於環境監測、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污染防護、水處理及循
環再用等範疇，為客戶提供既能維持生活質素，亦能節能減
排的最佳解決方案。

安端在業界擁有多年經驗，業務遍佈中國、香港、澳門和台
灣，服務對象包括公共機構、政府部門、私營及民間組織等
等。

Chromatote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分析儀Metone

二氧化碳感應器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
Appleone Solution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6)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是德國 Testo 全球最大攜帶型測量儀
器專業製造商的港澳總代理。

本公司自2005年起為各行業提供專業測量儀器及提供建議
，多年來公司客戶數目已達數千，客戶主要為酒店、大專學
院、食品工業、電廠、物業管理、空調及工程測量等。 供
應對象主要為香港及澳門，是一間本地化及內銷企業。除了
Testo 之外，本公司亦引入其他歐美專業儀器品牌如：
Svantek、Hygiena、Sitelab 和 Sentry等。

建築署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B25)

建築署為政府擁有或資助興建的設施提供下列三種主要服務
：

1. 監察及諮詢服務
2. 設施保養
3. 設施發展

建築署致力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並尋求在合適的工程項
目中持續採用具成本效益、創新及可持續發展的元素，藉此
提升政府樓宇的可持續發展效益。我們盼能不斷進步，為香
港締造更美好的將來。

近年，建築署的多個項目均在各個不同範疇的獎項，包括香
港建築師學會年獎、香港園境師學會設計獎、優質建築大獎
及環保建築大獎等獲得表揚。



阿蕾亞烟氣處理與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AREA IMPIANTI S.p.A. 
(意大利 / 展位號：6-D15)

意大利阿蕾亞是一家專注於烟氣處理的公司，產品利用最先
進的技術，能有效減少排放污染物，包括酸性氣體、灰塵、
二噁英及氮氧化物等，適合應用於垃圾焚化廠、玻璃廠、鑄
造廠、精煉廠，以及輪胎焚燒廠等。

此外，阿蕾亞還為客戶設計、製造及安裝熱電聯產廠。通過
燃燒、發酵及厭氧消化處理，把農業廢料、污泥和生物質轉
化為有價值的電力及熱力。

Aspiro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8)

Aspiro 是著名的室內空氣淨化產品製造商，專門為基礎設施
及工業用戶，如：機場、酒店、公共建築、學校、醫院、辦
工室、工業廠房等，設計合適的空氣流通淨化系統。

IAQC 系統是 ASPIRO™ 的創意產品，由以下專有的高科技
術組成：

 專有的光催化過濾模塊；

 經醫學驗証的殺菌紫外綫系統；及

 專利的電動碳處理器

產品有效消除空氣中有害及刺激性危險物質、細菌、烟霧、
異味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獨特的產品設計有效改善空氣提
取、冷卻、清洗和供應過程。除了為客戶提供較高的隱定性
外，同時減低了保養維修的成本和噪音，能源的使用量亦可
減省達約25-30%。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
Baguio Green Group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02)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為香港領先的綜合環境服務供應商，
擁有逾34年歷史，提供四大類型服務，包括：清潔、園藝、
蟲害管理、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展望未來，碧瑤致力成為香港最綜合及可靠的環境服務供應
商，亦將會大力拓展廢物收集、分類、回收及處理服務，種
類包括機密資料、廚餘、塑膠及玻璃等。

聯誼工程有限公司
Associated Engine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2)

TUBES是一個依靠微生物自身發熱處理廚餘的系統，能夠
大大減低用電量以及碳排放量。廚餘進入滾筒經過14-21天
的消化分解後，可轉化成堆肥，適合種植及園藝。

TUBES有不同的型號，能夠處理20公斤(80人)到1000公斤
(4000人)的廚餘供客戶選擇。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Beyond Pacific Resources Co., Ltd 
(泰國 / 展位號：3-D15 )

Beyond Pacific Resources專門為飲食業、酒店和物業管理
等行業提供100%無毒，無化學物的脫脂劑。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Biomax Technologies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3-E16)

Biomax Technologies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綠色技術公
司，擁有一個屢獲殊榮的專利解決方案，管理所有類型的有
機廢物。

我們的快速高溫消化系統能在短短24小時之內，將食品及食
品加工廢棄物、農業廢棄物和動物糞便轉換成100%的優質
有機肥。它是在廢物管理行業的同類產品中速度最快的方法
。該系統結合了特別設計的消化器和專有酶，在乾淨、可持
續的方式下分解有機廢物。個系統能提供閉環操作，把廢物
轉化為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
BioZon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2)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專業從事空氣淨化設計及生產，是紫
外線於商業及工業應用的全球領先者。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的空氣淨化裝置有效殺滅細菌、病毒
、霉菌、甲醛等可揮發有機污染物(VOCs)，以及去除異味
。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BMI Environmental Consultanc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20)

邦盟滙駿環境顧問有限公司在環保領域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
技術。我們因應客戶不同的需要，在環境、可持續發展、碳
及能源等各方面，為他們提供最專業的服務，不論是從降低
成本和能源消耗量，或是提高營運效益等目標出發，我們都
可以為客戶制定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服務範圍:

 環境審核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風險評估
 碳審計 / 能源審核
 污染場地的評估和補救措施
 廢物處理 / 商業回收
 企業可持續發展

寶馬汽車(香港) 有限公司
BMW Concessionaires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B21)

BMW集團始於2007年展開可持續發展汽車研究計劃，重塑
品牌形象，以迎合未來世界的交通發展；並以此大前題由零
開始，經反覆研究及試驗，創製出全新品牌 BMW I。在香
港首先推出的BMW i3 電動車是首部結合BMW 一貫駕駛樂
趣、舒適豪華駕乘享受，同時兼備環保實用功能的電動汽車
。BMW i3 以劃時代的環保設計，吸引全球目光，也是香港
首部發售之歐洲豪華電動汽車；輕量化的碳纖複合物料車架
，先進的電能動力系統，由車主及乘客角度出發之設計及人
工智能系統，結合寶馬汽車一貫的駕駛樂趣，為大眾揭示未
來汽車的全新面貌。

Caballo Living Co.,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J11)

Caballo living的產品主要來自歐洲，而產品所針對的市場，
主要為園景建造，園藝及私人花園。我們積極為環保作出努
力。所有產品均合乎環保要求；而大部分產品和綠化有關。
例如綠牆建造系統 (green wall system)、花盆、溫室及地面
鋪裝物料等。只有優質產品，才能持久耐用，減少對堆填區
做成壓力。所以我們公司產品的定位，以選購歐洲優質產品
為主。

德國 KHW Immodest Ready Mix Joint Filler 石隙填料，專
為綠色建築而設，為園林景觀的地面鋪裝提供環保又美觀的
填充材料。用後永久不會有雜草滋生，而且材料能夠排水，
防止地面積水而產生蚊患，更為地表降溫。

Danish mini greenhouse 丹麥蔬菜小溫室能提供都市種植環
境，可用於大廈天台種植，為天台降溫之餘，更可減碳排放
，及提供食物製造。提高都市人的環保及綠化意識。
Lechuza 德國自動灌溉花盆，採用環保物料，為室外內環境
提供簡單及美觀的綠化器具。而又容易解決灌溉問題。既方
便，又可節省灌溉用水。Lechuza 令繁忙都市的綠化工作更
容易。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齊合天地(香港) 有限公司
Chiho-Tiande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4)

齊合天地是中國其中一家最大的混合廢金屬回收商。我們提
供一站式安全和負責任的回收服務，包括：

廢金屬回收 – 擁有超過20年的經驗，我們是少數擁及經營
自己的金屬鑄造廠的金屬回收商

電子產品回收 – 我們的回收過程是安全和符合環保要求, 而
且能夠提升至最大的回收率

機密電子數據銷毀服務 – 確保你的廢舊電子產品中的敏感和
保密資料在回收時得到保障

中國節能環保(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China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ng Kong) Investment Co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C12)

中國節能淺層地能利用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居世界領先地位，
已在全國20多個省市實施了700多個項目。

中國節能擁有國內最大規模的城市垃圾及農林剩餘物處理能
力 (3.436萬噸/日，約占全國市場份額的15%)。專案包括國
內第一個國產化 (爐排爐) 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第一個具有
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秸稈直燃發電項目、第一個污泥焚燒發電
項目等。

重鋼CCPP-CDQ項目－全國最大的協力廠商投資、運營餘
氣餘熱回收利用項目，鋼鐵領域第一個餘氣餘熱綜合利用零
排放示範項目，總裝機35.5萬千瓦，可滿足新廠區生產主線
75%的用電需求。

城市創富有限公司
City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02)

城市創富有限公司為客戶提供當今最先進之一的德國垃圾熱
裂解技術，此技術的核心是在垃圾處理過程中不僅把二次污
染減至低於歐盟要求，甚至有些低於十倍以下，幾乎完全沒
有產生二噁英(dioxins)、呋喃(furans)及重金屬，煙氣成份簡
單，多出的高溫煙氣能量亦可用來發電自用和輸入電網。

CK Polymers (Hong Ko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F05)

CK Polymers (HK) Limited 在香港成立於2004年，以向亞洲
市場銷售附合環保的回收塑料作為目標。

CK Polymers (HK) Ltd在英國及愛爾蘭擁有強大的供應商網
絡，我們能夠為亞洲及東南亞市場提供高質量的環保回收塑
料。

我們提供給亞洲客戶的環保回收塑料包括：聚苯乙烯、ABS
樹脂、聚丙烯、聚乙烯、工程塑料 (如尼龍、聚碳酸酯工業
剩料、混雜塑料、打印雜破碎、冰箱料、電腦及電視機殼等
等)。



漢豪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Concord Holdings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04)

漢豪實業(香港)有限公司成立於1988年，為客戶提供的產品
包括 Seinan water permeable concrete paver 和 Seinan 
Palm Rock,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皇冠汽車有限公司
Crown Mo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C21)

為進一步實踐綠色駕駛，皇冠汽車創業界先河，將豐田及日
野目前最成熟的車用環保油電混合動力系統，運用於一系列
的私家車及日野300混能輕型貨車中，為市場提供多一個環
保選擇。

日野300混能輕型貨車
於柴油及電力的混能系統配合及應用下，日野300混能輕型
貨車的整體油耗表現全面被提升，排放亦大大減低，貫徹環
保的設計概念。從企業及商家的角度，它必定是最佳低成本
及高效率的選擇，定能提升企業形象。

CTTC-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8)

智慧城市無線監控系統 搭載先進物聯網技術，由頂尖跨國
研發團隊開發。

特點包括：

超低耗電量 - 一年以上的電池續航能力，可配搭再生能
源系統；

 雲計算和存儲 - 隨時隨地於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接入系
統 ；

 跨域監測 - 空氣品質、水品質、 電力、植物生長等擴充
功能，全聯繫於一個平台上。

錠則利佳營造夥伴有限公司
DARG Partn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1)

SEAG 高透光節能隔熱膜

 市面上最高清的玻璃窗膜，透光
度達91%，透明及無色

 世界23國註冊專利的隔熱塗層技
術，有效節省高達40%用電

 100%有機物質製成，不含金屬

 阻隔99%有害紫外線

 防結露、防爆

陶瓷水BY50 (新產品)

 有效分解甲醛及有害物質

 能抗菌、殺菌、除臭

 效力持久

 安全可靠 / 無毒、可食用不損害身
體

 完全不損壞生態環境、無色無味

 適合用於家居、醫院、護老院、學
校、食品工業等等



Dorset Green Machines B.V.
(荷蘭 / 展位號：3-E06)

來自荷蘭的Dorset Green Machines是一家領先於生物質干
燥系統裝置及相關設備的製造企業，主要專注於處理生物質
廢物產品的商業方案；我們是使用殘餘熱量來把生物質廢料
(如糞肥、木材、沼渣沼液和污水淤泥等) 變干燥的專家。

我們提供任何從即插即用的獨立方案，到處理全套有機肥料
的製造廠房配合解決方案。

高溫分解廠房是公司最新發展的方案，能把生物質轉化成
50%油或氣及50%生物碳；油及氣為綠色能源提供燃料，而
生物碳則能作為濃縮肥料。

渠務署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B26)

渠務署成立於1989年，致力提高本港的防洪水平，並提供
既有效又環保的污水收集、處理和排放系統，以保障市民的
安全和健康。

污水處理設施
現時全港所產生的家居、都市和工業污水，超過93%是經過
處理後再通過排放管道排放。

再造水生產設施
為減少沙田污水處理廠的食水消耗量和從保護環境方面更能
好好利用已適合排放的放流水，渠務署於沙田處理廠加設再
造水生產設施，每日可再淨化一千立方米經二級處理和紫外
光消毒的污水，以便生產再造水，用來調製聚合物，以及灌
溉植物。

再生能量應用 – 生物氣
本署其中四間大型二級
污水處理廠，均採用厭
氧消化方式處理污泥。
在消化過程中產生的副
產品生物氣，是一種可
再生的燃料。

達爾思製造有限公司
Dust Free Manufactur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7)

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德薩斯州萊斯市的DUST FREE (達爾思)
創立於1982年，由班納德家族所擁有。作為室內空氣品質
(IAQ)的專業生產商，其設計及供應的空氣淨化設備如：空
氣過濾器、紫外線殺菌器及光觸媒空氣淨化系統等均對患有
空氣過敏症的病人尤其見效。

過去二十年，香港多項聞名的建築項目均採用達爾思的產品
，足以證明達爾思是其中一個優質、高效、可靠的空氣淨化
設備產品主要供應商。

Eco Concepts Asia Ltd. 
(香港 / 展位號：3-H19)

Eco Concepts Asia Ltd. 是一家供應 green concepts® 環
保清潔產品的供應商。產品已獲得多個國際綠色認證：
Green Seal (美國)、EcoLogo (加拿大)和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澳洲) 等。

此外，我們還是香港環保採購約章的資深會員，確保產品符
合國際環保標準，對人類和環境無害，及比傳統清潔產品更
有效。所有產品都是用天然可再生原材料；成分可100%生
物降解；無或極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無毒。



億高來來全球有限公司
Ecolala Earth Co., Ltd.
(香港 / 展位號：6-D11)

億高來來全球有限公司提供世界最先端的高性能光觸媒製品
及總合解決方案。

Ecolala燈觸媒可視光型光觸媒，可視光黄色等級，世界最
高級，可對應室内光。快速分解有機有害物、細菌、霉菌、
病毒、煙臭、VOC、甲醛等，徹底解決產生臭味的源頭。

使用納米滲透技術和磷灰石覆蓋技術，令其功效可達至半永
久。

怡科羅(南京)異味控制技術有限公司
Ecolo Odor Control Technologies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自1973年以來，怡科羅（ECOLO）在異味控制系統的製造
和發展方面一直都是領先的專家，專業為客戶提供污水，固
體廢物，食品生產，石化行業異味控制服務。

怡科羅（ECOLO）生產超過60種不同的專利和專有配方的
液體，應用超過30種設備。其中包括氣味中和劑和霧化反應
，蒸汽和噴射系統，以及生化興奮劑，改變了大量的各種有
機廢水的氣味的產生。

通過多年的研究與發展，及對工業配方的收購，自2004年
開始，怡科羅（ECOLO）自豪地為大家提供了氣味控制業
界最完善的產品，在超過30多個國家中擁有200多個經銷商
，包括中國這樣一個亞洲區域總代理，在世界範圍創造了一
個卓越的品牌。

環保園集團有限公司
Eco-Park Holding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20)

環保園集團有限公司專門開發綠色塑料解決方案，為客戶提
供循環再造塑料及可生物降解塑料，物料適合用作製造手提
袋、餐具和食物器皿等等。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雅高環保(香港)有限公司
Ecopia (Hong Ko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E01)

雅高環保 (香港) 有限公司代表南韓廚餘設備系統生產商－
雅高環保，把最新科技引進香港，設備由家用廚房整合設備
到大型堆肥設備均有提供。EX系列更有效將廚餘化水，並
附合香港環保署水質排放要求。產品暢銷日本及美國多年。

雅高環保於2013年及2014年，分別生產出全球最細及最大
的同類型設備，領先全球。

家用廚房整合設備是雅高環保代表作，行政總栽諾先生是全
球首位開發及推出該類產品的業內人仕，技術領先全球。



好環境環保產品有限公司
EcoRite Environmental Products Ltd.
(澳門 / 展位號：3-J06)

水御衞超級離子水是100%可降解非化學
劑環保鹼性負離子洗潔水系列產品，酸
鹼值達pH12.5，水御衞能有效清除表面
性油污與殘留化學劑、農藥、氨硫化合
物等有機物，不含金屬、氯化物、卥化
物。由於不含介面活性劑，清潔時可節
省大量用水，對環境、食物且不損皮膚
，人畜安全，可用於家居及工商業的清
潔，包括酒店、餐館、學校、醫院、安
老院、診所、食品廠、公共設施、交通
工具等衛生清潔，省時省力。

廣東益德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Ecot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中國內地 / 展位號：3-H17)

廣東益德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設計、製造和銷
售於一體的高新技術企業。主要生產經營可完全生物降解的
產品，如餐具、食物容器、杯碟、托盤、膜類產品及飯店用
具等等。

所有產品均由玉米澱粉製成，可於天然環境分解。產品符合
FDA、OK-COMPOST、OK-BIOBASED、SGS、BPI、
EN13432 及 ASTM D6400要求。

生科環境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EcoTech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Technologies 
Co., Ltd. (澳門 / 展位號：6-A07)

蘭森LED燈
使用嶄新科技設計，在耗電耗的情況下，亦能輸出高亮度效
果，而其顯色性更比其他同類產品優勝，使用家在黑夜中仍
能看到環境原來色彩，清淅影像盡現眼前，產品更比一般傳
統LED燈壽命更長。

EM Intelligenc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07)

EM Intelligence 為客戶提供中央空調的節能方案。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EM Korea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8)

EM Korea 於1987年成立，是一家以先進製造技術，尤其精
密機械見稱的公司。致力發展水力電解系統，其自家開發的
氫技術更處於領先地位。EM Korea 製造的 Eco-Crobe 是一
個可用於食物及工業有機廢物的發酵及分解裝置。公司不斷
精益求精，改良新技術，為增強用家的信心。

廚餘分解機 －能於 24 小時內把 90% 的廚餘分解及消減。
此機最尾的程序配備 8 層的除臭過濾設備。Eco-Crobe 半持
久地用於管理微生物。處理後，剩餘的粉末能用作固體燃料
或肥料。

工業有機廢物分解機
－Eco-Crobe 能以微生
物於 24 小時內處理
80-90% 的有機廢物。

氫電站－EM Korea 於
韓國大邱廣域及另外 3 
個地方興建電解式氫電
站，能一天替 20 輛電
動車提供氫氣充電。

Enevo Oy
(芬蘭 / 展位號：3-E22)

Enevo Oy 是智能物流優化解決方案的全球領先者。解決方案
有效應用在廢物處理上，為業界帶來重大裨益。

Enevo ONe 是用於量度及預測垃圾箱滿溢程度的無線感應器
。產品可自動制定智能的收集模式或計劃，以最快捷高效的
時間表及路線來清理垃圾箱，免去不必要的人手及運輸時間
。

無線感應器

安和環保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nviro Process Technolog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7)

安和j專門為污水及工業廢水、水泥廠清潔用水等提供一套
完整的污泥管理解決方案，從污泥沉澱，污泥輸送，到污泥
脫水和處置。

安和十多年來累積了豐富的水處理經驗，為客戶提供一流的
服務，深得客戶的信任。

Eurolite Group
(新加坡 / 展位號：6-F01)

風力發電機組技術的另一突破！

經過多年的研究和現場試驗，
EUROLITE 集團－CygnusPower
G & C 成功完成了水準軸風力發
電的發展。

這種獨特的下風 500W 水準軸風
力發電，可以從任何方向以每秒 2 
米的速度 24 小時旋轉發電。它可
以並排安裝在任何地方，如：屋
頂、山區、邊遠地區，或者一個
較小的區域。這意味著它能產生
很高的能量，而安裝的面積卻很
小。我們的發電機組容易運輸、
安裝、拆卸和改裝到另一位置。

CygnusPower G & C 也已成功地
完成了 AFPM 無槽發電機，效率
高達 90% 以上。連同高效率葉片
、控制器和發電機，我們的
HAWT 所產生的電力，比普通風
力發電機多達 30%。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
Foundation Applied Technolog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7)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為一家香港註冊公司，成立於2007年
。公司業務主要以生物科技生產的酵素改善空氣質素。

眾所周知，「Bio-Fresh」這個商標的產品有效去除異味及甲
醛，適用於洗手間、酒吧、吸煙區、垃圾收集站至大型公共
設置，如污水處理廠等。

目前，來往香港及澳門的高速船正採用Bio-Fresh產品，去除
船艙內因乘客不適嘔吐帶來的異味。

Fintrade Mercer Advisor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0)

Fintrade-Mercer Advisor Ltd.專業從事城市生活垃圾管理、
電子廢物管理、廢物管理等，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和最
優良的客戶服務。

其他方案和服務還包括：

- 空氣質量 / 生物燃料 / 海洋污染
- 能源效益及節能
- 環保產品和材料
- 環境工程解決方案及服務
- 水質及工業廢水
- 控制、測量和實驗室技術
- 環保服務及研究
- 綠色建築解決方案與服務

G&G Technology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2)

韓國 G&G Technology 的成立志於開發能發現及維持清潔
和純淨的地下水，以及改變既有保護地下水方式的技術，並
研究及應用不同的技術以達至維持/保存地下水源的清潔和
純淨的目的。

包裝式灌漿裝置
安裝以矽膠製成的包裝式裝
置，防止被污染的地下水從
井口的上部流入，從而提供
潔淨的地下水。

CleanMax –Y
這是一個安裝於地下水鑽洞
頂部表面的保護性封閉管道
，用於防止外來的污染物進
入地底水洞。以束縛或固定
楔子及螺絲的方法連接排水
口及供水口，能確保操作時
即使受到高水壓也不會做成
滲漏。

包裝式灌漿裝置 CleanMax –Y

滴滴佳環保系統有限公司
Gainberg Environmental Systems Ltd. 
(香港 / 展位號：6-E14)

滴滴佳研發團隊主要從事生物智能空氣淨化技術的研發和利
用，把研發出的一系列產品推廣到市場，務求把最前線的科
研成果應用到日常生活裡。

空氣淨化技術 - 利用超臨界流體萃取技術，從多種精選的植
物中提取精華成份精製而成的消毒淨化劑，不但可分解飄浮
於空氣中的有害物質，還可消滅引起流感、呼吸道感染等疾
病的細菌和病毒，具有消毒除臭功能，能確保空氣持久清新
，並且減低鼻敏感症狀。經檢測，該淨化液對甲醛、苯等有
害物質的去除率達到 90% 以上，滅菌率更高達 99.99%。



加力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Garlic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9)

加力國際是上海復振科技有限公司的出口代理。上海復振採
取了中醫概念、加上對古代醫書的鑽研所獲取的精粹，經
15 年時間研發了一系列天然的植物源袪味抑菌液。

Odorclean (PEDAL) 是由多種植物萃取精華復配而成。產
品具備不同的級別，主要有消除氣體、氣味及殺菌消毒兩個
功能。

應用範圍：
 垃圾堆填區及垃圾中轉站
 污水處理廠
 公廁、賭場、酒店、卡拉 OK
 農業 (土傳病土壤修復)
 裝修工程 (消除甲醛、笨、TVOC等)
 油港清洗業 / 船舶維修業經 (油氣快速消除)
 家居、寵物系列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
G-Link Develop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6)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近年以致力發展及推廣有助於環境保護的
產品和服務。公司凝聚一群熱心推動環保的各種專業人才，
專心致意為客戶策劃節省能源、減低污染、避免破壞環境及
能持續的方案。

更多的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環保動力電動汽車有限公司
Green Dynamic Electric Vehicl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5 / 3-J21)

環保動力電動汽車有限公司是中國動力 (控股) 有限公司 (股
票代碼：00476) 的子公司，致力於研發電動汽車整車，以
及電機和驅控系統。

目前，我司正與香港生產力促進局合作，打造首個香港本地
研發的電動巴士品牌。我們的永磁同步電機及內置的驅控系
統，不需要使用變速箱，適用於所有新能源汽車和傳統車輛
、改裝車型，輔以全承載的輕量化鋁合金車身技術，為業界
提供領先的新能源汽車解決方案。

Green Environment Centers Association 
(韓國 / 展位號：3-J07)

根據於1994年修訂的 [環境技
術發展及支持公約] 
([Environm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Act])，本中心成立的目的為推
廣及建立綠色發展的基礎，並
與韓國政府、環境專家及社區
組織一同解決現有的環境問題
。

所有18間中心現與相關的大學、研發中心及行政組織合
作，共同解決環境問題，並發展及提供可行的技術予商業
機構；GEC更養育商業機構及本地社區所需要的環境專
家。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Point EC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0)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改善人類生活及綠化地球為目
標，在節能環保方面不遺餘力，積極開發及推廣新穎產品，
以應付社會需求。

Ecomesh 是最新、最有效的節能產品，能廣泛應用在各類
型風冷空調機組、冷庫、凍櫃等等。通過簡單的外圍安裝，
能在零增耗情況下，減少 20% 或以上壓縮機的負荷和電力消
耗。

Ecomesh 無需維護保養，耐用性持久，且穩定可靠、無毒無
害，亦符合生態及環保要求，是一投資少，回收期短的最佳
節能環保產品，家居、商場、超市和餐廳等均適合使用。

青木貿易有限公司
Greenwood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3)

木貿易有限公司2008年在香港成立，產品包括 ECOLED 
LED燈，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綠心園藝
GS Garden 
(香港 / 展位號：6-G03)

儲水式綠牆及一站式園藝方案

 植物牆的數目可以無限地伸展，並附有自動灌溉系統使水
份平均分怖於各植物牆

 簡易的安裝方法既方便垂直和水平地種植，亦能節省用水
和時間

 這綠化概念適用於香港細小的居住空間，亦能用於酒店、
餐廳和各類型大廈的綠化項目

 綠心園藝更提供一站式園藝方案包括規劃,設計，保養及
租售儲水式花盤及綠牆

 更可提供室內外植物, 並有專人安裝

Hatch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Hatch 是一家為採礦、金屬、能源及基建行業提供環境工程
顧問服務的公司，協助客戶從項目的概念設計到全面施工。

我們擁有一萬名專業員工，為全球150個國家的項目提供服
務，亦於中國北京、瀋陽及上海設有辦事處約有200名員工
。

Hatch 於環境工程擁有廣泛的能力，包括用於治金及能源行
業的空氣排放監控系統。我們希望能為被明令減排的生產廠
房提供相關的顧問服務。



凱安(微氣泡)環保科技公司
Hillon (Micro Bubbles) Eco Technology Company
(香港 / 展位號：6-C19)

安捷有機廢氣降解系統 (超氧納米微泡系統) 能有效分解不
同的有機廢氣。微氣泡自然壓壞現象會產生超聲波、高溫和
高濃度負離子，創造了降解 VOC 的有利條件，配合噴霧和
氧化技術，能進一步加強分解的效率。

安捷有機廢氣降解系統 運行成本低，對比傳統工藝，有很
多優勢，適用於生產過程中釋放有機廢氣的行業。

安捷臭味降解系統是一種智慧環保型的噴霧系統，有效和快
速去除現場的各種臭味，適用於家庭、商業和工業場所。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
(意大利 / 展位號：3-E20)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是一家活躍於開發和銷售創新循
環再造技術的意大利公司。

解決方案涉及多個範疇，包括：城市固體廢物、汽車及鹼性
電池、太陽能電池板和廢電子等等。先進的循環再造技術旨
在實現卓越的環保及循環再造理念，優化現有資源，把「問
題」轉化為「機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 / 展位號：3-C27)

香港房屋委員會一向致力為公營房屋的居民締造綠色和健康
的生活。我們工作的每個範疇由房屋規劃、發展，到屋邨維
修、管理，都貫徹著我們對環境的關愛。而承辦商、居民和
社會大衆均是我們在環保路上的密切夥伴。

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Purifier Center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5)

2002年，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成立於香港。本公司致力於提
供專業的顧問服務和環保產品以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從
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MEDAIR 601和504是專為0.01及0.3um的微粒包括煙、
PM2.5等而設計，並有效地殺死細菌和病毒。本著愛護環境
的信念，MEDAIR 更研發出無需更換耗材的空氣淨化器。為
了更有效處理不同空氣污染問題，MEDAIR 備有四款針對不
同空氣問題而設計的過濾倉，助用戶輕鬆解決問題。



香港有機資源再生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Organic Waste Recycling Centr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2)

香港有機資源再生中心(HKOWRC) ，致力於協助客戶提供
一站式有機回收服務。服務香港各類型廚餘生產者，包括私
人公司、工商業、以及政府機構部門的客戶，提供切實可行
的解決減費方案，協助收集廚餘及其他有機垃圾，以改進其
環保表現。HKOWRC於2011年成立，結合本地學術專家及
外國處理有機廢棄物的技術和經驗，針對廚餘問題提供最佳
方案。HKOWRC採用國際最新生物科技及大型儀器，為本
港各類型有機廢棄物生產者，提供一站式回收及物料再生，
配合全面的公民教育及市區推廣項目，為香港譜寫有機廢棄
物處理的新一頁。

堀正國際有限公司
Horimasa International Co 
(香港 / 展位號：3-G12)

VEGILAB™ 室內垂直生長系統利用創新的魚菜共生技術於
室內種植「有機」蔬菜。通過使用多種波長的 LED 燈，使
室內種植的效果亦有如室外。

AP-mini 是一個水槽魚菜共生系統。我們在魚缸上作出了一
些特別的設計，令您同時享受養魚種菜的樂趣。

Smart-Aqua life 亦是一個利用魚菜共生技術的系統，可供
餐廳或酒店作裝飾及提供新鮮蔬菜。

VEGILAB™室內垂直生長系統 Smart-Aqua life 

HOSAN P&T 
(韓國 / 展位號：3-H02)

HOSAN P&T 是一家來自韓國的環保膠紙製造商。旗下產品
均取得韓國EQ認證、環保標籤及綠色技術認證，並建立水
性乳化劑類的塗層技術。

透明OPP水性膠紙
跟傳統油性膠紙相比，水性的近乎是無臭及不含有毒元素。
高度耐用，時間越久，黏性越強。這更是韓國唯一一款無聲
的水性膠紙。

棉質膠貼
棉質膠貼擁有跟透明OPP水性膠紙同類的特性，並有更多顏
色切合不同的需要。以含水的顏料製造及上色，絶對是無害
及環保的產品。

琥珀光學香港有限公司
Huper Optik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06)

琥珀光學 於1997年。它推出
了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款
納米陶瓷隔熱膜，被廣泛應
用於航海、建築及汽車市場
，將窗膜行業帶入了納米陶
瓷新紀元。

琥珀光學的誕生，是結合了來自三個不同國家的四所機構和
企業六年多的努力。這些機構包括了：

 德國 弗勞恩霍夫研究所
 美國 韶華科技
 新加坡 生產力與標準局
 經緯控股有限公司



華一汽車科技有限公司
Infotronic Automotive System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7)

華一汽車科技有限公司是為汽車及環保車聯網業開發、生產
及推廣電子控制單元的公司。

主攻產品為:

 被動式/主動式安全產品，包括主動安全帶系統、駕駛安
全輔助系統及行人警示系統。

 提供各汽車通訊協定如CAN/LIN, FlexRay, AutoSAR系統
集成解決方案，包括整車控制系統(VSC)、EV電機控制
器 (EMC)及EV電池管理系統(BMS)。

 集成數位化儀錶，包括全屏TFT、雙屏TFT及單屏TFT儀
錶。

 車隊管理，智能建築和智能政府基於網絡的經濟高效的
遠程信息處理解決方案。

依斯塔國際
ista International GmbH
(德國 / 展位號：3-F15)

依斯塔國際 ista是全球在能源、水及其它輔助費用計量服務
的最具影響力的公司之一。公司有超過100年的歷史。

依斯塔國際 ista為各類客戶包括物業公司、業主和能源企業
，針對熱、冷水的消耗量提供計量方案設計、設備供應、安
裝、計量和以實際消耗為基礎進行費用確定的服務。通過優
質的產品和良好的服務，費特拉公司在全球合理使用水、熱
、氣等能源方面做出了非常重要的貢獻。

除歐洲市場外，依斯塔國際ista還在全球25個國家的市場，
其中包括中國和俄羅斯等開展業務。依斯塔國際ista在全球
80個分支機搆共有4300名員工，大約有1000萬客戶戶，管
理5000多萬塊計量表。

(株)洁宜特
J-E Tech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2)

CY-BAG (旋風布袋除塵器) 是把旋風離心力技術與濾布布袋
除塵技術融合在一起的產品，能夠減少初期的投資費用，提
高除塵效率。通過濾布的使用令壽命增加，能夠看到減少營
運費用的效果。

嘉信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Ka Shu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澳門 / 展位號：6-A05)

1. 環保科技、建築垃圾資源回收、廢棄照明光源處理、廢
機動車輛資源回收、廢植、礦物油再生、化學危險廢物
處理、廢棄電子電器處理、生物質垃圾資源化綜合利用
、廢舊輪胎處理、廢水、廢氣、防訊的治理;

2.  環境保護設施的設計與建設及營運:

3.  廢物管理整體解決方案

4.  為企業各個發展階段提供一站式環保服務;

5.  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



KNR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6-C12)

擁有多年環境保護分析範疇的經驗，KNR為客戶提供高技術
儀器及相關的定製服務。其產品專為分析空氣質素及水質而
設，適用於農業和氣象的監察。

APK2950系列在線
VOC監測系統 – 特
別為分析周邊空氣及
水中的VOC含量。此
高技術儀器能讓用家
連續地監測VOC及以
其作樣本，分析ppb
及ppt的水平。

Korea Water Technology Inc.
(韓國 / 展位號：3-H02)

韓國KWT公司專注於電滲透污泥脫水技術的研發和設備生
產，在世界上首次實現了無添加低能耗地將含水率80%的污
泥處理到含水率60%。公司率先將電滲透脫水技術商業化並
成功地開發出不同型號的設備進行商業化生產運營。多年來
，公司在電滲透污泥脫水處理技術方面積累了豐富的經驗，
我們將不斷更新細化產品，滿足不同客戶的需求。未來我們
將會繼續研發如何將廢棄物（如污泥）轉換成可供使用的燃
料，並不斷深化水處理核心技術的研發。

電滲透脫水機是安裝在機械式脫水機（一次脫水機）後端的
二次脫水機——深度脫水機，將含水率80%左右的污泥脫水
至含水率60-40%。通過電滲透原理脫除水分，不用投加藥
劑，環境友好的污泥脫水工藝。而且，相對其它脫水設備單

位能耗更低，並且可
以連續工作。電滲透
脫水機可以和其他熱
干化設備聯合使用，
建立新的污泥烘乾體
系。 KWT的電滲透
脫水機型號齊全，可
以滿足多種條件的選
擇使用。

昆山依拉勃無管過濾系統有限公司
Kunshan Erlab D.F.S. Co., Ltd 
(法國 / 展位號：6-G15)

依拉勃公司於1968年在法國成立，並在1971年首創了第一
台致力保護化學實驗人員的無風管淨氣型通風櫃，創立了
「Captair」品牌。

目前，約有 100,000 餘台 Captair 無風管淨氣型通風櫃服務
於全球45個國家和地區。

依拉勃2009年推出了Captair Flex系列，深受業界歡迎，靈
活的模組化過濾系統可以根據實驗的化學品變化而相應進行
變化，為實驗人員提供一流的保護。

LABZONE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6-D16)

LAB ZONE Co., Ltd. 成立於2000年，多年來專心從事研發
工作，以創新意念來提升實驗室環境為目標，成就更方便、
安全、清潔及實際可靠的實驗室。

Tamrein 實驗室空氣淨化器

 能去除高毒素的化學物、異味、細菌、微生物及病毒的

高效、長壽耐用的混合過濾器

 4步複合物過濾系統

 含新技術的混合過濾器，能吸收及以光學催化變質物

 消毒過濾器 (臭氧/陰離子) 能消毒細菌、微生物及病毒

 不留臭氧於室內

 大範圍覆蓋 (約 1.6 米高)



彩麗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Magical Film Enterprise Co. Ltd. 
(台灣 / 展位號：3-H15)

彩麗薄膜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領先的塑料薄膜製造商。

彩麗薄膜：

 100% 環保材料，減少碳足跡

 符合 FDA、ROHS、REACH 及 OK COMPOST 要求

 可易於與塑膠或紙張貼合加工

 具有光潔的表面和高度的透明度

 為薄膜流延壓出級製造

 原料來自美國 Nature work 的 Ingeo 植物，並非石油

 厚度均勻、韌性佳、易印刷、可扭結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
Marko Tack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F09)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開發、生產和銷售節能窗
膜的專家，旗下的節能解決方案能夠照顧各類型的玻璃系統
。

SOLUX®節能窗膜是該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它不僅高效
節能，更可減少太陽熱能60–90%，並阻隔99.9%的UVA和
UVB光線。

Menergy Corporation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在中國地源熱泵領域，楓葉能源是第一家完成從全面系統設
計到地下參數檢測，空調設備製造，重點專案施工，區域地
熱能系統開發戰略佈局的專業化企業。

楓葉能源公司憑藉精準的設計、專業的施工和周到的服務，
承接了大批工程項目，為眾多用戶提供了滿意的節能系統，
為行業打造了多項精品樣板，多個專案成為行業第一。

Milan Ecowood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G08)

Milan Ecowood 是新加坡一家擁
有專利技術，獨家開發製造 Milan 
生態複合木料的公司。公司至少
有150種不同材質的產品，創立以
來一直致力於開發新的產品，以
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

作為市場先驅，Milan Ecowood
已經在中國市場完成多個項目，
在木料領域出類拔萃，傲立市場
。如今公司已經快速將市場擴大
到馬來西亞、緬甸和印尼等亞洲
其他地區。

Milan Ecowood 的產品既實用又美觀，優雅的質料不僅可以
營造精緻的環境氣氛，其優良的耐屬性（防水、防火、防白
蟻）還提升了裝修的品質。



MOBA自動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MOBA Mobile Automation AG 
(德國 / 展位號：3-F11)

MOBA 自動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製造流動機械的電子
製造商，產品包括：建築機器、垃圾收集車輛及農業機械等
等。

MAWIS 是一個 MOBA 系統，以射頻識別系統 (RFID)、衛
星追蹤系統 (GPRS)、衛星導航系統及相關軟件方案來分辨
不同的收集箱，支援減低處理廢物的成本及垃圾按量收費。

M-Scale 是一個用於垃圾收集車輛的稱重系統，備有自動及
非自動操控以配合不同種類的升降及起重配件。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
Nano and Advanced Materials Institut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4)

NAMI進行及支持市場主導的納米技術和先進材料研發工作
，主動尋求與商界合作的機會，並致力達成技術商品化。

NAMI致力研發以下五個核心領域之技術：

- 可持續能源
- 固態照明及顯示
- 建築及屋宇材料
- 環保技術
- 生物及保健

Onoolloo Corporation
(美國 / 展位號：6-E08)

美國公司 Onoolloo Corporation 是環保煮食爐的先驅。我們
的 Vegi-Stove 環保煮食爐能以任何類別的植物油，甚至重
複利用的煮食油作燃料使用，而不會釋放有害物質，尤其適
合農村使用。這是一個無可匹敵的產品，對於發展中國家更
是協助解決社會及生態問題的必需及有效方案。

此爐頭能產生大量高強度熱能，以安全的室內煮食、節省烹
調及減少收集木材來生火的時間，換來農村人民有更多接受
教育及賺取收入的機會，從而改善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OpenAire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OpenAire Inc. 於1989年在加拿大成立，是專業設計、生產
和安裝可開合屋頂及大跨度鋁結構屋頂的公司。產品被廣泛
應用於大型水上樂園、游泳館、健身中心、酒店、商務中心
及私人別墅泳池。獨特的個性化設計，豐富的生產和加工經
驗，完善的售後服務系統使得 OpenAire 的產品獨樹一幟，
並始終保持世界領先地位。

使用可開合屋頂，即符合現代「綠色革命」的設計潮流，滿
足了節省能源的要求，極大降低了運營成本，又讓人們在盡
情享受樂園設施的同時，重溫回歸自然的感受。智能的電動
操控系統使屋頂的可開啟面積達到 50% 至100%，配合雨雪
感應器、煙感報警裝置、溫度感應器、濕度感應器、風速感
應器等，並可與建築整體控制系統鏈接，無論在陽光明媚的

春、夏、秋，還是雨
雪交加的冬季，我們
的產品都能給用戶提
供舒適的環境。室內
空氣中所含的氯氣及
其它有害的化學成分
都被這種自然的空氣
循環系統排到室外。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
Perfect Green Suppl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2)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致力為客戶提供一個綠色的生活及工作
環境，透過供應安全優質的環保產品及特殊專業設備，我們
的專業服務團隊能因應個別客戶需要，度身訂造各項合適的
環衛方案。

我們提供一站式廚餘管理方案，具有各類廚餘機的安裝、操
作及保養經驗，服務對象包括屋苑、商廈、商場、工廈、辦
公室及家庭。我們供應不同技術及款式的廚餘機，滿足不同
客戶要求。

我們的「碟碟新」一站式餐飲業衛生、清潔服務包括：餐具
清洗消毒、隔油池廢料及廢食油回收等。我們更提供室內空
氣淨化服務，以及提供一系列舒適、高效能的環保衛生產品
，締造健康綠色的生活時尚。

科力發展有限公司
Powertech Ipc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3)

科力發展有限公司成立於2005年，專門提供提高能源效益
及水質的創新解決方案。產品包括 AquaKLEAR 及
Activated Filter Media (AFM)。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AquaKLEAR AFM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
Program Contrac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G01)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27年來一直堅守與顧客的承諾，用心打造
每一項工程，成為金屬製品行業內具規模的公司之一。憑藉
多年來累積的豐富工程知識及經驗，我們創建了2大品牌：
葆模建築鋁模板及城+街道/鐵路家具品牌。

葆模是行內高質素的鋁模板系統，由設計到生產均由葆岡自
設的珠海廠房完成，自家監控並確保品質優秀。

城+則重視城市的公共設施發展，為客戶獨家設計及製造如
單車泊架、公共座椅、垃圾桶、巴士站、廣告燈箱、標識牌
、建築/裝飾外牆等。

葆模建築鋁模板

佰福菜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Protek Asia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7)

納米液态陶瓷隔熱塗料的操作范圍廣泛，從 -70℃到250℃
，可以塗覆在傳統材料難以覆蓋的區域。它還具有防冷凝的
功效，同時在使用時無須關閉正在運行的系統。

Re-Flame 是一種膨脹型納米防火塗料。

NANO-FIX ANTICOR 是覆蓋在锈鉵上的抗腐的、抗風化的
搪瓷低漆。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REC Gree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2)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致力於為客戶提供節能方案及產品，
取得樓宇能耗表現、舒適度及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平衡，同時
提升能源效益。

能源優化方案 －能源優化方案根據樓宇實際負荷及外部天
氣變化而自動調節中央空調系統的操作，使中央空調系統整
體能源消耗達至最佳表現。

智能風機盤管 －智能風機盤管應用永磁馬達，於低速運行
時節能高達 80%。iFCU™ 同時適用於翻新及新建築。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為能源分析
及監察軟件，特點包括：分析能源消耗、最大需求、平衡負
荷、電費及運行。

環源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Recycled Technology Ind. Ltd 
(澳門 / 展位號：6-A09)

環保潮流 世界追求

隨著一次性筷子的衛生嚴重問題，若能以為了健康，支援環
保，建議使用「隨身筷」，作為紀念品，為創新發明打氣，
在社會責任樹立環保形象，從小做起，關注全球變暖的大問
題。鼓吹科教興國，綠色消費，宣揚 “PPP” 理念：兼顧地
球 (Planet)、人類 (People)和營利 (Profit)，透過可持續發展
的知識傳播，鼓勵全新的生活模式，以逐步實現低碳型智慧
社會！

成立宗旨及業務是貫徹環保和省錢兩大原則，專營環保、創
新設計，綠色產品行銷，再生碳粉盒墨水盒，邁向
ISO14001之企業。宣傳資源珍貴、請勿浪費，推廣回收計
劃。積極參與社
會活動，為明愛
生命熱線經費贊
助團體，消費者
委員會仲裁會
員，從事綠色營
銷，邁向
ISO14001之企
業。

Sancor Industries Ltd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Envirolet 高級環保型衛生解決方案。100％無需用水、少用
水或超少用水沖洗。無化學添加物，可替代化糞池、儲存罐
、戶外廁所，易於安裝。

緊急預備狀態座廁 (新產品!)
低成本而且環保的最新座廁方案，適用於災難性的情況。

Envirolet® 智能沖洗 VF系統
當今最先進的環保廁所系統。造型現代的真空抽水馬桶每次
沖洗僅用0.2升的水將廢物衝到分離的堆肥裝置裡面。無需重
力。

Envirolet無需用水的一體式系統
流行的「一體式」裝置，幾乎可以帶去任何地方，是下面空
間很少或根本沒有空間進行分離堆肥的浴室的理想選擇，比
如地下室內的浴室。

賽多利斯香港有限公司
Sartorius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1)

德國賽多利斯公司是優質實驗室儀器、高級消耗品和卓越服
務優質供應商。

微量天平 (Cubis® MSA6.6S)－實驗室天平，專為稱量最小
樣品量和滿足最高要求的濾膜稱量而設計，是稱量 PM2.5 
及 10 濾紙的理想天平。

石英纖維濾紙 (型號 Q3400)－100% 高純度石英微纖維濾紙
，專為環境空氣監測實驗之用。Q3400 石英微纖維濾紙性
能非常優異，由於經過預熱處理，其重量及尺寸的穩定性非
常高，有高耐化學性，非常適合痕量金屬值分析。



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司
SITA Waste Servic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B12)

領導全球的資源回收及廢料管理專家－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
司(昇達)，在廢物處理流程的每個環節均擁有深厚經驗及專
業知識，母公司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更為世界級的水務及廢
料環保業務的先行者，在全球五大洲 70 個國家僱員近
80,000 人。

昇達由資源回收至最終處理每一個環節均可提供專業及創新
的綜合廢料管理方案與技術，包括：城市清潔及廢料收集、
循環再造、廢物轉運站、透過填埋，非危險固體廢物或危險
廢物的焚燒轉廢為能、修復填埋場、堆肥及土壤修復等。

SaveSorb
(美國 / 展位號：3-F17)

SaveSorb 是一種純天然的油料和化學品吸收材料。與目前
市場上粘土、纖維和矽石等材料相比更加經濟和有效。
SaveSorb不僅僅清理油料，而是真正地吸收和封裝油分子
，這種完全地吸收使它在被施壓和暴露在水中的情況下也絕
不會再次釋放已經被吸收的油料、化學品及毒素。由於它的
疏水性，SaveSorb 可浮在水面用於吸取水面的油料和燃料
，並且可以用於水過濾。SaveSorbet 可廣泛運用於環境保
護，例如清理油料洩露，暴雨水中油/燃料過濾等。
SaveSorb 可提供散裝、墊子、枕/簍/筐/管型等各種形狀的
油料過濾吸收產品，並且提供客戶定制服務。

施捷美貼膜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Sitami Film Decoration Engineering Co Ltd
(香港 / 展位號：6-G18)

HANITA 是能源效益解決方案的主要供應商。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日清食品廠 屯門時代廣場

四國化研（香港）有限公司
SK Kaken Co., Ltd
(日本 / 展位號：3-F12)

四國化研（香港）有限公司提供的產品包括：New Heat 
Reflective Paints 及 Stone Textured Sheet Materials. 有關
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海怡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South Horizons Plumbing & Electrical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8)

海怡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主要為客戶提供灰水回收系統及相關
解決方案，當中包括：Grey Water Recycling System 及
Submerged Aerated Filter (SAF)。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Surgically CleanAir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見證工作間空氣質素的大改革!

Surgically Clean Air 製造專業的工業用空氣處理系統，能推
動大量空氣流動 (每分鐘15,000平方尺)、易攜及極為寧靜。

此系統特別為大型開放式及高天花的地方而設，能潔淨倉庫
及廠房的空氣污染物、改善工人於工作環境的舒適度、和令
暖通空調系統更高效，從而節省能耗。

挪威許氏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The Hui's Group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24)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Sust'n Green Technology
(香港 / 展位號：6-G02)

Sust’n Green Technology 旨在透過專業的諮詢和工程以提
高空間的室內環境質素(IEQ)及可持續性。我們的目標是利
用先進技術及綠色環保產品，為住宅和商業客戶提供全方位
的服務，以建立一個舒適、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我們亦歡迎與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物業管理等單位的合
作機會。

我們的服務分為 4大範疇：室內環境質素 (電磁波輻射防護
、隔熱節能、室內空氣質素、水質改善等)，環境安全 (地板
防跣、嬰幼兒/長者家居安全等)、專業修復及保護 (防水防
漏、刮痕修復等) 及綠色環保產品。



TheRockGroup
(荷蘭 / 展位號：3-G02)

我們協助機構適應高速的社會轉變，以
及提供策略性的建議處理今天的營運和
邁向可持續的未來。

我們與客戶合作包括：
1. 協助機構發展及實行可持續性的抱負

2. 為可持續的創新意念及啟動提供商業協助
3. 提供有助面對綜合社會性挑戰的方案
4. 知識和技能教育的提供

TheRockGroup 專注於成果的要求、以商業為驅策和高可行
性的新意念等社會議題，例子如：生物多樣性、能源、天然
資源短缺和對社會負責的投資等。

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The Star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9)

美雅專門為客戶提供低碳印刷，所採用的是循環再造的紙張
和環保大豆油墨。

TIPPS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3-F01)

TIPPS Pte Ltd 專門研發溶劑
回收技術。最新產品 – TIPPS 
Solvent Recycler 專為使用及
廢棄大量溶劑的廠房而設，讓
客戶可以進行自家循環再用。

由於 90% 的溶劑都可被淨化
及循環再用，用家不但能減少
購入溶劑，還能把廢物貯存和
處理成本減少達 95%。

產品的創新意念，以及銳減有
害廢物的高性能，為其贏得各
界用戶和監管機構的青睞和信
譽。

TNO
(荷蘭 / 展位號：3-G02)

TNO 是荷蘭一家獨立的研究機構，以專業的智識和研究協
助不同機構提升競爭力，對經濟發展及社會的質素有著重要
的貢獻。

TNO 是歐洲一家提供循環經濟顧問服務的著名公司。他們
創立了以連續及真實地評估循環機會的一套特有方法，為政
府及不同機構提供循環經濟顧問服務。



TRIUM Environmental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TRIUM Environmental Inc 是一家源於加拿大西部，提供優
質及先進環保整治服務的公司。創辦於2006年一月，我們
為客戶提供混合整治服務，包括智識 (工程及顧問) 和 應用 (
產品及服務)，當中涉及超過一千個被污染的工地。

TRIUM是被定性為於此行業及加拿大西部和南韓的領先整治
團隊。我們得到的認同建基於合乎道德的科學和工程，及促
進綜合化學整治的過程和工地管理。

URT Umwelt- und Recyclingtechnik GmbH
(德國 / 展位號：3-F13)

成立於1995年，URT由擁有人Peter Hessler 及 Thomas 
Gundersdorf再加上公司其他董事聯合建立。URT主要業務
為廢電器電子產品及處理廢棄冷凍庫的廠房工程、銷售和服
務，更擁有超過20年製造處理廢棄冷凍部件系統的經驗。
URT的廠房遍佈全球，包括位於歐洲、南美洲、北美洲及亞
洲，設於土耳其、西班牙、法國、巴西、北美及亞洲的代表
處。我們為客戶提供最先進的技術去處理廢棄冷凍設備，並
配合相關法規。

科域國際有限公司
Vannex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20)

環保微波快速乾燥廚餘機

本產品採用微波乾燥技術，烘乾完成後的半成品添加配方後
即制成動物飼料。由於使用微波技術，本機特設防幅射設計
，避免在烘乾過程中造成微波洩漏。另具有省電、小巧、不
產生氣味和噪音的特點。

VAPO s.r.o.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管塞 －可快速可靠地堵塞或封閉排水系統、管道、污水管
及溝渠。主要用於維修及保養工程、意外事故，或根據 DIN 
EN1610 標準進行新污水管及管道之水或空氣滲漏測試之用
。產品對水道系統企業、建築業、土木工程業及消防拯救隊
等尤為重要。

修復卷筒 － 適用於修復局部損毁之排水系統或其他管道之
保養工程。



飛雅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Viest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2)

Air Oasis™ 透過專利納米光觸媒 Nano Nickel HCT™ 技術
及高效能殺菌級紫外光燈，可有效消除室內的細菌、病毒、
致敏原、塵螨、霉菌、甲醛、二手煙、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
惡臭味等等，有效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讓用戶生活得更健康
。

同時，本產品由材料、設計及生產均來自美國，更通過香港
及美國科研測試，效能比市面一般空氣淨化設
備更高。除了可去除空氣中細小至 0.001 微米
的污染物外，測試還證實可去除物件表面的
抗藥性金黃葡萄球菌。

水務署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C26)

水務署自2009年起推出自願參與的｢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標示各類常用的用水裝置及器具的用水效益，協助消費者選
擇具節水效益的產品以節約用水。目前，這計劃涵蓋沐浴花
灑、水龍頭、洗衣機及小便器用具，水務署計劃於2014年
較後時間把標籤計劃擴展至包括節流器。

「節流器」是一種節水器具，能於指定的水壓範圍內減低及
調節水流量，並可搭配水龍頭及沐浴花灑等用水器具使用，
從而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

榮冠(集團)實業有限公司
Well Crown (Group) Industr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2)

榮冠集團創立於1990年，其下代理的產品涵蓋汽車零配件
、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本集團致力為汽車行業提供環保
的產品及解決方案，以迎合未來汽車業的環保趨勢，並於行
業中保持領導性地位。

在未來，集團將會繼續以「以客為尊、忠誠服務；榮利共創
、冠徹同儕」的宗旨為客戶引入更多種類的環保產品，為業
界及社會締造一個符合環保概念的環境。

本集團代理之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產品己通過多項國際標
準，例如 ACEA 及 API，其中包括多項減少汽車污染物的指
標。為配合政府之環保政策，產品亦適用於歐四、五規格之
柴油商用車及電油私家車。

Wingram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F18)

我司的環保生物塑膠製品都是符合100%生物可降解、生物
基來源。因為產品不含石油基材料，所以產品安全健康，沒
有任何化學添加劑的危害，為食品安全做最高的把關。我司
全系列產品的來源都是可再生，拋棄後不論是焚燒或是掩埋
在土壤裡，都不會造成環境多餘的負擔，是最符合環保精神
的綠色塑膠製品。



WSS Infocard Systems B.V.
(荷蘭 / 展位號： 3-G02)

WSS 廢物分類技術
WSS 自1992年開始研發、製造及設置加裝辨認系統的廢物
收集解決方案，現已成為歐洲市場行業領導者。

源頭分類系統
投入口設置多層及紀錄分類的系統，以達至源頭分類的最佳
效果。

RSVehicle
以槓桿原理紀錄垃圾車輛的系統，內置於垃圾箱內的晶片含
有識別及稱重的功能。

RSOffice
超卓的網絡軟件讓處理不同種類廢物的成本及利潤能更容易
及更清晰地呈現於客戶眼前。

WoodPlus™ Coatings Group Ltd.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WoodPlus於加拿大成立逾10年，擁有30多年行內經驗。

Ultra 10
百分百丙烯酸的塗層，不含VOC，適用於甲板、欄柵、橫樑
、以木裝飾的牆角位置、牆側線、花園家具等。塗上後易於
以肥皂及水清洗，亦可快速地重新塗上。

Opaque 20
百分百丙烯酸甲板及牆側線塗層完成品，展現室外塗層的一
大發展。我們的產品提供最出色的抗水性及透氣性。

XCOOP
(荷蘭 / 展位號：3-G02)

全球的經濟衰退激發了人們重新思考現況，以開放和交換分
享的態度正視不同的市場前景。

為改善人們的生活狀況，XCOOP 設計了一套能讓碎片 (廢
料) 重生的系統，為國際帶來收集碎片，互通最新科技知識
的平台。

自2011年起，XCOOP 便與 De Mobiele Fabrief 和 Jansen 
BV 合作，把建築廢料「升級再造」，令城市得以重生。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World Wide Scientific Co., Ltd.
(中國內地 / 展位號：3-G18)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成立於2011年，是一家專注於智能
環保產品及應用的高新技術企業，集研發、生產、銷售和技
術服務於一體。

公司產品太陽能智能垃圾箱為國內首創，利用太陽能供電實
現對垃圾的消毒、壓縮，投放口自動開關等功能。

垃圾箱聯網，不單能讓管理者隨時查看垃圾箱情況，於垃圾
箱即將填滿時，發送短信通知管理者，內置的軟件更可自動
規劃收集垃圾的最佳路線。

產品有效增加垃圾存儲容量，填滿通知功能大大降低重複的
清理工作，是高效的環保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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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空氣及水質專區

截止2014年10月7日

Als Technichem (HK) Pte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5)

ALS香港於1994年成立，並於1995年在 HOKLAS (香港實
驗室認可計劃) 得到認可。我們在食品及環境 (海水、飲用
水和廢水、土壤、沉積物和生物) 樣本領域上提供全面的物
理、重金屬、微量有機物、養分及微生物測試。

ALS 專業的團隊不斷提升
自身的技能、服務範圍及
設置先進的設備，我們對
不同種類的空氣樣本提供
一站式的樣本採集及分析
服務。服務範圍包括總懸
浮顆粒物、呼吸懸浮顆粒
、室內空氣質量 (IAQ)、
煙囪排放、氣味分析與氣
味巡邏等。

安瑞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Anrich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B20)

安端有限公司以平衡生活健康和環境保護為目標，多年來致
力於環境監測、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污染防護、水處理及循
環再用等範疇，為客戶提供既能維持生活質素，亦能節能減
排的最佳解決方案。

安端在業界擁有多年經驗，業務遍佈中國、香港、澳門和台
灣，服務對象包括公共機構、政府部門、私營及民間組織等
等。

Chromatote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分析儀Metone

二氧化碳感應器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
Appleone Solution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6)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是德國 Testo 全球最大攜帶型測量儀
器專業製造商的港澳總代理。

本公司自2005年起為各行業提供專業測量儀器及提供建議
，多年來公司客戶數目已達數千，客戶主要為酒店、大專學
院、食品工業、電廠、物業管理、空調及工程測量等。 供
應對象主要為香港及澳門，是一間本地化及內銷企業。除了
Testo 之外，本公司亦引入其他歐美專業儀器品牌如：
Svantek、Hygiena、Sitelab 和 Sentr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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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蕾亞烟氣處理與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AREA IMPIANTI S.p.A. 
(意大利 / 展位號：6-D15)

意大利阿蕾亞是一家專注於烟氣處理的公司，產品利用最先
進的技術，能有效減少排放污染物，包括酸性氣體、灰塵、
二噁英及氮氧化物等，適合應用於垃圾焚化廠、玻璃廠、鑄
造廠、精煉廠，以及輪胎焚燒廠等。

此外，阿蕾亞還為客戶設計、製造及安裝熱電聯產廠。通過
燃燒、發酵及厭氧消化處理，把農業廢料、污泥和生物質轉
化為有價值的電力及熱力。

Aspiro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8)

Aspiro 是著名的室內空氣淨化產品製造商，專門為基礎設施
及工業用戶，如：機場、酒店、公共建築、學校、醫院、辦
工室、工業廠房等，設計合適的空氣流通淨化系統。

IAQC 系統是 ASPIRO™ 的創意產品，由以下專有的高科技
術組成：

 專有的光催化過濾模塊；

 經醫學驗証的殺菌紫外綫系統；及

 專利的電動碳處理器

產品有效消除空氣中有害及刺激性危險物質、細菌、烟霧、
異味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獨特的產品設計有效改善空氣提
取、冷卻、清洗和供應過程。除了為客戶提供較高的隱定性
外，同時減低了保養維修的成本和噪音，能源的使用量亦可
減省達約25-30%。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香港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
BioZon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2)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專業從事空氣淨化設計及生產，是紫
外線於商業及工業應用的全球領先者。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的空氣淨化裝置有效殺滅細菌、病毒
、霉菌、甲醛等可揮發有機污染物(VOCs)，以及去除異味
。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達爾思製造有限公司
Dust Free Manufactur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7)

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德薩斯州萊斯市的DUST FREE (達爾思)
創立於1982年，由班納德家族所擁有。作為室內空氣品質
(IAQ)的專業生產商，其設計及供應的空氣淨化設備如：空
氣過濾器、紫外線殺菌器及光觸媒空氣淨化系統等均對患有
空氣過敏症的病人尤其見效。

過去二十年，香港多項聞名的建築項目均採用達爾思的產品
，足以證明達爾思是其中一個優質、高效、可靠的空氣淨化
設備產品主要供應商。

億高來來全球有限公司
Ecolala Earth Co., Ltd.
(香港 / 展位號：6-D11)

億高來來全球有限公司提供世界最先端的高性能光觸媒製品
及總合解決方案。

Ecolala燈觸媒可視光型光觸媒，可視光黄色等級，世界最
高級，可對應室内光。快速分解有機有害物、細菌、霉菌、
病毒、煙臭、VOC、甲醛等，徹底解決產生臭味的源頭。

使用納米滲透技術和磷灰石覆蓋技術，令其功效可達至半永
久。

安和環保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nviro Process Technolog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7)

安和j專門為污水及工業廢水、水泥廠清潔用水等提供一套
完整的污泥管理解決方案，從污泥沉澱，污泥輸送，到污泥
脫水和處置。

安和十多年來累積了豐富的水處理經驗，為客戶提供一流的
服務，深得客戶的信任。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
Foundation Applied Technolog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7)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為一家香港註冊公司，成立於2007年
。公司業務主要以生物科技生產的酵素改善空氣質素。

眾所周知，「Bio-Fresh」這個商標的產品有效去除異味及甲
醛，適用於洗手間、酒吧、吸煙區、垃圾收集站至大型公共
設置，如污水處理廠等。

目前，來往香港及澳門的高速船正採用Bio-Fresh產品，去除
船艙內因乘客不適嘔吐帶來的異味。



滴滴佳環保系統有限公司
Gainberg Environmental Systems Ltd. 
(香港 / 展位號：6-E14)

滴滴佳研發團隊主要從事生物智能空氣淨化技術的研發和利
用，把研發出的一系列產品推廣到市場，務求把最前線的科
研成果應用到日常生活裡。

空氣淨化技術 - 利用超臨界流體萃取技術，從多種精選的植
物中提取精華成份精製而成的消毒淨化劑，不但可分解飄浮
於空氣中的有害物質，還可消滅引起流感、呼吸道感染等疾
病的細菌和病毒，具有消毒除臭功能，能確保空氣持久清新
，並且減低鼻敏感症狀。經檢測，該淨化液對甲醛、苯等有
害物質的去除率達到 90% 以上，滅菌率更高達 99.99%。

凱安(微氣泡)環保科技公司
Hillon (Micro Bubbles) Eco Technology Company
(香港 / 展位號：6-C19)

安捷有機廢氣降解系統 (超氧納米微泡系統) 能有效分解不
同的有機廢氣。微氣泡自然壓壞現象會產生超聲波、高溫和
高濃度負離子，創造了降解 VOC 的有利條件，配合噴霧和
氧化技術，能進一步加強分解的效率。

安捷有機廢氣降解系統 運行成本低，對比傳統工藝，有很
多優勢，適用於生產過程中釋放有機廢氣的行業。

安捷臭味降解系統是一種智慧環保型的噴霧系統，有效和快
速去除現場的各種臭味，適用於家庭、商業和工業場所。

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Purifier Center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5)

2002年，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成立於香港。本公司致力於提
供專業的顧問服務和環保產品以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從
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MEDAIR 601和504是專為0.01及0.3um的微粒包括煙、
PM2.5等而設計，並有效地殺死細菌和病毒。本著愛護環境
的信念，MEDAIR 更研發出無需更換耗材的空氣淨化器。為
了更有效處理不同空氣污染問題，MEDAIR 備有四款針對不
同空氣問題而設計的過濾倉，助用戶輕鬆解決問題。

昆山依拉勃無管過濾系統有限公司
Kunshan Erlab D.F.S. Co., Ltd 
(法國 / 展位號：6-G15)

依拉勃公司於1968年在法國成立，並在1971年首創了第一
台致力保護化學實驗人員的無風管淨氣型通風櫃，創立了
「Captair」品牌。

目前，約有 100,000 餘台 Captair 無風管淨氣型通風櫃服務
於全球45個國家和地區。

依拉勃2009年推出了Captair Flex系列，深受業界歡迎，靈
活的模組化過濾系統可以根據實驗的化學品變化而相應進行
變化，為實驗人員提供一流的保護。



LABZONE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6-D16)

LAB ZONE Co., Ltd. 成立於2000年，多年來專心從事研發
工作，以創新意念來提升實驗室環境為目標，成就更方便、
安全、清潔及實際可靠的實驗室。

Tamrein 實驗室空氣淨化器

 能去除高毒素的化學物、異味、細菌、微生物及病毒的

高效、長壽耐用的混合過濾器

 4步複合物過濾系統

 含新技術的混合過濾器，能吸收及以光學催化變質物

 消毒過濾器 (臭氧/陰離子) 能消毒細菌、微生物及病毒

 不留臭氧於室內

大範圍覆蓋 (約 1.6 米高)

科力發展有限公司
Powertech Ipc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3)

科力發展有限公司成立於2005年，專門提供提高能源效益
及水質的創新解決方案。產品包括 AquaKLEAR 及
Activated Filter Media (AFM)。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AquaKLEAR AFM

賽多利斯香港有限公司
Sartorius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1)

德國賽多利斯公司是優質實驗室儀器、高級消耗品和卓越服
務優質供應商。

微量天平 (Cubis® MSA6.6S)－實驗室天平，專為稱量最小
樣品量和滿足最高要求的濾膜稱量而設計，是稱量 PM2.5 
及 10 濾紙的理想天平。

石英纖維濾紙 (型號 Q3400)－100% 高純度石英微纖維濾紙
，專為環境空氣監測實驗之用。Q3400 石英微纖維濾紙性
能非常優異，由於經過預熱處理，其重量及尺寸的穩定性非
常高，有高耐化學性，非常適合痕量金屬值分析。

海怡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South Horizons Plumbing & Electrical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8)

海怡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主要為客戶提供灰水回收系統及相關
解決方案，當中包括：Grey Water Recycling System 及
Submerged Aerated Filter (SAF)。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VAPO s.r.o.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管塞 －可快速可靠地堵塞或封閉排水系統、管道、污水管
及溝渠。主要用於維修及保養工程、意外事故，或根據 DIN 
EN1610 標準進行新污水管及管道之水或空氣滲漏測試之用
。產品對水道系統企業、建築業、土木工程業及消防拯救隊
等尤為重要。

修復卷筒 － 適用於修復局部損毁之排水系統或其他管道之
保養工程。

飛雅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Viest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2)

Air Oasis™ 透過專利納米光觸媒 Nano Nickel HCT™ 技術
及高效能殺菌級紫外光燈，可有效消除室內的細菌、病毒、
致敏原、塵螨、霉菌、甲醛、二手煙、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
惡臭味等等，有效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讓用戶生活得更健康
。

同時，本產品由材料、設計及生產均來自美國，更通過香港
及美國科研測試，效能比市面一般空氣淨化設
備更高。除了可去除空氣中細小至 0.001 微米
的污染物外，測試還證實可去除物件表面的
抗藥性金黃葡萄球菌。

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環保產品專區

截止2014年10月7日

Caballo Living Co.,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J11)

Caballo living的產品主要來自歐洲，而產品所針對的市場，
主要為園景建造，園藝及私人花園。我們積極為環保作出努
力。所有產品均合乎環保要求；而大部分產品和綠化有關。
例如綠牆建造系統 (green wall system)、花盆、溫室及地面
鋪裝物料等。只有優質產品，才能持久耐用，減少對堆填區
做成壓力。所以我們公司產品的定位，以選購歐洲優質產品
為主。

德國 KHW Immodest Ready Mix Joint Filler 石隙填料，專
為綠色建築而設，為園林景觀的地面鋪裝提供環保又美觀的
填充材料。用後永久不會有雜草滋生，而且材料能夠排水，
防止地面積水而產生蚊患，更為地表降溫。

Danish mini greenhouse 丹麥蔬菜小溫室能提供都市種植環
境，可用於大廈天台種植，為天台降溫之餘，更可減碳排放
，及提供食物製造。提高都市人的環保及綠化意識。
Lechuza 德國自動灌溉花盆，採用環保物料，為室外內環境
提供簡單及美觀的綠化器具。而又容易解決灌溉問題。既方
便，又可節省灌溉用水。Lechuza 令繁忙都市的綠化工作更
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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錠則利佳營造夥伴有限公司
DARG Partn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1)

SEAG 高透光節能隔熱膜

 市面上最高清的玻璃窗膜，透光
度達91%，透明及無色

 世界23國註冊專利的隔熱塗層技
術，有效節省高達40%用電

 100%有機物質製成，不含金屬

 阻隔99%有害紫外線

 防結露、防爆

陶瓷水BY50 (新產品)

 有效分解甲醛及有害物質

 能抗菌、殺菌、除臭

 效力持久

 安全可靠 / 無毒、可食用不損害身
體

 完全不損壞生態環境、無色無味

 適合用於家居、醫院、護老院、學
校、食品工業等等

Eco Concepts Asia Ltd. 
(香港 / 展位號：3-H19)

Eco Concepts Asia Ltd. 是一家供應 green concepts® 環
保清潔產品的供應商。產品已獲得多個國際綠色認證：
Green Seal (美國)、EcoLogo (加拿大)和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澳洲) 等。

此外，我們還是香港環保採購約章的資深會員，確保產品符
合國際環保標準，對人類和環境無害，及比傳統清潔產品更
有效。所有產品都是用天然可再生原材料；成分可100%生
物降解；無或極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無毒。

環保園集團有限公司
Eco-Park Holding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20)

環保園集團有限公司專門開發綠色塑料解決方案，為客戶提
供循環再造塑料及可生物降解塑料，物料適合用作製造手提
袋、餐具和食物器皿等等。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廣東益德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Ecot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中國內地 / 展位號：3-H17)

廣東益德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設計、製造和銷
售於一體的高新技術企業。主要生產經營可完全生物降解的
產品，如餐具、食物容器、杯碟、托盤、膜類產品及飯店用
具等等。

所有產品均由玉米澱粉製成，可於天然環境分解。產品符合
FDA、OK-COMPOST、OK-BIOBASED、SGS、BPI、
EN13432 及 ASTM D6400要求。



Fintrade Mercer Advisor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0)

Fintrade-Mercer Advisor Ltd.專業從事城市生活垃圾管理、
電子廢物管理、廢物管理等，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和最
優良的客戶服務。

其他方案和服務還包括：

- 空氣質量 / 生物燃料 / 海洋污染
- 能源效益及節能
- 環保產品和材料
- 環境工程解決方案及服務
- 水質及工業廢水
- 控制、測量和實驗室技術
- 環保服務及研究
- 綠色建築解決方案與服務

加力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Garlic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9)

加力國際是上海復振科技有限公司的出口代理。上海復振採
取了中醫概念、加上對古代醫書的鑽研所獲取的精粹，經
15 年時間研發了一系列天然的植物源袪味抑菌液。

Odorclean (PEDAL) 是由多種植物萃取精華復配而成。產
品具備不同的級別，主要有消除氣體、氣味及殺菌消毒兩個
功能。

應用範圍：
 垃圾堆填區及垃圾中轉站
 污水處理廠
 公廁、賭場、酒店、卡拉 OK
 農業 (土傳病土壤修復)
 裝修工程 (消除甲醛、笨、TVOC等)
 油港清洗業 / 船舶維修業經 (油氣快速消除)
 家居、寵物系列

堀正國際有限公司
Horimasa International Co 
(香港 / 展位號：3-G12)

VEGILAB™ 室內垂直生長系統利用創新的魚菜共生技術於
室內種植「有機」蔬菜。通過使用多種波長的 LED 燈，使
室內種植的效果亦有如室外。

AP-mini 是一個水槽魚菜共生系統。我們在魚缸上作出了一
些特別的設計，令您同時享受養魚種菜的樂趣。

Smart-Aqua life 亦是一個利用魚菜共生技術的系統，可供
餐廳或酒店作裝飾及提供新鮮蔬菜。

VEGILAB™室內垂直生長系統 Smart-Aqua life 

彩麗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Magical Film Enterprise Co. Ltd. 
(台灣 / 展位號：3-H15)

彩麗薄膜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領先的塑料薄膜製造商。

彩麗薄膜：

 100% 環保材料，減少碳足跡

 符合 FDA、ROHS、REACH 及 OK COMPOST 要求

 可易於與塑膠或紙張貼合加工

 具有光潔的表面和高度的透明度

 為薄膜流延壓出級製造

 原料來自美國 Nature work 的 Ingeo 植物，並非石油

 厚度均勻、韌性佳、易印刷、可扭結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
Nano and Advanced Materials Institut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4)

NAMI進行及支持市場主導的納米技術和先進材料研發工作
，主動尋求與商界合作的機會，並致力達成技術商品化。

NAMI致力研發以下五個核心領域之技術：

- 可持續能源
- 固態照明及顯示
- 建築及屋宇材料
- 環保技術
- 生物及保健

佰福菜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Protek Asia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7)

納米液态陶瓷隔熱塗料的操作范圍廣泛，從 -70℃到250℃
，可以塗覆在傳統材料難以覆蓋的區域。它還具有防冷凝的
功效，同時在使用時無須關閉正在運行的系統。

Re-Flame 是一種膨脹型納米防火塗料。

NANO-FIX ANTICOR 是覆蓋在锈鉵上的抗腐的、抗風化的
搪瓷低漆。

挪威許氏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The Hui's Group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24)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科域國際有限公司
Vannex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20)

環保微波快速乾燥廚餘機

本產品採用微波乾燥技術，烘乾完成後的半成品添加配方後
即制成動物飼料。由於使用微波技術，本機特設防幅射設計
，避免在烘乾過程中造成微波洩漏。另具有省電、小巧、不
產生氣味和噪音的特點。



榮冠(集團)實業有限公司
Well Crown (Group) Industr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2)

榮冠集團創立於1990年，其下代理的產品涵蓋汽車零配件
、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本集團致力為汽車行業提供環保
的產品及解決方案，以迎合未來汽車業的環保趨勢，並於行
業中保持領導性地位。

在未來，集團將會繼續以「以客為尊、忠誠服務；榮利共創
、冠徹同儕」的宗旨為客戶引入更多種類的環保產品，為業
界及社會締造一個符合環保概念的環境。

本集團代理之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產品己通過多項國際標
準，例如 ACEA 及 API，其中包括多項減少汽車污染物的指
標。為配合政府之環保政策，產品亦適用於歐四、五規格之
柴油商用車及電油私家車。

Wingram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F18)

我司的環保生物塑膠製品都是符合100%生物可降解、生物
基來源。因為產品不含石油基材料，所以產品安全健康，沒
有任何化學添加劑的危害，為食品安全做最高的把關。我司
全系列產品的來源都是可再生，拋棄後不論是焚燒或是掩埋
在土壤裡，都不會造成環境多餘的負擔，是最符合環保精神
的綠色塑膠製品。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World Wide Scientific Co., Ltd.
(中國內地 / 展位號：3-G18)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成立於2011年，是一家專注於智能
環保產品及應用的高新技術企業，集研發、生產、銷售和技
術服務於一體。

公司產品太陽能智能垃圾箱為國內首創，利用太陽能供電實
現對垃圾的消毒、壓縮，投放口自動開關等功能。

垃圾箱聯網，不單能讓管理者隨時查看垃圾箱情況，於垃圾
箱即將填滿時，發送短信通知管理者，內置的軟件更可自動
規劃收集垃圾的最佳路線。

產品有效增加垃圾存儲容量，填滿通知功能大大降低重複的
清理工作，是高效的環保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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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能源效益及能源專區

截止2014年10月7日

飛爾特有限公司
3Tech Corporat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11)

飛爾特是一家環保能源工程及顧問公司，負責設計及安裝
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公司服務香港多年，為不同政府部門
、大中小學，以及非牟利機構安裝太陽能、風能與電力公
司之拼網系統，及在離島上安排獨立之離網系統。

Agile8 Consult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3)

COOLNOMIX®是專門為空調和冰箱而設的能源優化技術，
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約30-40%。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user1
Typewritten Text
返回



Eurolite Group
(新加坡 / 展位號：6-F01)

風力發電機組技術的另一突破！

經過多年的研究和現場試驗，
EUROLITE 集團－CygnusPower
G & C 成功完成了水準軸風力發
電的發展。

這種獨特的下風 500W 水準軸風
力發電，可以從任何方向以每秒 2 
米的速度 24 小時旋轉發電。它可
以並排安裝在任何地方，如：屋
頂、山區、邊遠地區，或者一個
較小的區域。這意味著它能產生
很高的能量，而安裝的面積卻很
小。我們的發電機組容易運輸、
安裝、拆卸和改裝到另一位置。

CygnusPower G & C 也已成功地
完成了 AFPM 無槽發電機，效率
高達 90% 以上。連同高效率葉片
、控制器和發電機，我們的
HAWT 所產生的電力，比普通風
力發電機多達 30%。

琥珀光學香港有限公司
Huper Optik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06)

琥珀光學 於1997年。它推出
了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款
納米陶瓷隔熱膜，被廣泛應
用於航海、建築及汽車市場
，將窗膜行業帶入了納米陶
瓷新紀元。

琥珀光學的誕生，是結合了來自三個不同國家的四所機構和
企業六年多的努力。這些機構包括了：

 德國 弗勞恩霍夫研究所
 美國 韶華科技
 新加坡 生產力與標準局
 經緯控股有限公司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
Marko Tack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F09)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開發、生產和銷售節能窗
膜的專家，旗下的節能解決方案能夠照顧各類型的玻璃系統
。

SOLUX®節能窗膜是該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它不僅高效
節能，更可減少太陽熱能60–90%，並阻隔99.9%的UVA和
UVB光線。

Onoolloo Corporation
(美國 / 展位號：6-E08)

美國公司Onoolloo Corporation 是環保煮食爐的先驅。我們
的 Vegi-Stove 環保煮食爐能以任何類別的植物油，甚至重
複利用的煮食油作燃料使用，而不會釋放有害物質，尤其適
合農村使用。這是一個無可匹敵的產品，對於發展中國家更
是協助解決社會及生態問題的必需及有效方案。

此爐頭能產生大量高強度熱能，以安全的室內煮食、節省烹
調及減少收集木材來生火的時間，換來農村人民有更多接受
教育及賺取收入的機會，從而改善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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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綠色建築方案及服務專區

截止2014年10月7日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創新納米材料，締造更美好生活！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s.r.o.是一家創新、專注於納米技
術的公司，主要集中於氧化物納米陶瓷和其實際應用領域。

我們的目標是建造對世界有實用性、有價值及潛力的創新技
術，擴闊環境保護及能源生產的界限。

Advanced Material – JTJ s.o.r. 與西班牙省政府簽定協議

漢豪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Concord Holdings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04)

漢豪實業(香港)有限公司成立於1988年，為客戶提供的產品
包括 Seinan water permeable concrete paver 和 Seinan
Palm Rock,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EM Intelligenc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07)

EM Intelligence 為客戶提供中央空調的節能方案。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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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Point EC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0)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改善人類生活及綠化地球為目
標，在節能環保方面不遺餘力，積極開發及推廣新穎產品，
以應付社會需求。

Ecomesh 是最新、最有效的節能產品，能廣泛應用在各類
型風冷空調機組、冷庫、凍櫃等等。通過簡單的外圍安裝，
能在零增耗情況下，減少 20% 或以上壓縮機的負荷和電力
消耗。

Ecomesh 無需維護保養，耐用性持久，且穩定可靠、無毒
無害，亦符合生態及環保要求，是一投資少，回收期短的最
佳節能環保產品，家居、商場、超市和餐廳等均適合使用。

綠心園藝
GS Garden 
(香港 / 展位號：6-G03)

儲水式綠牆及一站式園藝方案

 植物牆的數目可以無限地伸展，並附有自動灌溉系統使水
份平均分怖於各植物牆

 簡易的安裝方法既方便垂直和水平地種植，亦能節省用水
和時間

 這綠化概念適用於香港細小的居住空間，亦能用於酒店、
餐廳和各類型大廈的綠化項目

 綠心園藝更提供一站式園藝方案包括規劃,設計，保養及
租售儲水式花盤及綠牆

 更可提供室內外植物, 並有專人安裝

Milan Ecowood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G08)

Milan Ecowood 是新加坡一家擁
有專利技術，獨家開發製造 Milan 
生態複合木料的公司。公司至少
有150種不同材質的產品，創立以
來一直致力於開發新的產品，以
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

作為市場先驅，Milan Ecowood
已經在中國市場完成多個項目，
在木料領域出類拔萃，傲立市場
。如今公司已經快速將市場擴大
到馬來西亞、緬甸和印尼等亞洲
其他地區。

Milan Ecowood 的產品既實用又美觀，優雅的質料不僅可以
營造精緻的環境氣氛，其優良的耐屬性（防水、防火、防白
蟻）還提升了裝修的品質。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
Perfect Geren Suppl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2)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致力為客戶提供一個綠色的生活及工作
環境，透過供應安全優質的環保產品及特殊專業設備，我們
的專業服務團隊能因應個別客戶需要，度身訂造各項合適的
環衛方案。

我們提供一站式廚餘管理方案，具有各類廚餘機的安裝、操
作及保養經驗，服務對象包括屋苑、商廈、商場、工廈、辦
公室及家庭。我們供應不同技術及款式的廚餘機，滿足不同
客戶要求。

我們的「碟碟新」一站式餐飲業衛生、清潔服務包括：餐具
清洗消毒、隔油池廢料及廢食油回收等。我們更提供室內空
氣淨化服務，以及提供一系列舒適、高效能的環保衛生產品
，締造健康綠色的生活時尚。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
Program Contrac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G01)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27年來一直堅守與顧客的承諾，用心打造
每一項工程，成為金屬製品行業內具規模的公司之一。憑藉
多年來累積的豐富工程知識及經驗，我們創建了2大品牌：
葆模建築鋁模板及城+街道/鐵路家具品牌。

葆模是行內高質素的鋁模板系統，由設計到生產均由葆岡自
設的珠海廠房完成，自家監控並確保品質優秀。

城+則重視城市的公共設施發展，為客戶獨家設計及製造如
單車泊架、公共座椅、垃圾桶、巴士站、廣告燈箱、標識牌
、建築/裝飾外牆等。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REC Gree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2)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致力於為客戶提供節能方案及產品，
取得樓宇能耗表現、舒適度及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平衡，同時
提升能源效益。

能源優化方案 －能源優化方案根據樓宇實際負荷及外部天
氣變化而自動調節中央空調系統的操作，使中央空調系統整
體能源消耗達至最佳表現。

智能風機盤管 －智能風機盤管應用永磁馬達，於低速運行
時節能高達 80%。iFCU™ 同時適用於翻新及新建築。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為能源分析
及監察軟件，特點包括：分析能源消耗、最大需求、平衡負
荷、電費及運行。

施捷美貼膜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Sitami Film Decoration Engineering Co Ltd
(香港 / 展位號：6-G18)

HANITA 是能源效益解決方案的主要供應商。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日清食品廠 屯門時代廣場

四國化研（香港）有限公司
SK Kaken Co., Ltd
(日本 / 展位號：3-F12)

四國化研（香港）有限公司提供的產品包括：New Heat 
Reflective Paints 及 Stone Textured Sheet Materials. 有關
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Sust'n Green Technology
(香港 / 展位號：6-G02)

Sust’n Green Technology 旨在透過專業的諮詢和工程以提
高空間的室內環境質素(IEQ)及可持續性。我們的目標是利
用先進技術及綠色環保產品，為住宅和商業客戶提供全方位
的服務，以建立一個舒適、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我們亦歡迎與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物業管理等單位的合
作機會。

我們的服務分為 4大範疇：室內環境質素 (電磁波輻射防護
、隔熱節能、室內空氣質素、水質改善等)，環境安全 (地板
防跣、嬰幼兒/長者家居安全等)、專業修復及保護 (防水防
漏、刮痕修復等) 及綠色環保產品。

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綠色運輸專區

截止2014年10月7日

寶馬汽車(香港) 有限公司
BMW Concessionaires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B21)

BMW集團始於2007年展開可持續發展汽車研究計劃，重塑
品牌形象，以迎合未來世界的交通發展；並以此大前題由零
開始，經反覆研究及試驗，創製出全新品牌 BMW I。在香
港首先推出的BMW i3 電動車是首部結合BMW 一貫駕駛樂
趣、舒適豪華駕乘享受，同時兼備環保實用功能的電動汽車
。BMW i3 以劃時代的環保設計，吸引全球目光，也是香港
首部發售之歐洲豪華電動汽車；輕量化的碳纖複合物料車架
，先進的電能動力系統，由車主及乘客角度出發之設計及人
工智能系統，結合寶馬汽車一貫的駕駛樂趣，為大眾揭示未
來汽車的全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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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汽車有限公司
Crown Mo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C21)

為進一步實踐綠色駕駛，皇冠汽車創業界先河，將豐田及日
野目前最成熟的車用環保油電混合動力系統，運用於一系列
的私家車及日野300混能輕型貨車中，為市場提供多一個環
保選擇。

日野300混能輕型貨車
於柴油及電力的混能系統配合及應用下，日野300混能輕型
貨車的整體油耗表現全面被提升，排放亦大大減低，貫徹環
保的設計概念。從企業及商家的角度，它必定是最佳低成本
及高效率的選擇，定能提升企業形象。

環保動力電動汽車有限公司
Green Dynamic Electric Vehicl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5 / 3-J21)

環保動力電動汽車有限公司是中國動力 (控股) 有限公司 (股
票代碼：00476) 的子公司，致力於研發電動汽車整車，以
及電機和驅控系統。

目前，我司正與香港生產力促進局合作，打造首個香港本地
研發的電動巴士品牌。我們的永磁同步電機及內置的驅控系
統，不需要使用變速箱，適用於所有新能源汽車和傳統車輛
、改裝車型，輔以全承載的輕量化鋁合金車身技術，為業界
提供領先的新能源汽車解決方案。

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廢物處理及循環再造專區

截止2014年10月7日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
Advanced Eco Engineeri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D06)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AEE)是專門提供及設計環保、健康生活
和安全設備的公司。

廚餘機有效減少廚餘體積及把廚餘變成有用的材料。

迷你消毒洗衣機利用臭氧技術殺滅細菌，以保護我們的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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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誼工程有限公司
Associated Engine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2)

TUBES是一個依靠微生物自身發熱處理廚餘的系統，能夠
大大減低用電量以及碳排放量。廚餘進入滾筒經過14-21天
的消化分解後，可轉化成堆肥，適合種植及園藝。

TUBES有不同的型號，能夠處理20公斤(80人)到1000公斤
(4000人)的廚餘供客戶選擇。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
Baguio Green Group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02)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為香港領先的綜合環境服務供應商，
擁有逾34年歷史，提供四大類型服務，包括：清潔、園藝、
蟲害管理、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展望未來，碧瑤致力成為香港最綜合及可靠的環境服務供應
商，亦將會大力拓展廢物收集、分類、回收及處理服務，種
類包括機密資料、廚餘、塑膠及玻璃等。

Beyond Pacific Resources Co., Ltd 
(泰國 / 展位號：3-D15 )

Beyond Pacific Resources專門為飲食業、酒店和物業管理
等行業提供100%無毒，無化學物的脫脂劑。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Biomax Technologies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3-E16)

Biomax Technologies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綠色技術公
司，擁有一個屢獲殊榮的專利解決方案，管理所有類型的有
機廢物。

我們的快速高溫消化系統能在短短24小時之內，將食品及食
品加工廢棄物、農業廢棄物和動物糞便轉換成100%的優質
有機肥。它是在廢物管理行業的同類產品中速度最快的方法
。該系統結合了特別設計的消化器和專有酶，在乾淨、可持
續的方式下分解有機廢物。個系統能提供閉環操作，把廢物
轉化為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



BMI Environmental Consultanc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20)

邦盟滙駿環境顧問有限公司在環保領域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
技術。我們因應客戶不同的需要，在環境、可持續發展、碳
及能源等各方面，為他們提供最專業的服務，不論是從降低
成本和能源消耗量，或是提高營運效益等目標出發，我們都
可以為客戶制定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服務範圍:

 環境審核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風險評估
 碳審計 / 能源審核
 污染場地的評估和補救措施
 廢物處理 / 商業回收
 企業可持續發展

齊合天地(香港) 有限公司
Chiho-Tiande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4)

齊合天地是中國其中一家最大的混合廢金屬回收商。我們提
供一站式安全和負責任的回收服務，包括：

廢金屬回收 – 擁有超過20年的經驗，我們是少數擁及經營
自己的金屬鑄造廠的金屬回收商

電子產品回收 – 我們的回收過程是安全和符合環保要求, 而
且能夠提升至最大的回收率

機密電子數據銷毀服務 – 確保你的廢舊電子產品中的敏感和
保密資料在回收時得到保障

中國節能環保(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China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ng Kong) Investment Co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C12)

中國節能淺層地能利用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居世界領先地位，
已在全國20多個省市實施了700多個項目。

中國節能擁有國內最大規模的城市垃圾及農林剩餘物處理能
力 (3.436萬噸/日，約占全國市場份額的15%)。專案包括國
內第一個國產化 (爐排爐) 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第一個具有
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秸稈直燃發電項目、第一個污泥焚燒發電
項目等。

重鋼CCPP-CDQ項目－全國最大的協力廠商投資、運營餘
氣餘熱回收利用項目，鋼鐵領域第一個餘氣餘熱綜合利用零
排放示範項目，總裝機35.5萬千瓦，可滿足新廠區生產主線
75%的用電需求。

城市創富有限公司
City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02)

城市創富有限公司為客戶提供當今最先進之一的德國垃圾熱
裂解技術，此技術的核心是在垃圾處理過程中不僅把二次污
染減至低於歐盟要求，甚至有些低於十倍以下，幾乎完全沒
有產生二噁英(dioxins)、呋喃(furans)及重金屬，煙氣成份簡
單，多出的高溫煙氣能量亦可用來發電自用和輸入電網。



CK Polymers (Hong Ko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F05)

CK Polymers (HK) Limited 在香港成立於2004年，以向亞洲
市場銷售附合環保的回收塑料作為目標。

CK Polymers (HK) Ltd在英國及愛爾蘭擁有強大的供應商網
絡，我們能夠為亞洲及東南亞市場提供高質量的環保回收塑
料。

我們提供給亞洲客戶的環保回收塑料包括：聚苯乙烯、ABS
樹脂、聚丙烯、聚乙烯、工程塑料 (如尼龍、聚碳酸酯工業
剩料、混雜塑料、打印雜破碎、冰箱料、電腦及電視機殼等
等)。

CTTC-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8)

智慧城市無線監控系統 搭載先進物聯網技術，由頂尖跨國
研發團隊開發。

特點包括：

超低耗電量 - 一年以上的電池續航能力，可配搭再生能

源系統;

 雲計算和存儲-隨時隨地於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接入系統;

 跨域監測-空氣品質，水品質，電力，植物生長等擴充功

能，全系於一個平臺上。

Dorset Green Machines B.V.
(荷蘭 / 展位號：3-E06)

來自荷蘭的Dorset Green Machines是一家領先於生物質干
燥系統裝置及相關設備的製造企業，主要專注於處理生物質
廢物產品的商業方案；我們是使用殘餘熱量來把生物質廢料
(如糞肥、木材、沼渣沼液和污水淤泥等) 變干燥的專家。

我們提供任何從即插即用的獨立方案，到處理全套有機肥料
的製造廠房配合解決方案。

高溫分解廠房是公司最新發展的方案，能把生物質轉化成
50%油或氣及50%生物碳；油及氣為綠色能源提供燃料，而
生物碳則能作為濃縮肥料。

雅高環保(香港)有限公司
Ecopia (Hong Ko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E01)

雅高環保 (香港) 有限公司代表南韓廚餘設備系統生產商－
雅高環保，把最新科技引進香港，設備由家用廚房整合設備
到大型堆肥設備均有提供。EX系列更有效將廚餘化水，並
附合香港環保署水質排放要求。產品暢銷日本及美國多年。

雅高環保於2013年及2014年，分別生產出全球最細及最大
的同類型設備，領先全球。

家用廚房整合設備是雅高環保代表作，行政總栽諾先生是全
球首位開發及推出該類產品的業內人仕，技術領先全球。



Enevo Oy
(芬蘭 / 展位號：3-E22)

Enevo Oy 是智能物流優化解決方案的全球領先者。解決方案
有效應用在廢物處理上，為業界帶來重大裨益。

Enevo ONe 是用於量度及預測垃圾箱滿溢程度的無線感應器
。產品可自動制定智能的收集模式或計劃，以最快捷高效的
時間表及路線來清理垃圾箱，免去不必要的人手及運輸時間
。

無線感應器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
G-Link Develop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6)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近年以致力發展及推廣有助於環境保護的
產品和服務。公司凝聚一群熱心推動環保的各種專業人才，
專心致意為客戶策劃節省能源、減低污染、避免破壞環境及
能持續的方案。

更多的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青木貿易有限公司
Greenwood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3)

木貿易有限公司2008年在香港成立，產品包括 ECOLED 
LED燈，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
(意大利 / 展位號：3-E20)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是一家活躍於開發和銷售創新循
環再造技術的意大利公司。

解決方案涉及多個範疇，包括：城市固體廢物、汽車及鹼性
電池、太陽能電池板和廢電子等等。先進的循環再造技術旨
在實現卓越的環保及循環再造理念，優化現有資源，把「問
題」轉化為「機會」。



香港有機資源再生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Organic Waste Recycling Centr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2)

香港有機資源再生中心(HKOWRC) ，致力於協助客戶提供
一站式有機回收服務。服務香港各類型廚餘生產者，包括私
人公司、工商業、以及政府機構部門的客戶，提供切實可行
的解決減費方案，協助收集廚餘及其他有機垃圾，以改進其
環保表現。HKOWRC於2011年成立，結合本地學術專家及
外國處理有機廢棄物的技術和經驗，針對廚餘問題提供最佳
方案。HKOWRC採用國際最新生物科技及大型儀器，為本
港各類型有機廢棄物生產者，提供一站式回收及物料再生，
配合全面的公民教育及市區推廣項目，為香港譜寫有機廢棄
物處理的新一頁。

華一汽車科技有限公司
Infotronic Automotive System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7)

華一汽車科技有限公司是為汽車及環保車聯網業開發、生產
及推廣電子控制單元的公司。

主攻產品為:

 被動式/主動式安全產品，包括主動安全帶系統、駕駛安
全輔助系統及行人警示系統。

 提供各汽車通訊協定如CAN/LIN, FlexRay, AutoSAR系統
集成解決方案，包括整車控制系統(VSC)、EV電機控制
器 (EMC)及EV電池管理系統(BMS)。

 集成數位化儀錶，包括全屏TFT、雙屏TFT及單屏TFT儀
錶。

 車隊管理，智能建築和智能政府基於網絡的經濟高效的
遠程信息處理解決方案。

依斯塔國際
ista International GmbH
(德國 / 展位號：3-F15)

依斯塔國際 ista是全球在能源、水及其它輔助費用計量服務
的最具影響力的公司之一。公司有超過100年的歷史。

依斯塔國際 ista為各類客戶包括物業公司、業主和能源企業
，針對熱、冷水的消耗量提供計量方案設計、設備供應、安
裝、計量和以實際消耗為基礎進行費用確定的服務。通過優
質的產品和良好的服務，費特拉公司在全球合理使用水、熱
、氣等能源方面做出了非常重要的貢獻。

除歐洲市場外，依斯塔國際ista還在全球25個國家的市場，
其中包括中國和俄羅斯等開展業務。依斯塔國際ista在全球
80個分支機搆共有4300名員工，大約有1000萬客戶戶，管
理5000多萬塊計量表。

MOBA自動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MOBA Mobile Automation AG 
(德國 / 展位號：3-F11)

MOBA 自動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製造流動機械的電子
製造商，產品包括：建築機器、垃圾收集車輛及農業機械等
等。

MAWIS 是一個 MOBA 系統，以射頻識別系統 (RFID)、衛
星追蹤系統 (GPRS)、衛星導航系統及相關軟件方案來分辨
不同的收集箱，支援減低處理廢物的成本及垃圾按量收費。

M-Scale 是一個用於垃圾收集車輛的稱重系統，備有自動及
非自動操控以配合不同種類的升降及起重配件。



SaveSorb
(美國 / 展位號：3-F17)

SaveSorb 是一種純天然的油料和化學品吸收材料。與目前
市場上粘土、纖維和矽石等材料相比更加經濟和有效。
SaveSorb不僅僅清理油料，而是真正地吸收和封裝油分子
，這種完全地吸收使它在被施壓和暴露在水中的情況下也絕
不會再次釋放已經被吸收的油料、化學品及毒素。由於它的
疏水性，SaveSorb 可浮在水面用於吸取水面的油料和燃料
，並且可以用於水過濾。SaveSorbet 可廣泛運用於環境保
護，例如清理油料洩露，暴雨水中油/燃料過濾等。
SaveSorb 可提供散裝、墊子、枕/簍/筐/管型等各種形狀的
油料過濾吸收產品，並且提供客戶定制服務。

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司
SITA Waste Servic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B12)

領導全球的資源回收及廢料管理專家－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
司(昇達)，在廢物處理流程的每個環節均擁有深厚經驗及專
業知識，母公司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更為世界級的水務及廢
料環保業務的先行者，在全球五大洲 70 個國家僱員近
80,000 人。

昇達由資源回收至最終處理每一個環節均可提供專業及創新
的綜合廢料管理方案與技術，包括：城市清潔及廢料收集、
循環再造、廢物轉運站、透過填埋，非危險固體廢物或危險
廢物的焚燒轉廢為能、修復填埋場、堆肥及土壤修復等。

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The Star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9)

美雅專門為客戶提供低碳印刷，所採用的是循環再造的紙張
和環保大豆油墨。

TIPPS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3-F01)

TIPPS Pte Ltd 專門研發溶劑
回收技術。最新產品 – TIPPS 
Solvent Recycler 專為使用及
廢棄大量溶劑的廠房而設，讓
客戶可以進行自家循環再用。

由於 90% 的溶劑都可被淨化
及循環再用，用家不但能減少
購入溶劑，還能把廢物貯存和
處理成本減少達 95%。

產品的創新意念，以及銳減有
害廢物的高性能，為其贏得各
界用戶和監管機構的青睞和信
譽。



URT Umwelt- und Recyclingtechnik GmbH
(德國 / 展位號：3-F13)

成立於1995年，URT由擁有人Peter Hessler 及 Thomas 
Gundersdorf再加上公司其他董事聯合建立。URT主要業務
為廢電器電子產品及處理廢棄冷凍庫的廠房工程、銷售和服
務，更擁有超過20年製造處理廢棄冷凍部件系統的經驗。
URT的廠房遍佈全球，包括位於歐洲、南美洲、北美洲及亞
洲，設於土耳其、西班牙、法國、巴西、北美及亞洲的代表
處。我們為客戶提供最先進的技術去處理廢棄冷凍設備，並
配合相關法規。

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加拿大展團

截止2014年10月7日

怡科羅(南京)異味控制技術有限公司
Ecolo Odor Control Technologies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自1973年以來，怡科羅（ECOLO）在異味控制系統的製造
和發展方面一直都是領先的專家，專業為客戶提供污水，固
體廢物，食品生產，石化行業異味控制服務。

怡科羅（ECOLO）生產超過60種不同的專利和專有配方的
液體，應用超過30種設備。其中包括氣味中和劑和霧化反應
，蒸汽和噴射系統，以及生化興奮劑，改變了大量的各種有
機廢水的氣味的產生。

通過多年的研究與發展，及對工業配方的收購，自2004年
開始，怡科羅（ECOLO）自豪地為大家提供了氣味控制業
界最完善的產品，在超過30多個國家中擁有200多個經銷商
，包括中國這樣一個亞洲區域總代理，在世界範圍創造了一
個卓越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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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ch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Hatch 是一家為採礦、金屬、能源及基建行業提供環境工程
顧問服務的公司，協助客戶從項目的概念設計到全面施工。

我們擁有一萬名專業員工，為全球150個國家的項目提供服
務，亦於中國北京、瀋陽及上海設有辦事處約有200名員工
。

Hatch 於環境工程擁有廣泛的能力，包括用於治金及能源行
業的空氣排放監控系統。我們希望能為被明令減排的生產廠
房提供相關的顧問服務。

Menergy Corporation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在中國地源熱泵領域，楓葉能源是第一家完成從全面系統設
計到地下參數檢測，空調設備製造，重點專案施工，區域地
熱能系統開發戰略佈局的專業化企業。

楓葉能源公司憑藉精準的設計、專業的施工和周到的服務，
承接了大批工程項目，為眾多用戶提供了滿意的節能系統，
為行業打造了多項精品樣板，多個專案成為行業第一。

OpenAire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OpenAire Inc. 於1989年在加拿大成立，是專業設計、生產
和安裝可開合屋頂及大跨度鋁結構屋頂的公司。產品被廣泛
應用於大型水上樂園、游泳館、健身中心、酒店、商務中心
及私人別墅泳池。獨特的個性化設計，豐富的生產和加工經
驗，完善的售後服務系統使得 OpenAire 的產品獨樹一幟，
並始終保持世界領先地位。

使用可開合屋頂，即符合現代「綠色革命」的設計潮流，滿
足了節省能源的要求，極大降低了運營成本，又讓人們在盡
情享受樂園設施的同時，重溫回歸自然的感受。智能的電動
操控系統使屋頂的可開啟面積達到 50% 至100%，配合雨雪
感應器、煙感報警裝置、溫度感應器、濕度感應器、風速感
應器等，並可與建築整體控制系統鏈接，無論在陽光明媚的

春、夏、秋，還是雨
雪交加的冬季，我們
的產品都能給用戶提
供舒適的環境。室內
空氣中所含的氯氣及
其它有害的化學成分
都被這種自然的空氣
循環系統排到室外。

Sancor Industries Ltd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Envirolet 高級環保型衛生解決方案。100％無需用水、少用
水或超少用水沖洗。無化學添加物，可替代化糞池、儲存罐
、戶外廁所，易於安裝。

緊急預備狀態座廁 (新產品!)
低成本而且環保的最新座廁方案，適用於災難性的情況。

Envirolet® 智能沖洗 VF系統
當今最先進的環保廁所系統。造型現代的真空抽水馬桶每次
沖洗僅用0.2升的水將廢物衝到分離的堆肥裝置裡面。無需重
力。

Envirolet無需用水的一體式系統
流行的「一體式」裝置，幾乎可以帶去任何地方，是下面空
間很少或根本沒有空間進行分離堆肥的浴室的理想選擇，比
如地下室內的浴室。



Surgically CleanAir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見證工作間空氣質素的大改革!

Surgically Clean Air 製造專業的工業用空氣處理系統，能推
動大量空氣流動 (每分鐘15,000平方尺)、易攜及極為寧靜。

此系統特別為大型開放式及高天花的地方而設，能潔淨倉庫
及廠房的空氣污染物、改善工人於工作環境的舒適度、和令
暖通空調系統更高效，從而節省能耗。

TRIUM Environmental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TRIUM Environmental Inc 是一家源於加拿大西部，提供優
質及先進環保整治服務的公司。創辦於2006年一月，我們
為客戶提供混合整治服務，包括智識 (工程及顧問) 和 應用 (
產品及服務)，當中涉及超過一千個被污染的工地。

TRIUM是被定性為於此行業及加拿大西部和南韓的領先整治
團隊。我們得到的認同建基於合乎道德的科學和工程，及促
進綜合化學整治的過程和工地管理。

WoodPlus™ Coatings Group Ltd.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WoodPlus於加拿大成立逾10年，擁有30多年行內經驗。

Ultra 10
百分百丙烯酸的塗層，不含VOC，適用於甲板、欄柵、橫樑
、以木裝飾的牆角位置、牆側線、花園家具等。塗上後易於
以肥皂及水清洗，亦可快速地重新塗上。

Opaque 20
百分百丙烯酸甲板及牆側線塗層完成品，展現室外塗層的一
大發展。我們的產品提供最出色的抗水性及透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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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韓國展團

截止2014年10月7日

EM Korea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8)

EM Korea 於1987年成立，是一家以先進製造技術，尤其精
密機械見稱的公司。致力發展水力電解系統，其自家開發的
氫技術更處於領先地位。EM Korea 製造的 Eco-Crobe 是一
個可用於食物及工業有機廢物的發酵及分解裝置。公司不斷
精益求精，改良新技術，為增強用家的信心。

廚餘分解機 －能於 24 小時內把 90% 的廚餘分解及消減。
此機最尾的程序配備 8 層的除臭過濾設備。Eco-Crobe 半持
久地用於管理微生物。處理後，剩餘的粉末能用作固體燃料
或肥料。

工業有機廢物分解機
－Eco-Crobe 能以微生
物於 24 小時內處理
80-90% 的有機廢物。

氫電站－EM Korea 於
韓國大邱廣域及另外 3 
個地方興建電解式氫電
站，能一天替 20 輛電
動車提供氫氣充電。

G&G Technology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2)

韓國 G&G Technology 的成立志於開發能發現及維持清潔
和純淨的地下水，以及改變既有保護地下水方式的技術，並
研究及應用不同的技術以達至維持/保存地下水源的清潔和
純淨的目的。

包裝式灌漿裝置
安裝以矽膠製成的包裝式裝
置，防止被污染的地下水從
井口的上部流入，從而提供
潔淨的地下水。

CleanMax –Y
這是一個安裝於地下水鑽洞
頂部表面的保護性封閉管道
，用於防止外來的污染物進
入地底水洞。以束縛或固定
楔子及螺絲的方法連接排水
口及供水口，能確保操作時
即使受到高水壓也不會做成
滲漏。

包裝式灌漿裝置 CleanMax –Y

Green Environment Centers Association 
(韓國 / 展位號：3-J07)

根據於1994年修訂的 [環境技
術發展及支持公約] 
([Environm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Act])，本中心成立的目的為推
廣及建立綠色發展的基礎，並
與韓國政府、環境專家及社區
組織一同解決現有的環境問題
。

所有18間中心現與相關的大學、研發中心及行政組織合
作，共同解決環境問題，並發展及提供可行的技術予商業
機構；GEC更養育商業機構及本地社區所需要的環境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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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AN P&T 
(韓國 / 展位號：3-H02)

HOSAN P&T 是一家來自韓國的環保膠紙製造商。旗下產品
均取得韓國EQ認證、環保標籤及綠色技術認證，並建立水
性乳化劑類的塗層技術。

透明OPP水性膠紙
跟傳統油性膠紙相比，水性的近乎是無臭及不含有毒元素。
高度耐用，時間越久，黏性越強。這更是韓國唯一一款無聲
的水性膠紙。

棉質膠貼
棉質膠貼擁有跟透明OPP水性膠紙同類的特性，並有更多顏
色切合不同的需要。以含水的顏料製造及上色，絶對是無害
及環保的產品。

(株)洁宜特
J-E Tech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2)

CY-BAG (旋風布袋除塵器) 是把旋風離心力技術與濾布布袋
除塵技術融合在一起的產品，能夠減少初期的投資費用，提
高除塵效率。通過濾布的使用令壽命增加，能夠看到減少營
運費用的效果。

KNR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6-C12)

擁有多年環境保護分析範疇的經驗，KNR為客戶提供高技術
儀器及相關的定製服務。其產品專為分析空氣質素及水質而
設，適用於農業和氣象的監察。

APK2950系列在線
VOC監測系統 – 特
別為分析周邊空氣及
水中的VOC含量。此
高技術儀器能讓用家
連續地監測VOC及以
其作樣本，分析ppb
及ppt的水平。

Korea Water Technology Inc.
(韓國 / 展位號：3-H02)

韓國KWT公司專注於電滲透污泥脫水技術的研發和設備生
產，在世界上首次實現了無添加低能耗地將含水率80%的污
泥處理到含水率60%。公司率先將電滲透脫水技術商業化並
成功地開發出不同型號的設備進行商業化生產運營。多年來
，公司在電滲透污泥脫水處理技術方面積累了豐富的經驗，
我們將不斷更新細化產品，滿足不同客戶的需求。未來我們
將會繼續研發如何將廢棄物（如污泥）轉換成可供使用的燃
料，並不斷深化水處理核心技術的研發。

電滲透脫水機是安裝在機械式脫水機（一次脫水機）後端的
二次脫水機——深度脫水機，將含水率 80%左右的污泥脫
水至含水率 60-40%。通過電滲透原理脫除水分，不用投加
藥劑，環境友好的污泥脫水
工藝。而且，相對其它
脫水設備單位能耗更低
，並且可以連續工作。
電滲透脫水機可以和其
他熱干化設備聯合使用
，建立新的污泥烘乾體
系。 KWT 的電滲透脫
水機型號齊全，可以滿
足多種條件的選擇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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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澳門展團

截止2014年10月7日

好環境環保產品有限公司
EcoRite Environmental Products Ltd.
(澳門 / 展位號：3-J06)

水御衞超級離子水是100%可降解非化學
劑環保鹼性負離子洗潔水系列產品，酸
鹼值達pH12.5，水御衞能有效清除表面
性油污與殘留化學劑、農藥、氨硫化合
物等有機物，不含金屬、氯化物、卥化
物。由於不含介面活性劑，清潔時可節
省大量用水，對環境、食物且不損皮膚
，人畜安全，可用於家居及工商業的清
潔，包括酒店、餐館、學校、醫院、安
老院、診所、食品廠、公共設施、交通
工具等衛生清潔，省時省力。

生科環境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EcoTech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Technologies 
Co., Ltd. (澳門 / 展位號：6-A07)

蘭森LED燈
使用嶄新科技設計，在耗電耗的情況下，亦能輸出高亮度效
果，而其顯色性更比其他同類產品優勝，使用家在黑夜中仍
能看到環境原來色彩，清淅影像盡現眼前，產品更比一般傳
統LED燈壽命更長。

嘉信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Ka Shu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澳門 / 展位號：6-A05)

1. 環保科技、建築垃圾資源回收、廢棄照明光源處理、廢
機動車輛資源回收、廢植、礦物油再生、化學危險廢物
處理、廢棄電子電器處理、生物質垃圾資源化綜合利用
、廢舊輪胎處理、廢水、廢氣、防訊的治理;

2.  環境保護設施的設計與建設及營運:

3.  廢物管理整體解決方案

4.  為企業各個發展階段提供一站式環保服務;

5.  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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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源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Recycled Technology Ind. Ltd 
(澳門 / 展位號：6-A09)

環保潮流 世界追求

隨著一次性筷子的衛生嚴重問題，若能以為了健康，支援環
保，建議使用「隨身筷」，作為紀念品，為創新發明打氣，
在社會責任樹立環保形象，從小做起，關注全球變暖的大問
題。鼓吹科教興國，綠色消費，宣揚 “PPP” 理念：兼顧地
球 (Planet)、人類 (People)和營利 (Profit)，透過可持續發展
的知識傳播，鼓勵全新的生活模式，以逐步實現低碳型智慧
社會！

成立宗旨及業務是貫徹環保和省錢兩大原則，專營環保、創
新設計，綠色產品行銷，再生碳粉盒墨水盒，邁向
ISO14001之企業。宣傳資源珍貴、請勿浪費，推廣回收計

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荷蘭展團

截止2014年10月7日

TheRockGroup
(荷蘭 / 展位號：3-G02)

我們協助機構適應高速的社會轉變，以
及提供策略性的建議處理今天的營運和
邁向可持續的未來。

我們與客戶合作包括：
1. 協助機構發展及實行可持續性的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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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O
(荷蘭 / 展位號：3-G02)

TNO 是荷蘭一家獨立的研究機構，以專業的智識和研究協
助不同機構提升競爭力，對經濟發展及社會的質素有著重要
的貢獻。

TNO 是歐洲一家提供循環經濟顧問服務的著名公司。他們
創立了以連續及真實地評估循環機會的一套特有方法，為政
府及不同機構提供循環經濟顧問服務。

WSS Infocard Systems B.V.
(荷蘭 / 展位號： 3-G02)

WSS 廢物分類技術
WSS 自1992年開始研發、製造及設置加裝辨認系統的廢物
收集解決方案，現已成為歐洲市場行業領導者。

源頭分類系統
投入口設置多層及紀錄分類的系統，以達至源頭分類的最佳
效果。

RSVehicle
以槓桿原理紀錄垃圾車輛的系統，內置於垃圾箱內的晶片含
有識別及稱重的功能。

RSOffice
超卓的網絡軟件讓處理不同種類廢物的成本及利潤能更容易
及更清晰地呈現於客戶眼前。

XCOOP
(荷蘭 / 展位號：3-G02)

全球的經濟衰退激發了人們重新思考現況，以開放和交換分
享的態度正視不同的市場前景。

為改善人們的生活狀況，XCOOP 設計了一套能讓碎片 (廢
料) 重生的系統，為國際帶來收集碎片，互通最新科技知識
的平台。

自2011年起，XCOOP 便與 De Mobiele Fabrief 和 Jansen 
BV 合作，把建築廢料「升級再造」，令城市得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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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其他

截止2014年10月7日

建築署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B25)

建築署為政府擁有或資助興建的設施提供下列三種主要服務
：

1. 監察及諮詢服務
2. 設施保養
3. 設施發展

建築署致力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並尋求在合適的工程項
目中持續採用具成本效益、創新及可持續發展的元素，藉此
提升政府樓宇的可持續發展效益。我們盼能不斷進步，為香
港締造更美好的將來。

近年，建築署的多個項目均在各個不同範疇的獎項，包括香
港建築師學會年獎、香港園境師學會設計獎、優質建築大獎
及環保建築大獎等獲得表揚。

渠務署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B26)

渠務署成立於1989年，致力提高本港的防洪水平，並提供
既有效又環保的污水收集、處理和排放系統，以保障市民的
安全和健康。

污水處理設施
現時全港所產生的家居、都市和工業污水，超過93%是經過
處理後再通過排放管道排放。

再造水生產設施
為減少沙田污水處理廠的食水消耗量和從保護環境方面更能
好好利用已適合排放的放流水，渠務署於沙田處理廠加設再
造水生產設施，每日可再淨化一千立方米經二級處理和紫外
光消毒的污水，以便生產再造水，用來調製聚合物，以及灌
溉植物。

再生能量應用 – 生物氣
本署其中四間大型二級
污水處理廠，均採用厭
氧消化方式處理污泥。
在消化過程中產生的副
產品生物氣，是一種可
再生的燃料。

香港房屋委員會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 / 展位號：3-C27)

香港房屋委員會一向致力為公營房屋的居民締造綠色和健康
的生活。我們工作的每個範疇由房屋規劃、發展，到屋邨維
修、管理，都貫徹著我們對環境的關愛。而承辦商、居民和
社會大衆均是我們在環保路上的密切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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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署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C26)

水務署自2009年起推出自願參與的｢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標示各類常用的用水裝置及器具的用水效益，協助消費者選
擇具節水效益的產品以節約用水。目前，這計劃涵蓋沐浴花
灑、水龍頭、洗衣機及小便器用具，水務署計劃於2014年
較後時間把標籤計劃擴展至包括節流器。

「節流器」是一種節水器具，能於指定的水壓範圍內減低及
調節水流量，並可搭配水龍頭及沐浴花灑等用水器具使用，
從而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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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2014 
參與商貿配對服務之企業名單 
 
綠色解決方案行業分類： 

   創業基金及融資 

   餐飲、餐廳及酒店 

   物流、運輸及航運 

   教育及培訓 

   建築、園景和室內設計、測量及建造 

   環境工程 

   環境管理及顧問 

   物業管理及發展 

   藥業、醫院及診所 

   公共事業 

   漂染、造紙、印刷、製革及紡織 

   電鍍、電子、重金屬及玻璃 

   化工、水泥及農藥 

   其他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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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創業基金及融資

截止2014年10月7日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
Baguio Green Group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02)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為香港領先的綜合環境服務供應商，
擁有逾34年歷史，提供四大類型服務，包括：清潔、園藝、
蟲害管理、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展望未來，碧瑤致力成為香港最綜合及可靠的環境服務供應
商，亦將會大力拓展廢物收集、分類、回收及處理服務，種
類包括機密資料、廚餘、塑膠及玻璃等。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BMI Environmental Consultanc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20)

邦盟滙駿環境顧問有限公司在環保領域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
技術。我們因應客戶不同的需要，在環境、可持續發展、碳
及能源等各方面，為他們提供最專業的服務，不論是從降低
成本和能源消耗量，或是提高營運效益等目標出發，我們都
可以為客戶制定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服務範圍:

 環境審核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風險評估
 碳審計 / 能源審核
 污染場地的評估和補救措施
 廢物處理 / 商業回收
 企業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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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合天地(香港) 有限公司
Chiho-Tiande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4)

齊合天地是中國其中一家最大的混合廢金屬回收商。我們提
供一站式安全和負責任的回收服務，包括：

廢金屬回收 – 擁有超過20年的經驗，我們是少數擁及經營
自己的金屬鑄造廠的金屬回收商

電子產品回收 – 我們的回收過程是安全和符合環保要求, 而
且能夠提升至最大的回收率

機密電子數據銷毀服務 – 確保你的廢舊電子產品中的敏感和
保密資料在回收時得到保障

中國節能環保(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China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ng Kong) Investment Co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C12)

中國節能淺層地能利用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居世界領先地位，
已在全國20多個省市實施了700多個項目。

中國節能擁有國內最大規模的城市垃圾及農林剩餘物處理能
力 (3.436萬噸/日，約占全國市場份額的15%)。專案包括國
內第一個國產化 (爐排爐) 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第一個具有
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秸稈直燃發電項目、第一個污泥焚燒發電
項目等。

重鋼CCPP-CDQ項目－全國最大的協力廠商投資、運營餘
氣餘熱回收利用項目，鋼鐵領域第一個餘氣餘熱綜合利用零
排放示範項目，總裝機35.5萬千瓦，可滿足新廠區生產主線
75%的用電需求。

城市創富有限公司
City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02)

城市創富有限公司為客戶提供當今最先進之一的德國垃圾熱
裂解技術，此技術的核心是在垃圾處理過程中不僅把二次污
染減至低於歐盟要求，甚至有些低於十倍以下，幾乎完全沒
有產生二噁英(dioxins)、呋喃(furans)及重金屬，煙氣成份簡
單，多出的高溫煙氣能量亦可用來發電自用和輸入電網。

CTTC-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8)

智慧城市無線監控系統 搭載先進物聯網技術，由頂尖跨國
研發團隊開發。

特點包括：

超低耗電量 - 一年以上的電池續航能力，可配搭再生能
源系統；

 雲計算和存儲 - 隨時隨地於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接入系
統 ；

 跨域監測 - 空氣品質、水品質、 電力、植物生長等擴充
功能，全聯繫於一個平台上。



Fintrade Mercer Advisor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0)

Fintrade-Mercer Advisor Ltd.專業從事城市生活垃圾管理、
電子廢物管理、廢物管理等，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和最
優良的客戶服務。

其他方案和服務還包括：

- 空氣質量 / 生物燃料 / 海洋污染
- 能源效益及節能
- 環保產品和材料
- 環境工程解決方案及服務
- 水質及工業廢水
- 控制、測量和實驗室技術
- 環保服務及研究
- 綠色建築解決方案與服務

Menergy Corporation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在中國地源熱泵領域，楓葉能源是第一家完成從全面系統設
計到地下參數檢測，空調設備製造，重點專案施工，區域地
熱能系統開發戰略佈局的專業化企業。

楓葉能源公司憑藉精準的設計、專業的施工和周到的服務，
承接了大批工程項目，為眾多用戶提供了滿意的節能系統，
為行業打造了多項精品樣板，多個專案成為行業第一。

OpenAire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OpenAire Inc. 於1989年在加拿大成立，是專業設計、生產
和安裝可開合屋頂及大跨度鋁結構屋頂的公司。產品被廣泛
應用於大型水上樂園、游泳館、健身中心、酒店、商務中心
及私人別墅泳池。獨特的個性化設計，豐富的生產和加工經
驗，完善的售後服務系統使得 OpenAire 的產品獨樹一幟，
並始終保持世界領先地位。

使用可開合屋頂，即符合現代「綠色革命」的設計潮流，滿
足了節省能源的要求，極大降低了運營成本，又讓人們在盡
情享受樂園設施的同時，重溫回歸自然的感受。智能的電動
操控系統使屋頂的可開啟面積達到 50% 至100%，配合雨雪
感應器、煙感報警裝置、溫度感應器、濕度感應器、風速感
應器等，並可與建築整體控制系統鏈接，無論在陽光明媚的

春、夏、秋，還是雨
雪交加的冬季，我們
的產品都能給用戶提
供舒適的環境。室內
空氣中所含的氯氣及
其它有害的化學成分
都被這種自然的空氣
循環系統排到室外。

Sancor Industries Ltd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緊急預備狀態座廁 (新產品!)
低成本而且環保的最新座廁方案，適用於災難性的情況。

Envirolet® 智能沖洗 VF系統
當今最先進的環保廁所系統。造型現代的真空抽水馬桶每次
沖洗僅用0.2升的水將廢物衝到分離的堆肥裝置裡面。無需重
力。

Envirolet無需用水的一體式系統
流行的「一體式」裝置，幾乎可以帶去任何地方，是下面空
間很少或根本沒有空間進行分離堆肥的浴室的理想選擇，比
如地下室內的浴室。

Envirolet 高級環保型衛生解決方案。100％無需用水、少用
水或超少用水沖洗。無化學添加物，可替代化糞池、儲存罐
、戶外廁所，易於安裝。



TheRockGroup
(荷蘭 / 展位號：3-G02)

我們協助機構適應高速的社會轉變，以
及提供策略性的建議處理今天的營運和
邁向可持續的未來。

我們與客戶合作包括：
1. 協助機構發展及實行可持續性的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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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餐飲、餐廳及酒店

截止2014年10月7日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
Advanced Eco Engineeri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D06)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AEE)是專門提供及設計環保、健康生活
和安全設備的公司。

廚餘機有效減少廚餘體積及把廚餘變成有用的材料。

迷你消毒洗衣機利用臭氧技術殺滅細菌，以保護我們的健康
。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創新納米材料，締造更美好生活！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s.r.o.是一家創新、專注於納米技
術的公司，主要集中於氧化物納米陶瓷和其實際應用領域。

我們的目標是建造對世界有實用性、有價值及潛力的創新技
術，擴闊環境保護及能源生產的界限。

Advanced Material – JTJ s.o.r. 與西班牙省政府簽定協議

Agile8 Consult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3)

COOLNOMIX®是專門為空調和冰箱而設的能源優化技術，
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約30-40%。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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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Technichem (HK) Pte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5)

ALS香港於1994年成立，並於1995年在 HOKLAS (香港實
驗室認可計劃) 得到認可。我們在食品及環境 (海水、飲用
水和廢水、土壤、沉積物和生物) 樣本領域上提供全面的物
理、重金屬、微量有機物、養分及微生物測試。

ALS 專業的團隊不斷提升
自身的技能、服務範圍及
設置先進的設備，我們對
不同種類的空氣樣本提供
一站式的樣本採集及分析
服務。服務範圍包括總懸
浮顆粒物、呼吸懸浮顆粒
、室內空氣質量 (IAQ)、
煙囪排放、氣味分析與氣
味巡邏等。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
Appleone Solution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6)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是德國 Testo 全球最大攜帶型測量儀
器專業製造商的港澳總代理。

本公司自2005年起為各行業提供專業測量儀器及提供建議
，多年來公司客戶數目已達數千，客戶主要為酒店、大專學
院、食品工業、電廠、物業管理、空調及工程測量等。 供
應對象主要為香港及澳門，是一間本地化及內銷企業。除了
Testo 之外，本公司亦引入其他歐美專業儀器品牌如：
Svantek、Hygiena、Sitelab 和 Sentry等。

Aspiro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8)

Aspiro 是著名的室內空氣淨化產品製造商，專門為基礎設施
及工業用戶，如：機場、酒店、公共建築、學校、醫院、辦
工室、工業廠房等，設計合適的空氣流通淨化系統。

IAQC 系統是 ASPIRO™ 的創意產品，由以下專有的高科技
術組成：

 專有的光催化過濾模塊；

 經醫學驗証的殺菌紫外綫系統；及

 專利的電動碳處理器

產品有效消除空氣中有害及刺激性危險物質、細菌、烟霧、
異味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獨特的產品設計有效改善空氣提
取、冷卻、清洗和供應過程。除了為客戶提供較高的隱定性
外，同時減低了保養維修的成本和噪音，能源的使用量亦可
減省達約25-30%。

聯誼工程有限公司
Associated Engine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2)

TUBES是一個依靠微生物自身發熱處理廚餘的系統，能夠
大大減低用電量以及碳排放量。廚餘進入滾筒經過14-21天
的消化分解後，可轉化成堆肥，適合種植及園藝。

TUBES有不同的型號，能夠處理20公斤(80人)到1000公斤
(4000人)的廚餘供客戶選擇。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Biomax Technologies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3-E16)

Biomax Technologies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綠色技術公
司，擁有一個屢獲殊榮的專利解決方案，管理所有類型的有
機廢物。

我們的快速高溫消化系統能在短短24小時之內，將食品及食
品加工廢棄物、農業廢棄物和動物糞便轉換成100%的優質
有機肥。它是在廢物管理行業的同類產品中速度最快的方法
。該系統結合了特別設計的消化器和專有酶，在乾淨、可持
續的方式下分解有機廢物。個系統能提供閉環操作，把廢物
轉化為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
BioZon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2)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專業從事空氣淨化設計及生產，是紫
外線於商業及工業應用的全球領先者。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的空氣淨化裝置有效殺滅細菌、病毒
、霉菌、甲醛等可揮發有機污染物(VOCs)，以及去除異味
。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BMI Environmental Consultanc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20)

邦盟滙駿環境顧問有限公司在環保領域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
技術。我們因應客戶不同的需要，在環境、可持續發展、碳
及能源等各方面，為他們提供最專業的服務，不論是從降低
成本和能源消耗量，或是提高營運效益等目標出發，我們都
可以為客戶制定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服務範圍:

 環境審核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風險評估
 碳審計 / 能源審核
 污染場地的評估和補救措施
 廢物處理 / 商業回收
 企業可持續發展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齊合天地(香港) 有限公司
Chiho-Tiande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4)

齊合天地是中國其中一家最大的混合廢金屬回收商。我們提
供一站式安全和負責任的回收服務，包括：

廢金屬回收 – 擁有超過20年的經驗，我們是少數擁及經營
自己的金屬鑄造廠的金屬回收商

電子產品回收 – 我們的回收過程是安全和符合環保要求, 而
且能夠提升至最大的回收率

機密電子數據銷毀服務 – 確保你的廢舊電子產品中的敏感和
保密資料在回收時得到保障

皇冠汽車有限公司
Crown Mo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C21)

為進一步實踐綠色駕駛，皇冠汽車創業界先河，將豐田及日
野目前最成熟的車用環保油電混合動力系統，運用於一系列
的私家車及日野300混能輕型貨車中，為市場提供多一個環
保選擇。

日野300混能輕型貨車
於柴油及電力的混能系統配合及應用下，日野300混能輕型
貨車的整體油耗表現全面被提升，排放亦大大減低，貫徹環
保的設計概念。從企業及商家的角度，它必定是最佳低成本
及高效率的選擇，定能提升企業形象。

錠則利佳營造夥伴有限公司
DARG Partn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1)

SEAG 高透光節能隔熱膜

 市面上最高清的玻璃窗膜，透光
度達91%，透明及無色

 世界23國註冊專利的隔熱塗層技
術，有效節省高達40%用電

 100%有機物質製成，不含金屬

 阻隔99%有害紫外線

 防結露、防爆

陶瓷水BY50 (新產品)

 有效分解甲醛及有害物質

 能抗菌、殺菌、除臭

 效力持久

 安全可靠 / 無毒、可食用不損害身
體

 完全不損壞生態環境、無色無味

 適合用於家居、醫院、護老院、學
校、食品工業等等



Dorset Green Machines B.V.
(荷蘭 / 展位號：3-E06)

來自荷蘭的Dorset Green Machines是一家領先於生物質干
燥系統裝置及相關設備的製造企業，主要專注於處理生物質
廢物產品的商業方案；我們是使用殘餘熱量來把生物質廢料
(如糞肥、木材、沼渣沼液和污水淤泥等) 變干燥的專家。

我們提供任何從即插即用的獨立方案，到處理全套有機肥料
的製造廠房配合解決方案。

高溫分解廠房是公司最新發展的方案，能把生物質轉化成
50%油或氣及50%生物碳；油及氣為綠色能源提供燃料，而
生物碳則能作為濃縮肥料。

達爾思製造有限公司
Dust Free Manufactur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7)

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德薩斯州萊斯市的DUST FREE (達爾思)
創立於1982年，由班納德家族所擁有。作為室內空氣品質
(IAQ)的專業生產商，其設計及供應的空氣淨化設備如：空
氣過濾器、紫外線殺菌器及光觸媒空氣淨化系統等均對患有
空氣過敏症的病人尤其見效。

過去二十年，香港多項聞名的建築項目均採用達爾思的產品
，足以證明達爾思是其中一個優質、高效、可靠的空氣淨化
設備產品主要供應商。

Eco Concepts Asia Ltd. 
(香港 / 展位號：3-H19)

Eco Concepts Asia Ltd. 是一家供應 green concepts® 環
保清潔產品的供應商。產品已獲得多個國際綠色認證：
Green Seal (美國)、EcoLogo (加拿大)和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澳洲) 等。

此外，我們還是香港環保採購約章的資深會員，確保產品符
合國際環保標準，對人類和環境無害，及比傳統清潔產品更
有效。所有產品都是用天然可再生原材料；成分可100%生
物降解；無或極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無毒。

億高來來全球有限公司
Ecolala Earth Co., Ltd.
(香港 / 展位號：6-D11)

億高來來全球有限公司提供世界最先端的高性能光觸媒製品
及總合解決方案。

Ecolala燈觸媒可視光型光觸媒，可視光黄色等級，世界最
高級，可對應室内光。快速分解有機有害物、細菌、霉菌、
病毒、煙臭、VOC、甲醛等，徹底解決產生臭味的源頭。

使用納米滲透技術和磷灰石覆蓋技術，令其功效可達至半永
久。



怡科羅(南京)異味控制技術有限公司
Ecolo Odor Control Technologies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自1973年以來，怡科羅（ECOLO）在異味控制系統的製造
和發展方面一直都是領先的專家，專業為客戶提供污水，固
體廢物，食品生產，石化行業異味控制服務。

怡科羅（ECOLO）生產超過60種不同的專利和專有配方的
液體，應用超過30種設備。其中包括氣味中和劑和霧化反應
，蒸汽和噴射系統，以及生化興奮劑，改變了大量的各種有
機廢水的氣味的產生。

通過多年的研究與發展，及對工業配方的收購，自2004年
開始，怡科羅（ECOLO）自豪地為大家提供了氣味控制業
界最完善的產品，在超過30多個國家中擁有200多個經銷商
，包括中國這樣一個亞洲區域總代理，在世界範圍創造了一
個卓越的品牌。

環保園集團有限公司
Eco-Park Holding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20)

環保園集團有限公司專門開發綠色塑料解決方案，為客戶提
供循環再造塑料及可生物降解塑料，物料適合用作製造手提
袋、餐具和食物器皿等等。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廣東益德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Ecot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中國內地 / 展位號：3-H17)

廣東益德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設計、製造和銷
售於一體的高新技術企業。主要生產經營可完全生物降解的
產品，如餐具、食物容器、杯碟、托盤、膜類產品及飯店用
具等等。

所有產品均由玉米澱粉製成，可於天然環境分解。產品符合
FDA、OK-COMPOST、OK-BIOBASED、SGS、BPI、
EN13432 及 ASTM D6400要求。

EM Korea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8)

EM Korea 於1987年成立，是一家以先進製造技術，尤其精
密機械見稱的公司。致力發展水力電解系統，其自家開發的
氫技術更處於領先地位。EM Korea 製造的 Eco-Crobe 是一
個可用於食物及工業有機廢物的發酵及分解裝置。公司不斷
精益求精，改良新技術，為增強用家的信心。

廚餘分解機 －能於 24 小時內把 90% 的廚餘分解及消減。
此機最尾的程序配備 8 層的除臭過濾設備。Eco-Crobe 半持
久地用於管理微生物。處理後，剩餘的粉末能用作固體燃料
或肥料。

工業有機廢物分解機
－Eco-Crobe 能以微生
物於 24 小時內處理
80-90% 的有機廢物。

氫電站－EM Korea 於
韓國大邱廣域及另外 3 
個地方興建電解式氫電
站，能一天替 20 輛電
動車提供氫氣充電。



安和環保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nviro Process Technolog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7)

安和j專門為污水及工業廢水、水泥廠清潔用水等提供一套
完整的污泥管理解決方案，從污泥沉澱，污泥輸送，到污泥
脫水和處置。

安和十多年來累積了豐富的水處理經驗，為客戶提供一流的
服務，深得客戶的信任。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
Foundation Applied Technolog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7)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為一家香港註冊公司，成立於2007年
。公司業務主要以生物科技生產的酵素改善空氣質素。

眾所周知，「Bio-Fresh」這個商標的產品有效去除異味及甲
醛，適用於洗手間、酒吧、吸煙區、垃圾收集站至大型公共
設置，如污水處理廠等。

目前，來往香港及澳門的高速船正採用Bio-Fresh產品，去除
船艙內因乘客不適嘔吐帶來的異味。

滴滴佳環保系統有限公司
Gainberg Environmental Systems Ltd. 
(香港 / 展位號：6-E14)

滴滴佳研發團隊主要從事生物智能空氣淨化技術的研發和利
用，把研發出的一系列產品推廣到市場，務求把最前線的科
研成果應用到日常生活裡。

空氣淨化技術 - 利用超臨界流體萃取技術，從多種精選的植
物中提取精華成份精製而成的消毒淨化劑，不但可分解飄浮
於空氣中的有害物質，還可消滅引起流感、呼吸道感染等疾
病的細菌和病毒，具有消毒除臭功能，能確保空氣持久清新
，並且減低鼻敏感症狀。經檢測，該淨化液對甲醛、苯等有
害物質的去除率達到 90% 以上，滅菌率更高達 99.99%。

加力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Garlic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9)

加力國際是上海復振科技有限公司的出口代理。上海復振採
取了中醫概念、加上對古代醫書的鑽研所獲取的精粹，經
15 年時間研發了一系列天然的植物源袪味抑菌液。

Odorclean (PEDAL) 是由多種植物萃取精華復配而成。產
品具備不同的級別，主要有消除氣體、氣味及殺菌消毒兩個
功能。

應用範圍：
 垃圾堆填區及垃圾中轉站
 污水處理廠
 公廁、賭場、酒店、卡拉 OK
 農業 (土傳病土壤修復)
 裝修工程 (消除甲醛、笨、TVOC等)
 油港清洗業 / 船舶維修業經 (油氣快速消除)
 家居、寵物系列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Point EC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0)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改善人類生活及綠化地球為目
標，在節能環保方面不遺餘力，積極開發及推廣新穎產品，
以應付社會需求。

Ecomesh 是最新、最有效的節能產品，能廣泛應用在各類
型風冷空調機組、冷庫、凍櫃等等。通過簡單的外圍安裝，
能在零增耗情況下，減少 20% 或以上壓縮機的負荷和電力消
耗。

Ecomesh 無需維護保養，耐用性持久，且穩定可靠、無毒無
害，亦符合生態及環保要求，是一投資少，回收期短的最佳
節能環保產品，家居、商場、超市和餐廳等均適合使用。

綠心園藝
GS Garden 
(香港 / 展位號：6-G03)

儲水式綠牆及一站式園藝方案

 植物牆的數目可以無限地伸展，並附有自動灌溉系統使水
份平均分怖於各植物牆

 簡易的安裝方法既方便垂直和水平地種植，亦能節省用水
和時間

 這綠化概念適用於香港細小的居住空間，亦能用於酒店、
餐廳和各類型大廈的綠化項目

 綠心園藝更提供一站式園藝方案包括規劃,設計，保養及
租售儲水式花盤及綠牆

 更可提供室內外植物, 並有專人安裝

凱安(微氣泡)環保科技公司
Hillon (Micro Bubbles) Eco Technology Company
(香港 / 展位號：6-C19)

安捷有機廢氣降解系統 (超氧納米微泡系統) 能有效分解不
同的有機廢氣。微氣泡自然壓壞現象會產生超聲波、高溫和
高濃度負離子，創造了降解 VOC 的有利條件，配合噴霧和
氧化技術，能進一步加強分解的效率。

安捷有機廢氣降解系統 運行成本低，對比傳統工藝，有很
多優勢，適用於生產過程中釋放有機廢氣的行業。

安捷臭味降解系統是一種智慧環保型的噴霧系統，有效和快
速去除現場的各種臭味，適用於家庭、商業和工業場所。

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Purifier Center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5)

2002年，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成立於香港。本公司致力於提
供專業的顧問服務和環保產品以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從
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MEDAIR 601和504是專為0.01及0.3um的微粒包括煙、
PM2.5等而設計，並有效地殺死細菌和病毒。本著愛護環境
的信念，MEDAIR 更研發出無需更換耗材的空氣淨化器。為
了更有效處理不同空氣污染問題，MEDAIR 備有四款針對不
同空氣問題而設計的過濾倉，助用戶輕鬆解決問題。



香港有機資源再生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Organic Waste Recycling Centr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2)

香港有機資源再生中心(HKOWRC) ，致力於協助客戶提供
一站式有機回收服務。服務香港各類型廚餘生產者，包括私
人公司、工商業、以及政府機構部門的客戶，提供切實可行
的解決減費方案，協助收集廚餘及其他有機垃圾，以改進其
環保表現。HKOWRC於2011年成立，結合本地學術專家及
外國處理有機廢棄物的技術和經驗，針對廚餘問題提供最佳
方案。HKOWRC採用國際最新生物科技及大型儀器，為本
港各類型有機廢棄物生產者，提供一站式回收及物料再生，
配合全面的公民教育及市區推廣項目，為香港譜寫有機廢棄
物處理的新一頁。

堀正國際有限公司
Horimasa International Co 
(香港 / 展位號：3-G12)

VEGILAB™ 室內垂直生長系統利用創新的魚菜共生技術於
室內種植「有機」蔬菜。通過使用多種波長的 LED 燈，使
室內種植的效果亦有如室外。

AP-mini 是一個水槽魚菜共生系統。我們在魚缸上作出了一
些特別的設計，令您同時享受養魚種菜的樂趣。

Smart-Aqua life 亦是一個利用魚菜共生技術的系統，可供
餐廳或酒店作裝飾及提供新鮮蔬菜。

VEGILAB™室內垂直生長系統 Smart-Aqua life 

HOSAN P&T 
(韓國 / 展位號：3-H02)

HOSAN P&T 是一家來自韓國的環保膠紙製造商。旗下產品
均取得韓國EQ認證、環保標籤及綠色技術認證，並建立水
性乳化劑類的塗層技術。

透明OPP水性膠紙
跟傳統油性膠紙相比，水性的近乎是無臭及不含有毒元素。
高度耐用，時間越久，黏性越強。這更是韓國唯一一款無聲
的水性膠紙。

棉質膠貼
棉質膠貼擁有跟透明OPP水性膠紙同類的特性，並有更多顏
色切合不同的需要。以含水的顏料製造及上色，絶對是無害
及環保的產品。

琥珀光學香港有限公司
Huper Optik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06)

琥珀光學 於1997年。它推出
了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款
納米陶瓷隔熱膜，被廣泛應
用於航海、建築及汽車市場
，將窗膜行業帶入了納米陶
瓷新紀元。

琥珀光學的誕生，是結合了來自三個不同國家的四所機構和
企業六年多的努力。這些機構包括了：

 德國 弗勞恩霍夫研究所
 美國 韶華科技
 新加坡 生產力與標準局
 經緯控股有限公司



昆山依拉勃無管過濾系統有限公司
Kunshan Erlab D.F.S. Co., Ltd 
(法國 / 展位號：6-G15)

依拉勃公司於1968年在法國成立，並在1971年首創了第一
台致力保護化學實驗人員的無風管淨氣型通風櫃，創立了
「Captair」品牌。

目前，約有 100,000 餘台 Captair 無風管淨氣型通風櫃服務
於全球45個國家和地區。

依拉勃2009年推出了Captair Flex系列，深受業界歡迎，靈
活的模組化過濾系統可以根據實驗的化學品變化而相應進行
變化，為實驗人員提供一流的保護。

彩麗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Magical Film Enterprise Co. Ltd. 
(台灣 / 展位號：3-H15)

彩麗薄膜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領先的塑料薄膜製造商。

彩麗薄膜：

 100% 環保材料，減少碳足跡

 符合 FDA、ROHS、REACH 及 OK COMPOST 要求

 可易於與塑膠或紙張貼合加工

 具有光潔的表面和高度的透明度

 為薄膜流延壓出級製造

 原料來自美國 Nature work 的 Ingeo 植物，並非石油

 厚度均勻、韌性佳、易印刷、可扭結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
Marko Tack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F09)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開發、生產和銷售節能窗
膜的專家，旗下的節能解決方案能夠照顧各類型的玻璃系統
。

SOLUX®節能窗膜是該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它不僅高效
節能，更可減少太陽熱能60–90%，並阻隔99.9%的UVA和
UVB光線。

OpenAire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OpenAire Inc. 於1989年在加拿大成立，是專業設計、生產
和安裝可開合屋頂及大跨度鋁結構屋頂的公司。產品被廣泛
應用於大型水上樂園、游泳館、健身中心、酒店、商務中心
及私人別墅泳池。獨特的個性化設計，豐富的生產和加工經
驗，完善的售後服務系統使得 OpenAire 的產品獨樹一幟，
並始終保持世界領先地位。

使用可開合屋頂，即符合現代「綠色革命」的設計潮流，滿
足了節省能源的要求，極大降低了運營成本，又讓人們在盡
情享受樂園設施的同時，重溫回歸自然的感受。智能的電動
操控系統使屋頂的可開啟面積達到 50% 至100%，配合雨雪
感應器、煙感報警裝置、溫度感應器、濕度感應器、風速感
應器等，並可與建築整體控制系統鏈接，無論在陽光明媚的

春、夏、秋，還是雨
雪交加的冬季，我們
的產品都能給用戶提
供舒適的環境。室內
空氣中所含的氯氣及
其它有害的化學成分
都被這種自然的空氣
循環系統排到室外。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
Perfect Green Suppl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2)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致力為客戶提供一個綠色的生活及工作
環境，透過供應安全優質的環保產品及特殊專業設備，我們
的專業服務團隊能因應個別客戶需要，度身訂造各項合適的
環衛方案。

我們提供一站式廚餘管理方案，具有各類廚餘機的安裝、操
作及保養經驗，服務對象包括屋苑、商廈、商場、工廈、辦
公室及家庭。我們供應不同技術及款式的廚餘機，滿足不同
客戶要求。

我們的「碟碟新」一站式餐飲業衛生、清潔服務包括：餐具
清洗消毒、隔油池廢料及廢食油回收等。我們更提供室內空
氣淨化服務，以及提供一系列舒適、高效能的環保衛生產品
，締造健康綠色的生活時尚。

科力發展有限公司
Powertech Ipc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3)

科力發展有限公司成立於2005年，專門提供提高能源效益
及水質的創新解決方案。產品包括 AquaKLEAR 及
Activated Filter Media (AFM)。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AquaKLEAR AFM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
Program Contrac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G01)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27年來一直堅守與顧客的承諾，用心打造
每一項工程，成為金屬製品行業內具規模的公司之一。憑藉
多年來累積的豐富工程知識及經驗，我們創建了2大品牌：
葆模建築鋁模板及城+街道/鐵路家具品牌。

葆模是行內高質素的鋁模板系統，由設計到生產均由葆岡自
設的珠海廠房完成，自家監控並確保品質優秀。

城+則重視城市的公共設施發展，為客戶獨家設計及製造如
單車泊架、公共座椅、垃圾桶、巴士站、廣告燈箱、標識牌
、建築/裝飾外牆等。

葆模建築鋁模板

佰福菜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Protek Asia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7)

納米液态陶瓷隔熱塗料的操作范圍廣泛，從 -70℃到250℃
，可以塗覆在傳統材料難以覆蓋的區域。它還具有防冷凝的
功效，同時在使用時無須關閉正在運行的系統。

Re-Flame 是一種膨脹型納米防火塗料。

NANO-FIX ANTICOR 是覆蓋在锈鉵上的抗腐的、抗風化的
搪瓷低漆。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REC Gree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2)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致力於為客戶提供節能方案及產品，
取得樓宇能耗表現、舒適度及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平衡，同時
提升能源效益。

能源優化方案 －能源優化方案根據樓宇實際負荷及外部天
氣變化而自動調節中央空調系統的操作，使中央空調系統整
體能源消耗達至最佳表現。

智能風機盤管 －智能風機盤管應用永磁馬達，於低速運行
時節能高達 80%。iFCU™ 同時適用於翻新及新建築。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為能源分析
及監察軟件，特點包括：分析能源消耗、最大需求、平衡負
荷、電費及運行。

SaveSorb
(美國 / 展位號：3-F17)

SaveSorb 是一種純天然的油料和化學品吸收材料。與目前
市場上粘土、纖維和矽石等材料相比更加經濟和有效。
SaveSorb不僅僅清理油料，而是真正地吸收和封裝油分子
，這種完全地吸收使它在被施壓和暴露在水中的情況下也絕
不會再次釋放已經被吸收的油料、化學品及毒素。由於它的
疏水性，SaveSorb 可浮在水面用於吸取水面的油料和燃料
，並且可以用於水過濾。SaveSorbet 可廣泛運用於環境保
護，例如清理油料洩露，暴雨水中油/燃料過濾等。
SaveSorb 可提供散裝、墊子、枕/簍/筐/管型等各種形狀的
油料過濾吸收產品，並且提供客戶定制服務。

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司
SITA Waste Servic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B12)

領導全球的資源回收及廢料管理專家－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
司(昇達)，在廢物處理流程的每個環節均擁有深厚經驗及專
業知識，母公司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更為世界級的水務及廢
料環保業務的先行者，在全球五大洲 70 個國家僱員近
80,000 人。

昇達由資源回收至最終處理每一個環節均可提供專業及創新
的綜合廢料管理方案與技術，包括：城市清潔及廢料收集、
循環再造、廢物轉運站、透過填埋，非危險固體廢物或危險
廢物的焚燒轉廢為能、修復填埋場、堆肥及土壤修復等。

Sust'n Green Technology
(香港 / 展位號：6-G02)

Sust’n Green Technology 旨在透過專業的諮詢和工程以提
高空間的室內環境質素(IEQ)及可持續性。我們的目標是利
用先進技術及綠色環保產品，為住宅和商業客戶提供全方位
的服務，以建立一個舒適、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我們亦歡迎與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物業管理等單位的合
作機會。

我們的服務分為 4大範疇：室內環境質素 (電磁波輻射防護
、隔熱節能、室內空氣質素、水質改善等)，環境安全 (地板
防跣、嬰幼兒/長者家居安全等)、專業修復及保護 (防水防
漏、刮痕修復等) 及綠色環保產品。



TheRockGroup
(荷蘭 / 展位號：3-G02)

我們協助機構適應高速的社會轉變，以
及提供策略性的建議處理今天的營運和
邁向可持續的未來。

我們與客戶合作包括：
1. 協助機構發展及實行可持續性的抱負

2. 為可持續的創新意念及啟動提供商業協助
3. 提供有助面對綜合社會性挑戰的方案
4. 知識和技能教育的提供

TheRockGroup 專注於成果的要求、以商業為驅策和高可行
性的新意念等社會議題，例子如：生物多樣性、能源、天然
資源短缺和對社會負責的投資等。

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The Star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9)

美雅專門為客戶提供低碳印刷，所採用的是循環再造的紙張
和環保大豆油墨。

科域國際有限公司
Vannex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20)

環保微波快速乾燥廚餘機

本產品採用微波乾燥技術，烘乾完成後的半成品添加配方後
即制成動物飼料。由於使用微波技術，本機特設防幅射設計
，避免在烘乾過程中造成微波洩漏。另具有省電、小巧、不
產生氣味和噪音的特點。

水務署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C26)

水務署自2009年起推出自願參與的｢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標示各類常用的用水裝置及器具的用水效益，協助消費者選
擇具節水效益的產品以節約用水。目前，這計劃涵蓋沐浴花
灑、水龍頭、洗衣機及小便器用具，水務署計劃於2014年
較後時間把標籤計劃擴展至包括節流器。

「節流器」是一種節水器具，能於指定的水壓範圍內減低及
調節水流量，並可搭配水龍頭及沐浴花灑等用水器具使用，
從而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



榮冠(集團)實業有限公司
Well Crown (Group) Industr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2)

榮冠集團創立於1990年，其下代理的產品涵蓋汽車零配件
、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本集團致力為汽車行業提供環保
的產品及解決方案，以迎合未來汽車業的環保趨勢，並於行
業中保持領導性地位。

在未來，集團將會繼續以「以客為尊、忠誠服務；榮利共創
、冠徹同儕」的宗旨為客戶引入更多種類的環保產品，為業
界及社會締造一個符合環保概念的環境。

本集團代理之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產品己通過多項國際標
準，例如 ACEA 及 API，其中包括多項減少汽車污染物的指
標。為配合政府之環保政策，產品亦適用於歐四、五規格之
柴油商用車及電油私家車。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World Wide Scientific Co., Ltd.
(中國內地 / 展位號：3-G18)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成立於2011年，是一家專注於智能
環保產品及應用的高新技術企業，集研發、生產、銷售和技
術服務於一體。

公司產品太陽能智能垃圾箱為國內首創，利用太陽能供電實
現對垃圾的消毒、壓縮，投放口自動開關等功能。

垃圾箱聯網，不單能讓管理者隨時查看垃圾箱情況，於垃圾
箱即將填滿時，發送短信通知管理者，內置的軟件更可自動
規劃收集垃圾的最佳路線。

產品有效增加垃圾存儲容量，填滿通知功能大大降低重複的
清理工作，是高效的環保產品。

user1
Typewritten Text
返回



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物流、運輸及航運

截止2014年10月7日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創新納米材料，締造更美好生活！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s.r.o.是一家創新、專注於納米技
術的公司，主要集中於氧化物納米陶瓷和其實際應用領域。

我們的目標是建造對世界有實用性、有價值及潛力的創新技
術，擴闊環境保護及能源生產的界限。

Advanced Material – JTJ s.o.r. 與西班牙省政府簽定協議

Agile8 Consult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3)

COOLNOMIX®是專門為空調和冰箱而設的能源優化技術，
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約30-40%。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
Appleone Solution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6)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是德國 Testo 全球最大攜帶型測量儀
器專業製造商的港澳總代理。

本公司自2005年起為各行業提供專業測量儀器及提供建議
，多年來公司客戶數目已達數千，客戶主要為酒店、大專學
院、食品工業、電廠、物業管理、空調及工程測量等。 供
應對象主要為香港及澳門，是一間本地化及內銷企業。除了
Testo 之外，本公司亦引入其他歐美專業儀器品牌如：
Svantek、Hygiena、Sitelab 和 Sentr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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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BMI Environmental Consultanc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20)

邦盟滙駿環境顧問有限公司在環保領域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
技術。我們因應客戶不同的需要，在環境、可持續發展、碳
及能源等各方面，為他們提供最專業的服務，不論是從降低
成本和能源消耗量，或是提高營運效益等目標出發，我們都
可以為客戶制定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服務範圍:

 環境審核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風險評估
 碳審計 / 能源審核
 污染場地的評估和補救措施
 廢物處理 / 商業回收
 企業可持續發展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皇冠汽車有限公司
Crown Mo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C21)

為進一步實踐綠色駕駛，皇冠汽車創業界先河，將豐田及日
野目前最成熟的車用環保油電混合動力系統，運用於一系列
的私家車及日野300混能輕型貨車中，為市場提供多一個環
保選擇。

日野300混能輕型貨車
於柴油及電力的混能系統配合及應用下，日野300混能輕型
貨車的整體油耗表現全面被提升，排放亦大大減低，貫徹環
保的設計概念。從企業及商家的角度，它必定是最佳低成本
及高效率的選擇，定能提升企業形象。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Point EC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0)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改善人類生活及綠化地球為目
標，在節能環保方面不遺餘力，積極開發及推廣新穎產品，
以應付社會需求。

Ecomesh 是最新、最有效的節能產品，能廣泛應用在各類
型風冷空調機組、冷庫、凍櫃等等。通過簡單的外圍安裝，
能在零增耗情況下，減少 20% 或以上壓縮機的負荷和電力消
耗。

Ecomesh 無需維護保養，耐用性持久，且穩定可靠、無毒無
害，亦符合生態及環保要求，是一投資少，回收期短的最佳
節能環保產品，家居、商場、超市和餐廳等均適合使用。

HOSAN P&T 
(韓國 / 展位號：3-H02)

HOSAN P&T 是一家來自韓國的環保膠紙製造商。旗下產品
均取得韓國EQ認證、環保標籤及綠色技術認證，並建立水
性乳化劑類的塗層技術。

透明OPP水性膠紙
跟傳統油性膠紙相比，水性的近乎是無臭及不含有毒元素。
高度耐用，時間越久，黏性越強。這更是韓國唯一一款無聲
的水性膠紙。

棉質膠貼
棉質膠貼擁有跟透明OPP水性膠紙同類的特性，並有更多顏
色切合不同的需要。以含水的顏料製造及上色，絶對是無害
及環保的產品。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
Marko Tack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F09)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開發、生產和銷售節能窗
膜的專家，旗下的節能解決方案能夠照顧各類型的玻璃系統
。

SOLUX®節能窗膜是該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它不僅高效
節能，更可減少太陽熱能60–90%，並阻隔99.9%的UVA和
UVB光線。

佰福菜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Protek Asia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7)

納米液态陶瓷隔熱塗料的操作范圍廣泛，從 -70℃到250℃
，可以塗覆在傳統材料難以覆蓋的區域。它還具有防冷凝的
功效，同時在使用時無須關閉正在運行的系統。

Re-Flame 是一種膨脹型納米防火塗料。

NANO-FIX ANTICOR 是覆蓋在锈鉵上的抗腐的、抗風化的
搪瓷低漆。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REC Gree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2)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致力於為客戶提供節能方案及產品，
取得樓宇能耗表現、舒適度及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平衡，同時
提升能源效益。

能源優化方案 －能源優化方案根據樓宇實際負荷及外部天
氣變化而自動調節中央空調系統的操作，使中央空調系統整
體能源消耗達至最佳表現。

智能風機盤管 －智能風機盤管應用永磁馬達，於低速運行
時節能高達 80%。iFCU™ 同時適用於翻新及新建築。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為能源分析
及監察軟件，特點包括：分析能源消耗、最大需求、平衡負
荷、電費及運行。

SaveSorb
(美國 / 展位號：3-F17)

SaveSorb 是一種純天然的油料和化學品吸收材料。與目前
市場上粘土、纖維和矽石等材料相比更加經濟和有效。
SaveSorb不僅僅清理油料，而是真正地吸收和封裝油分子
，這種完全地吸收使它在被施壓和暴露在水中的情況下也絕
不會再次釋放已經被吸收的油料、化學品及毒素。由於它的
疏水性，SaveSorb 可浮在水面用於吸取水面的油料和燃料
，並且可以用於水過濾。SaveSorbet 可廣泛運用於環境保
護，例如清理油料洩露，暴雨水中油/燃料過濾等。
SaveSorb 可提供散裝、墊子、枕/簍/筐/管型等各種形狀的
油料過濾吸收產品，並且提供客戶定制服務。

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司
SITA Waste Servic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B12)

領導全球的資源回收及廢料管理專家－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
司(昇達)，在廢物處理流程的每個環節均擁有深厚經驗及專
業知識，母公司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更為世界級的水務及廢
料環保業務的先行者，在全球五大洲 70 個國家僱員近
80,000 人。

昇達由資源回收至最終處理每一個環節均可提供專業及創新
的綜合廢料管理方案與技術，包括：城市清潔及廢料收集、
循環再造、廢物轉運站、透過填埋，非危險固體廢物或危險
廢物的焚燒轉廢為能、修復填埋場、堆肥及土壤修復等。

TheRockGroup
(荷蘭 / 展位號：3-G02)

我們協助機構適應高速的社會轉變，以
及提供策略性的建議處理今天的營運和
邁向可持續的未來。

我們與客戶合作包括：
1. 協助機構發展及實行可持續性的抱負



科域國際有限公司
Vannex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20)

環保微波快速乾燥廚餘機

本產品採用微波乾燥技術，烘乾完成後的半成品添加配方後
即制成動物飼料。由於使用微波技術，本機特設防幅射設計
，避免在烘乾過程中造成微波洩漏。另具有省電、小巧、不
產生氣味和噪音的特點。

榮冠(集團)實業有限公司
Well Crown (Group) Industr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2)

榮冠集團創立於1990年，其下代理的產品涵蓋汽車零配件
、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本集團致力為汽車行業提供環保
的產品及解決方案，以迎合未來汽車業的環保趨勢，並於行
業中保持領導性地位。

在未來，集團將會繼續以「以客為尊、忠誠服務；榮利共創
、冠徹同儕」的宗旨為客戶引入更多種類的環保產品，為業
界及社會締造一個符合環保概念的環境。

本集團代理之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產品己通過多項國際標
準，例如 ACEA 及 API，其中包括多項減少汽車污染物的指
標。為配合政府之環保政策，產品亦適用於歐四、五規格之
柴油商用車及電油私家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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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教育及培訓

截止2014年10月7日

飛爾特有限公司
3Tech Corporat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11)

飛爾特是一家環保能源工程及顧問公司，負責設計及安裝
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公司服務香港多年，為不同政府部門
、大中小學，以及非牟利機構安裝太陽能、風能與電力公
司之拼網系統，及在離島上安排獨立之離網系統。

Agile8 Consult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3)

COOLNOMIX®是專門為空調和冰箱而設的能源優化技術，
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約30-40%。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
Appleone Solution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6)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是德國 Testo 全球最大攜帶型測量儀
器專業製造商的港澳總代理。

本公司自2005年起為各行業提供專業測量儀器及提供建議
，多年來公司客戶數目已達數千，客戶主要為酒店、大專學
院、食品工業、電廠、物業管理、空調及工程測量等。 供
應對象主要為香港及澳門，是一間本地化及內銷企業。除了
Testo 之外，本公司亦引入其他歐美專業儀器品牌如：
Svantek、Hygiena、Sitelab 和 Sentry等。

user1
Typewritten Text
返回



Aspiro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8)

Aspiro 是著名的室內空氣淨化產品製造商，專門為基礎設施
及工業用戶，如：機場、酒店、公共建築、學校、醫院、辦
工室、工業廠房等，設計合適的空氣流通淨化系統。

IAQC 系統是 ASPIRO™ 的創意產品，由以下專有的高科技
術組成：

 專有的光催化過濾模塊；

 經醫學驗証的殺菌紫外綫系統；及

 專利的電動碳處理器

產品有效消除空氣中有害及刺激性危險物質、細菌、烟霧、
異味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獨特的產品設計有效改善空氣提
取、冷卻、清洗和供應過程。除了為客戶提供較高的隱定性
外，同時減低了保養維修的成本和噪音，能源的使用量亦可
減省達約25-30%。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
Baguio Green Group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02)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為香港領先的綜合環境服務供應商，
擁有逾34年歷史，提供四大類型服務，包括：清潔、園藝、
蟲害管理、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展望未來，碧瑤致力成為香港最綜合及可靠的環境服務供應
商，亦將會大力拓展廢物收集、分類、回收及處理服務，種
類包括機密資料、廚餘、塑膠及玻璃等。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
BioZon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2)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專業從事空氣淨化設計及生產，是紫
外線於商業及工業應用的全球領先者。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的空氣淨化裝置有效殺滅細菌、病毒
、霉菌、甲醛等可揮發有機污染物(VOCs)，以及去除異味
。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齊合天地(香港) 有限公司
Chiho-Tiande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4)

齊合天地是中國其中一家最大的混合廢金屬回收商。我們提
供一站式安全和負責任的回收服務，包括：

廢金屬回收 – 擁有超過20年的經驗，我們是少數擁及經營
自己的金屬鑄造廠的金屬回收商

電子產品回收 – 我們的回收過程是安全和符合環保要求, 而
且能夠提升至最大的回收率

機密電子數據銷毀服務 – 確保你的廢舊電子產品中的敏感和
保密資料在回收時得到保障

CTTC-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8)

智慧城市無線監控系統 搭載先進物聯網技術，由頂尖跨國
研發團隊開發。

特點包括：

超低耗電量 - 一年以上的電池續航能力，可配搭再生能

源系統；

 雲計算和存儲 - 隨時隨地於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接入系
統 ；

 跨域監測 - 空氣品質、水品質、 電力、植物生長等擴充
功能，全聯繫於一個平台上。

渠務署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B26)

渠務署成立於1989年，致力提高本港的防洪水平，並提供
既有效又環保的污水收集、處理和排放系統，以保障市民的
安全和健康。

污水處理設施
現時全港所產生的家居、都市和工業污水，超過93%是經過
處理後再通過排放管道排放。

再造水生產設施
為減少沙田污水處理廠的食水消耗量和從保護環境方面更能
好好利用已適合排放的放流水，渠務署於沙田處理廠加設再
造水生產設施，每日可再淨化一千立方米經二級處理和紫外
光消毒的污水，以便生產再造水，用來調製聚合物，以及灌
溉植物。

再生能量應用 – 生物氣
本署其中四間大型二級
污水處理廠，均採用厭
氧消化方式處理污泥。
在消化過程中產生的副
產品生物氣，是一種可
再生的燃料。

Eco Concepts Asia Ltd. 
(香港 / 展位號：3-H19)

Eco Concepts Asia Ltd. 是一家供應 green concepts® 環
保清潔產品的供應商。產品已獲得多個國際綠色認證：
Green Seal (美國)、EcoLogo (加拿大)和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澳洲) 等。

此外，我們還是香港環保採購約章的資深會員，確保產品符
合國際環保標準，對人類和環境無害，及比傳統清潔產品更
有效。所有產品都是用天然可再生原材料；成分可100%生
物降解；無或極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無毒。



Green Environment Centers Association 
(韓國 / 展位號：3-J07)

根據於1994年修訂的 [環境技
術發展及支持公約] 
([Environm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Act])，本中心成立的目的為推
廣及建立綠色發展的基礎，並
與韓國政府、環境專家及社區
組織一同解決現有的環境問題
。

所有18間中心現與相關的大學、研發中心及行政組織合
作，共同解決環境問題，並發展及提供可行的技術予商業
機構；GEC更養育商業機構及本地社區所需要的環境專
家。

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Purifier Center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5)

2002年，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成立於香港。本公司致力於提
供專業的顧問服務和環保產品以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從
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MEDAIR 601和504是專為0.01及0.3um的微粒包括煙、
PM2.5等而設計，並有效地殺死細菌和病毒。本著愛護環境
的信念，MEDAIR 更研發出無需更換耗材的空氣淨化器。為
了更有效處理不同空氣污染問題，MEDAIR 備有四款針對不
同空氣問題而設計的過濾倉，助用戶輕鬆解決問題。

香港有機資源再生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Organic Waste Recycling Centr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2)

香港有機資源再生中心(HKOWRC) ，致力於協助客戶提供
一站式有機回收服務。服務香港各類型廚餘生產者，包括私
人公司、工商業、以及政府機構部門的客戶，提供切實可行
的解決減費方案，協助收集廚餘及其他有機垃圾，以改進其
環保表現。HKOWRC於2011年成立，結合本地學術專家及
外國處理有機廢棄物的技術和經驗，針對廚餘問題提供最佳
方案。HKOWRC採用國際最新生物科技及大型儀器，為本
港各類型有機廢棄物生產者，提供一站式回收及物料再生，
配合全面的公民教育及市區推廣項目，為香港譜寫有機廢棄
物處理的新一頁。

嘉信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Ka Shu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澳門 / 展位號：6-A05)

1. 環保科技、建築垃圾資源回收、廢棄照明光源處理、廢
機動車輛資源回收、廢植、礦物油再生、化學危險廢物
處理、廢棄電子電器處理、生物質垃圾資源化綜合利用
、廢舊輪胎處理、廢水、廢氣、防訊的治理;

2.  環境保護設施的設計與建設及營運:

3.  廢物管理整體解決方案

4.  為企業各個發展階段提供一站式環保服務;

5.  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



昆山依拉勃無管過濾系統有限公司
Kunshan Erlab D.F.S. Co., Ltd 
(法國 / 展位號：6-G15)

依拉勃公司於1968年在法國成立，並在1971年首創了第一
台致力保護化學實驗人員的無風管淨氣型通風櫃，創立了
「Captair」品牌。

目前，約有 100,000 餘台 Captair 無風管淨氣型通風櫃服務
於全球45個國家和地區。

依拉勃2009年推出了Captair Flex系列，深受業界歡迎，靈
活的模組化過濾系統可以根據實驗的化學品變化而相應進行
變化，為實驗人員提供一流的保護。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
Perfect Green Suppl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2)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致力為客戶提供一個綠色的生活及工作
環境，透過供應安全優質的環保產品及特殊專業設備，我們
的專業服務團隊能因應個別客戶需要，度身訂造各項合適的
環衛方案。

我們提供一站式廚餘管理方案，具有各類廚餘機的安裝、操
作及保養經驗，服務對象包括屋苑、商廈、商場、工廈、辦
公室及家庭。我們供應不同技術及款式的廚餘機，滿足不同
客戶要求。

我們的「碟碟新」一站式餐飲業衛生、清潔服務包括：餐具
清洗消毒、隔油池廢料及廢食油回收等。我們更提供室內空
氣淨化服務，以及提供一系列舒適、高效能的環保衛生產品
，締造健康綠色的生活時尚。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REC Gree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2)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致力於為客戶提供節能方案及產品，
取得樓宇能耗表現、舒適度及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平衡，同時
提升能源效益。

能源優化方案 －能源優化方案根據樓宇實際負荷及外部天
氣變化而自動調節中央空調系統的操作，使中央空調系統整
體能源消耗達至最佳表現。

智能風機盤管 －智能風機盤管應用永磁馬達，於低速運行
時節能高達 80%。iFCU™ 同時適用於翻新及新建築。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為能源分析
及監察軟件，特點包括：分析能源消耗、最大需求、平衡負
荷、電費及運行。

賽多利斯香港有限公司
Sartorius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1)

德國賽多利斯公司是優質實驗室儀器、高級消耗品和卓越服
務優質供應商。

微量天平 (Cubis® MSA6.6S)－實驗室天平，專為稱量最小
樣品量和滿足最高要求的濾膜稱量而設計，是稱量 PM2.5 
及 10 濾紙的理想天平。

石英纖維濾紙 (型號 Q3400)－100% 高純度石英微纖維濾紙
，專為環境空氣監測實驗之用。Q3400 石英微纖維濾紙性
能非常優異，由於經過預熱處理，其重量及尺寸的穩定性非
常高，有高耐化學性，非常適合痕量金屬值分析。



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司
SITA Waste Servic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B12)

領導全球的資源回收及廢料管理專家－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
司(昇達)，在廢物處理流程的每個環節均擁有深厚經驗及專
業知識，母公司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更為世界級的水務及廢
料環保業務的先行者，在全球五大洲 70 個國家僱員近
80,000 人。

昇達由資源回收至最終處理每一個環節均可提供專業及創新
的綜合廢料管理方案與技術，包括：城市清潔及廢料收集、
循環再造、廢物轉運站、透過填埋，非危險固體廢物或危險
廢物的焚燒轉廢為能、修復填埋場、堆肥及土壤修復等。

施捷美貼膜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Sitami Film Decoration Engineering Co Ltd
(香港 / 展位號：6-G18)

HANITA 是能源效益解決方案的主要供應商。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日清食品廠 屯門時代廣場

Sust'n Green Technology
(香港 / 展位號：6-G02)

Sust’n Green Technology 旨在透過專業的諮詢和工程以提
高空間的室內環境質素(IEQ)及可持續性。我們的目標是利
用先進技術及綠色環保產品，為住宅和商業客戶提供全方位
的服務，以建立一個舒適、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我們亦歡迎與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物業管理等單位的合
作機會。

我們的服務分為 4大範疇：室內環境質素 (電磁波輻射防護
、隔熱節能、室內空氣質素、水質改善等)，環境安全 (地板
防跣、嬰幼兒/長者家居安全等)、專業修復及保護 (防水防
漏、刮痕修復等) 及綠色環保產品。

TheRockGroup
(荷蘭 / 展位號：3-G02)

我們協助機構適應高速的社會轉變，以
及提供策略性的建議處理今天的營運和
邁向可持續的未來。

我們與客戶合作包括：
1. 協助機構發展及實行可持續性的抱負



飛雅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Viest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2)

Air Oasis™ 透過專利納米光觸媒 Nano Nickel HCT™ 技術
及高效能殺菌級紫外光燈，可有效消除室內的細菌、病毒、
致敏原、塵螨、霉菌、甲醛、二手煙、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
惡臭味等等，有效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讓用戶生活得更健康
。

同時，本產品由材料、設計及生產均來自美國，更通過香港
及美國科研測試，效能比市面一般空氣淨化設
備更高。除了可去除空氣中細小至 0.001 微米
的污染物外，測試還證實可去除物件表面的
抗藥性金黃葡萄球菌。

XCOOP
(荷蘭 / 展位號：3-G02)

全球的經濟衰退激發了人們重新思考現況，以開放和交換分
享的態度正視不同的市場前景。

為改善人們的生活狀況，XCOOP 設計了一套能讓碎片 (廢
料) 重生的系統，為國際帶來收集碎片，互通最新科技知識
的平台。

自2011年起，XCOOP 便與 De Mobiele Fabrief 和 Jansen 
BV 合作，把建築廢料「升級再造」，令城市得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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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建築、園景和室內設計、

測量及建造

截止2014年10月7日

飛爾特有限公司
3Tech Corporat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11)

飛爾特是一家環保能源工程及顧問公司，負責設計及安裝
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公司服務香港多年，為不同政府部門
、大中小學，以及非牟利機構安裝太陽能、風能與電力公
司之拼網系統，及在離島上安排獨立之離網系統。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
Advanced Eco Engineeri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D06)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AEE)是專門提供及設計環保、健康生活
和安全設備的公司。

廚餘機有效減少廚餘體積及把廚餘變成有用的材料。

迷你消毒洗衣機利用臭氧技術殺滅細菌，以保護我們的健康
。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創新納米材料，締造更美好生活！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s.r.o.是一家創新、專注於納米技
術的公司，主要集中於氧化物納米陶瓷和其實際應用領域。

我們的目標是建造對世界有實用性、有價值及潛力的創新技
術，擴闊環境保護及能源生產的界限。

Advanced Material – JTJ s.o.r. 與西班牙省政府簽定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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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8 Consult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3)

COOLNOMIX®是專門為空調和冰箱而設的能源優化技術，
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約30-40%。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Als Technichem (HK) Pte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5)

ALS香港於1994年成立，並於1995年在 HOKLAS (香港實
驗室認可計劃) 得到認可。我們在食品及環境 (海水、飲用
水和廢水、土壤、沉積物和生物) 樣本領域上提供全面的物
理、重金屬、微量有機物、養分及微生物測試。

ALS 專業的團隊不斷提升
自身的技能、服務範圍及
設置先進的設備，我們對
不同種類的空氣樣本提供
一站式的樣本採集及分析
服務。服務範圍包括總懸
浮顆粒物、呼吸懸浮顆粒
、室內空氣質量 (IAQ)、
煙囪排放、氣味分析與氣
味巡邏等。

安瑞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Anrich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B20)

安端有限公司以平衡生活健康和環境保護為目標，多年來致
力於環境監測、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污染防護、水處理及循
環再用等範疇，為客戶提供既能維持生活質素，亦能節能減
排的最佳解決方案。

安端在業界擁有多年經驗，業務遍佈中國、香港、澳門和台
灣，服務對象包括公共機構、政府部門、私營及民間組織等
等。

Chromatote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分析儀Metone

二氧化碳感應器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
BioZon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2)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專業從事空氣淨化設計及生產，是紫
外線於商業及工業應用的全球領先者。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的空氣淨化裝置有效殺滅細菌、病毒
、霉菌、甲醛等可揮發有機污染物(VOCs)，以及去除異味
。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BMI Environmental Consultanc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20)

邦盟滙駿環境顧問有限公司在環保領域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
技術。我們因應客戶不同的需要，在環境、可持續發展、碳
及能源等各方面，為他們提供最專業的服務，不論是從降低
成本和能源消耗量，或是提高營運效益等目標出發，我們都
可以為客戶制定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服務範圍:

 環境審核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風險評估
 碳審計 / 能源審核
 污染場地的評估和補救措施
 廢物處理 / 商業回收
 企業可持續發展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漢豪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Concord Holdings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04)

漢豪實業(香港)有限公司成立於1988年，為客戶提供的產品
包括 Seinan water permeable concrete paver 和 Seinan 
Palm Rock,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皇冠汽車有限公司
Crown Mo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C21)

為進一步實踐綠色駕駛，皇冠汽車創業界先河，將豐田及日
野目前最成熟的車用環保油電混合動力系統，運用於一系列
的私家車及日野300混能輕型貨車中，為市場提供多一個環
保選擇。

日野300混能輕型貨車
於柴油及電力的混能系統配合及應用下，日野300混能輕型
貨車的整體油耗表現全面被提升，排放亦大大減低，貫徹環
保的設計概念。從企業及商家的角度，它必定是最佳低成本
及高效率的選擇，定能提升企業形象。

錠則利佳營造夥伴有限公司
DARG Partn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1)

SEAG 高透光節能隔熱膜

 市面上最高清的玻璃窗膜，透光
度達91%，透明及無色

 世界23國註冊專利的隔熱塗層技
術，有效節省高達40%用電

 100%有機物質製成，不含金屬

 阻隔99%有害紫外線

 防結露、防爆

陶瓷水BY50 (新產品)

 有效分解甲醛及有害物質

 能抗菌、殺菌、除臭

 效力持久

 安全可靠 / 無毒、可食用不損害身
體

 完全不損壞生態環境、無色無味

 適合用於家居、醫院、護老院、學
校、食品工業等等

Eco Concepts Asia Ltd. 
(香港 / 展位號：3-H19)

Eco Concepts Asia Ltd. 是一家供應 green concepts® 環
保清潔產品的供應商。產品已獲得多個國際綠色認證：
Green Seal (美國)、EcoLogo (加拿大)和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澳洲) 等。

此外，我們還是香港環保採購約章的資深會員，確保產品符
合國際環保標準，對人類和環境無害，及比傳統清潔產品更
有效。所有產品都是用天然可再生原材料；成分可100%生
物降解；無或極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無毒。

EM Korea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8)

EM Korea 於1987年成立，是一家以先進製造技術，尤其精
密機械見稱的公司。致力發展水力電解系統，其自家開發的
氫技術更處於領先地位。EM Korea 製造的 Eco-Crobe 是一
個可用於食物及工業有機廢物的發酵及分解裝置。公司不斷
精益求精，改良新技術，為增強用家的信心。

廚餘分解機 －能於 24 小時內把 90% 的廚餘分解及消減。
此機最尾的程序配備 8 層的除臭過濾設備。Eco-Crobe 半持
久地用於管理微生物。處理後，剩餘的粉末能用作固體燃料
或肥料。

工業有機廢物分解機
－Eco-Crobe 能以微生
物於 24 小時內處理
80-90% 的有機廢物。

氫電站－EM Korea 於
韓國大邱廣域及另外 3 
個地方興建電解式氫電
站，能一天替 20 輛電
動車提供氫氣充電。



Eurolite Group
(新加坡 / 展位號：6-F01)

風力發電機組技術的另一突破！

經過多年的研究和現場試驗，
EUROLITE 集團－CygnusPower 
G & C 成功完成了水準軸風力發
電的發展。

這種獨特的下風 500W 水準軸風
力發電，可以從任何方向以每秒 2 
米的速度 24 小時旋轉發電。它可
以並排安裝在任何地方，如：屋
頂、山區、邊遠地區，或者一個
較小的區域。這意味著它能產生
很高的能量，而安裝的面積卻很
小。我們的發電機組容易運輸、
安裝、拆卸和改裝到另一位置。

CygnusPower G & C 也已成功地
完成了 AFPM 無槽發電機，效率
高達 90% 以上。連同高效率葉片
、控制器和發電機，我們的
HAWT 所產生的電力，比普通風
力發電機多達 30%。

加力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Garlic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9)

加力國際是上海復振科技有限公司的出口代理。上海復振採
取了中醫概念、加上對古代醫書的鑽研所獲取的精粹，經
15 年時間研發了一系列天然的植物源袪味抑菌液。

Odorclean (PEDAL) 是由多種植物萃取精華復配而成。產
品具備不同的級別，主要有消除氣體、氣味及殺菌消毒兩個
功能。

應用範圍：
 垃圾堆填區及垃圾中轉站
 污水處理廠
 公廁、賭場、酒店、卡拉 OK
 農業 (土傳病土壤修復)
 裝修工程 (消除甲醛、笨、TVOC等)
 油港清洗業 / 船舶維修業經 (油氣快速消除)
 家居、寵物系列

青木貿易有限公司
Greenwood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3)

木貿易有限公司2008年在香港成立，產品包括 ECOLED 
LED燈，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綠心園藝
GS Garden 
(香港 / 展位號：6-G03)

儲水式綠牆及一站式園藝方案

 植物牆的數目可以無限地伸展，並附有自動灌溉系統使水
份平均分怖於各植物牆

 簡易的安裝方法既方便垂直和水平地種植，亦能節省用水
和時間

 這綠化概念適用於香港細小的居住空間，亦能用於酒店、
餐廳和各類型大廈的綠化項目

 綠心園藝更提供一站式園藝方案包括規劃,設計，保養及
租售儲水式花盤及綠牆

 更可提供室內外植物, 並有專人安裝



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Purifier Center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5)

2002年，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成立於香港。本公司致力於提
供專業的顧問服務和環保產品以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從
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MEDAIR 601和504是專為0.01及0.3um的微粒包括煙、
PM2.5等而設計，並有效地殺死細菌和病毒。本著愛護環境
的信念，MEDAIR 更研發出無需更換耗材的空氣淨化器。為
了更有效處理不同空氣污染問題，MEDAIR 備有四款針對不
同空氣問題而設計的過濾倉，助用戶輕鬆解決問題。

琥珀光學香港有限公司
Huper Optik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06)

琥珀光學 於1997年。它推出
了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款
納米陶瓷隔熱膜，被廣泛應
用於航海、建築及汽車市場
，將窗膜行業帶入了納米陶
瓷新紀元。

琥珀光學的誕生，是結合了來自三個不同國家的四所機構和
企業六年多的努力。這些機構包括了：

 德國 弗勞恩霍夫研究所
 美國 韶華科技
 新加坡 生產力與標準局
 經緯控股有限公司

(株)洁宜特
J-E Tech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2)

CY-BAG (旋風布袋除塵器) 是把旋風離心力技術與濾布布袋
除塵技術融合在一起的產品，能夠減少初期的投資費用，提
高除塵效率。通過濾布的使用令壽命增加，能夠看到減少營
運費用的效果。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
Marko Tack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F09)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開發、生產和銷售節能窗
膜的專家，旗下的節能解決方案能夠照顧各類型的玻璃系統
。

SOLUX®節能窗膜是該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它不僅高效
節能，更可減少太陽熱能60–90%，並阻隔99.9%的UVA和
UVB光線。



Menergy Corporation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在中國地源熱泵領域，楓葉能源是第一家完成從全面系統設
計到地下參數檢測，空調設備製造，重點專案施工，區域地
熱能系統開發戰略佈局的專業化企業。

楓葉能源公司憑藉精準的設計、專業的施工和周到的服務，
承接了大批工程項目，為眾多用戶提供了滿意的節能系統，
為行業打造了多項精品樣板，多個專案成為行業第一。

Milan Ecowood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G08)

Milan Ecowood 是新加坡一家擁
有專利技術，獨家開發製造 Milan 
生態複合木料的公司。公司至少
有150種不同材質的產品，創立以
來一直致力於開發新的產品，以
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

作為市場先驅，Milan Ecowood
已經在中國市場完成多個項目，
在木料領域出類拔萃，傲立市場
。如今公司已經快速將市場擴大
到馬來西亞、緬甸和印尼等亞洲
其他地區。

Milan Ecowood 的產品既實用又美觀，優雅的質料不僅可以
營造精緻的環境氣氛，其優良的耐屬性（防水、防火、防白
蟻）還提升了裝修的品質。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
Nano and Advanced Materials Institut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4)

NAMI進行及支持市場主導的納米技術和先進材料研發工作
，主動尋求與商界合作的機會，並致力達成技術商品化。

NAMI致力研發以下五個核心領域之技術：

- 可持續能源
- 固態照明及顯示
- 建築及屋宇材料
- 環保技術
- 生物及保健

OpenAire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OpenAire Inc. 於1989年在加拿大成立，是專業設計、生產
和安裝可開合屋頂及大跨度鋁結構屋頂的公司。產品被廣泛
應用於大型水上樂園、游泳館、健身中心、酒店、商務中心
及私人別墅泳池。獨特的個性化設計，豐富的生產和加工經
驗，完善的售後服務系統使得 OpenAire 的產品獨樹一幟，
並始終保持世界領先地位。

使用可開合屋頂，即符合現代「綠色革命」的設計潮流，滿
足了節省能源的要求，極大降低了運營成本，又讓人們在盡
情享受樂園設施的同時，重溫回歸自然的感受。智能的電動
操控系統使屋頂的可開啟面積達到 50% 至100%，配合雨雪
感應器、煙感報警裝置、溫度感應器、濕度感應器、風速感
應器等，並可與建築整體控制系統鏈接，無論在陽光明媚的

春、夏、秋，還是雨
雪交加的冬季，我們
的產品都能給用戶提
供舒適的環境。室內
空氣中所含的氯氣及
其它有害的化學成分
都被這種自然的空氣
循環系統排到室外。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
Perfect Green Suppl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2)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致力為客戶提供一個綠色的生活及工作
環境，透過供應安全優質的環保產品及特殊專業設備，我們
的專業服務團隊能因應個別客戶需要，度身訂造各項合適的
環衛方案。

我們提供一站式廚餘管理方案，具有各類廚餘機的安裝、操
作及保養經驗，服務對象包括屋苑、商廈、商場、工廈、辦
公室及家庭。我們供應不同技術及款式的廚餘機，滿足不同
客戶要求。

我們的「碟碟新」一站式餐飲業衛生、清潔服務包括：餐具
清洗消毒、隔油池廢料及廢食油回收等。我們更提供室內空
氣淨化服務，以及提供一系列舒適、高效能的環保衛生產品
，締造健康綠色的生活時尚。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
Program Contrac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G01)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27年來一直堅守與顧客的承諾，用心打造
每一項工程，成為金屬製品行業內具規模的公司之一。憑藉
多年來累積的豐富工程知識及經驗，我們創建了2大品牌：
葆模建築鋁模板及城+街道/鐵路家具品牌。

葆模是行內高質素的鋁模板系統，由設計到生產均由葆岡自
設的珠海廠房完成，自家監控並確保品質優秀。

城+則重視城市的公共設施發展，為客戶獨家設計及製造如
單車泊架、公共座椅、垃圾桶、巴士站、廣告燈箱、標識牌
、建築/裝飾外牆等。

葆模建築鋁模板

佰福菜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Protek Asia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7)

納米液态陶瓷隔熱塗料的操作范圍廣泛，從 -70℃到250℃
，可以塗覆在傳統材料難以覆蓋的區域。它還具有防冷凝的
功效，同時在使用時無須關閉正在運行的系統。

Re-Flame 是一種膨脹型納米防火塗料。

NANO-FIX ANTICOR 是覆蓋在锈鉵上的抗腐的、抗風化的
搪瓷低漆。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REC Gree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2)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致力於為客戶提供節能方案及產品，
取得樓宇能耗表現、舒適度及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平衡，同時
提升能源效益。

能源優化方案 －能源優化方案根據樓宇實際負荷及外部天
氣變化而自動調節中央空調系統的操作，使中央空調系統整
體能源消耗達至最佳表現。

智能風機盤管 －智能風機盤管應用永磁馬達，於低速運行
時節能高達 80%。iFCU™ 同時適用於翻新及新建築。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為能源分析
及監察軟件，特點包括：分析能源消耗、最大需求、平衡負
荷、電費及運行。



Sancor Industries Ltd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緊急預備狀態座廁 (新產品!)
低成本而且環保的最新座廁方案，適用於災難性的情況。

Envirolet® 智能沖洗 VF系統
當今最先進的環保廁所系統。造型現代的真空抽水馬桶每次
沖洗僅用0.2升的水將廢物衝到分離的堆肥裝置裡面。無需重
力。

Envirolet無需用水的一體式系統
流行的「一體式」裝置，幾乎可以帶去任何地方，是下面空
間很少或根本沒有空間進行分離堆肥的浴室的理想選擇，比
如地下室內的浴室。

Envirolet 高級環保型衛生解決方案。100％無需用水、少用
水或超少用水沖洗。無化學添加物，可替代化糞池、儲存罐
、戶外廁所，易於安裝。

SaveSorb
(美國 / 展位號：3-F17)

SaveSorb 是一種純天然的油料和化學品吸收材料。與目前
市場上粘土、纖維和矽石等材料相比更加經濟和有效。
SaveSorb不僅僅清理油料，而是真正地吸收和封裝油分子
，這種完全地吸收使它在被施壓和暴露在水中的情況下也絕
不會再次釋放已經被吸收的油料、化學品及毒素。由於它的
疏水性，SaveSorb 可浮在水面用於吸取水面的油料和燃料
，並且可以用於水過濾。SaveSorbet 可廣泛運用於環境保
護，例如清理油料洩露，暴雨水中油/燃料過濾等。
SaveSorb 可提供散裝、墊子、枕/簍/筐/管型等各種形狀的
油料過濾吸收產品，並且提供客戶定制服務。

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司
SITA Waste Servic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B12)

領導全球的資源回收及廢料管理專家－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
司(昇達)，在廢物處理流程的每個環節均擁有深厚經驗及專
業知識，母公司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更為世界級的水務及廢
料環保業務的先行者，在全球五大洲 70 個國家僱員近
80,000 人。

昇達由資源回收至最終處理每一個環節均可提供專業及創新
的綜合廢料管理方案與技術，包括：城市清潔及廢料收集、
循環再造、廢物轉運站、透過填埋，非危險固體廢物或危險
廢物的焚燒轉廢為能、修復填埋場、堆肥及土壤修復等。

施捷美貼膜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Sitami Film Decoration Engineering Co Ltd
(香港 / 展位號：6-G18)

HANITA 是能源效益解決方案的主要供應商。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日清食品廠 屯門時代廣場



Sust'n Green Technology
(香港 / 展位號：6-G02)

Sust’n Green Technology 旨在透過專業的諮詢和工程以提
高空間的室內環境質素(IEQ)及可持續性。我們的目標是利
用先進技術及綠色環保產品，為住宅和商業客戶提供全方位
的服務，以建立一個舒適、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我們亦歡迎與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物業管理等單位的合
作機會。

我們的服務分為 4大範疇：室內環境質素 (電磁波輻射防護
、隔熱節能、室內空氣質素、水質改善等)，環境安全 (地板
防跣、嬰幼兒/長者家居安全等)、專業修復及保護 (防水防
漏、刮痕修復等) 及綠色環保產品。

VAPO s.r.o.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管塞 －可快速可靠地堵塞或封閉排水系統、管道、污水管
及溝渠。主要用於維修及保養工程、意外事故，或根據 DIN 
EN1610 標準進行新污水管及管道之水或空氣滲漏測試之用
。產品對水道系統企業、建築業、土木工程業及消防拯救隊
等尤為重要。

修復卷筒 － 適用於修復局部損毁之排水系統或其他管道之
保養工程。

飛雅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Viest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2)

Air Oasis™ 透過專利納米光觸媒 Nano Nickel HCT™ 技術
及高效能殺菌級紫外光燈，可有效消除室內的細菌、病毒、
致敏原、塵螨、霉菌、甲醛、二手煙、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
惡臭味等等，有效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讓用戶生活得更健康
。

同時，本產品由材料、設計及生產均來自美國，更通過香港
及美國科研測試，效能比市面一般空氣淨化設
備更高。除了可去除空氣中細小至 0.001 微米
的污染物外，測試還證實可去除物件表面的
抗藥性金黃葡萄球菌。

水務署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C26)

水務署自2009年起推出自願參與的｢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標示各類常用的用水裝置及器具的用水效益，協助消費者選
擇具節水效益的產品以節約用水。目前，這計劃涵蓋沐浴花
灑、水龍頭、洗衣機及小便器用具，水務署計劃於2014年
較後時間把標籤計劃擴展至包括節流器。

「節流器」是一種節水器具，能於指定的水壓範圍內減低及
調節水流量，並可搭配水龍頭及沐浴花灑等用水器具使用，
從而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



榮冠(集團)實業有限公司
Well Crown (Group) Industr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2)

榮冠集團創立於1990年，其下代理的產品涵蓋汽車零配件
、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本集團致力為汽車行業提供環保
的產品及解決方案，以迎合未來汽車業的環保趨勢，並於行
業中保持領導性地位。

在未來，集團將會繼續以「以客為尊、忠誠服務；榮利共創
、冠徹同儕」的宗旨為客戶引入更多種類的環保產品，為業
界及社會締造一個符合環保概念的環境。

本集團代理之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產品己通過多項國際標
準，例如 ACEA 及 API，其中包括多項減少汽車污染物的指
標。為配合政府之環保政策，產品亦適用於歐四、五規格之
柴油商用車及電油私家車。

WoodPlus™ Coatings Group Ltd.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WoodPlus於加拿大成立逾10年，擁有30多年行內經驗。

Ultra 10
百分百丙烯酸的塗層，不含VOC，適用於甲板、欄柵、橫樑
、以木裝飾的牆角位置、牆側線、花園家具等。塗上後易於
以肥皂及水清洗，亦可快速地重新塗上。

Opaque 20
百分百丙烯酸甲板及牆側線塗層完成品，展現室外塗層的一
大發展。我們的產品提供最出色的抗水性及透氣性。

XCOOP
(荷蘭 / 展位號：3-G02)

全球的經濟衰退激發了人們重新思考現況，以開放和交換分
享的態度正視不同的市場前景。

為改善人們的生活狀況，XCOOP 設計了一套能讓碎片 (廢
料) 重生的系統，為國際帶來收集碎片，互通最新科技知識
的平台。

自2011年起，XCOOP 便與 De Mobiele Fabrief 和 Jansen 
BV 合作，把建築廢料「升級再造」，令城市得以重生。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World Wide Scientific Co., Ltd.
(中國內地 / 展位號：3-G18)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成立於2011年，是一家專注於智能
環保產品及應用的高新技術企業，集研發、生產、銷售和技
術服務於一體。

公司產品太陽能智能垃圾箱為國內首創，利用太陽能供電實
現對垃圾的消毒、壓縮，投放口自動開關等功能。

垃圾箱聯網，不單能讓管理者隨時查看垃圾箱情況，於垃圾
箱即將填滿時，發送短信通知管理者，內置的軟件更可自動
規劃收集垃圾的最佳路線。

產品有效增加垃圾存儲容量，填滿通知功能大大降低重複的
清理工作，是高效的環保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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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環境工程

截止2014年10月7日

飛爾特有限公司
3Tech Corporat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11)

飛爾特是一家環保能源工程及顧問公司，負責設計及安裝
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公司服務香港多年，為不同政府部門
、大中小學，以及非牟利機構安裝太陽能、風能與電力公
司之拼網系統，及在離島上安排獨立之離網系統。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
Advanced Eco Engineeri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D06)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AEE)是專門提供及設計環保、健康生活
和安全設備的公司。

廚餘機有效減少廚餘體積及把廚餘變成有用的材料。

迷你消毒洗衣機利用臭氧技術殺滅細菌，以保護我們的健康
。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創新納米材料，締造更美好生活！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s.r.o.是一家創新、專注於納米技
術的公司，主要集中於氧化物納米陶瓷和其實際應用領域。

我們的目標是建造對世界有實用性、有價值及潛力的創新技
術，擴闊環境保護及能源生產的界限。

Advanced Material – JTJ s.o.r. 與西班牙省政府簽定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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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8 Consult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3)

COOLNOMIX®是專門為空調和冰箱而設的能源優化技術，
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約30-40%。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Als Technichem (HK) Pte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5)

ALS香港於1994年成立，並於1995年在 HOKLAS (香港實
驗室認可計劃) 得到認可。我們在食品及環境 (海水、飲用
水和廢水、土壤、沉積物和生物) 樣本領域上提供全面的物
理、重金屬、微量有機物、養分及微生物測試。

ALS 專業的團隊不斷提升
自身的技能、服務範圍及
設置先進的設備，我們對
不同種類的空氣樣本提供
一站式的樣本採集及分析
服務。服務範圍包括總懸
浮顆粒物、呼吸懸浮顆粒
、室內空氣質量 (IAQ)、
煙囪排放、氣味分析與氣
味巡邏等。

安瑞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Anrich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B20)

安端有限公司以平衡生活健康和環境保護為目標，多年來致
力於環境監測、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污染防護、水處理及循
環再用等範疇，為客戶提供既能維持生活質素，亦能節能減
排的最佳解決方案。

安端在業界擁有多年經驗，業務遍佈中國、香港、澳門和台
灣，服務對象包括公共機構、政府部門、私營及民間組織等
等。

Chromatote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分析儀Metone

二氧化碳感應器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
Appleone Solution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6)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是德國 Testo 全球最大攜帶型測量儀
器專業製造商的港澳總代理。

本公司自2005年起為各行業提供專業測量儀器及提供建議
，多年來公司客戶數目已達數千，客戶主要為酒店、大專學
院、食品工業、電廠、物業管理、空調及工程測量等。 供
應對象主要為香港及澳門，是一間本地化及內銷企業。除了
Testo 之外，本公司亦引入其他歐美專業儀器品牌如：
Svantek、Hygiena、Sitelab 和 Sentry等。



阿蕾亞烟氣處理與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AREA IMPIANTI S.p.A. 
(意大利 / 展位號：6-D15)

意大利阿蕾亞是一家專注於烟氣處理的公司，產品利用最先
進的技術，能有效減少排放污染物，包括酸性氣體、灰塵、
二噁英及氮氧化物等，適合應用於垃圾焚化廠、玻璃廠、鑄
造廠、精煉廠，以及輪胎焚燒廠等。

此外，阿蕾亞還為客戶設計、製造及安裝熱電聯產廠。通過
燃燒、發酵及厭氧消化處理，把農業廢料、污泥和生物質轉
化為有價值的電力及熱力。

聯誼工程有限公司
Associated Engine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2)

TUBES是一個依靠微生物自身發熱處理廚餘的系統，能夠
大大減低用電量以及碳排放量。廚餘進入滾筒經過14-21天
的消化分解後，可轉化成堆肥，適合種植及園藝。

TUBES有不同的型號，能夠處理20公斤(80人)到1000公斤
(4000人)的廚餘供客戶選擇。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
Baguio Green Group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02)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為香港領先的綜合環境服務供應商，
擁有逾34年歷史，提供四大類型服務，包括：清潔、園藝、
蟲害管理、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展望未來，碧瑤致力成為香港最綜合及可靠的環境服務供應
商，亦將會大力拓展廢物收集、分類、回收及處理服務，種
類包括機密資料、廚餘、塑膠及玻璃等。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Biomax Technologies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3-E16)

Biomax Technologies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綠色技術公
司，擁有一個屢獲殊榮的專利解決方案，管理所有類型的有
機廢物。

我們的快速高溫消化系統能在短短24小時之內，將食品及食
品加工廢棄物、農業廢棄物和動物糞便轉換成100%的優質
有機肥。它是在廢物管理行業的同類產品中速度最快的方法
。該系統結合了特別設計的消化器和專有酶，在乾淨、可持
續的方式下分解有機廢物。個系統能提供閉環操作，把廢物
轉化為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
BioZon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2)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專業從事空氣淨化設計及生產，是紫
外線於商業及工業應用的全球領先者。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的空氣淨化裝置有效殺滅細菌、病毒
、霉菌、甲醛等可揮發有機污染物(VOCs)，以及去除異味
。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中國節能環保(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China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ng Kong) Investment Co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C12)

中國節能淺層地能利用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居世界領先地位，
已在全國20多個省市實施了700多個項目。

中國節能擁有國內最大規模的城市垃圾及農林剩餘物處理能
力 (3.436萬噸/日，約占全國市場份額的15%)。專案包括國
內第一個國產化 (爐排爐) 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第一個具有
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秸稈直燃發電項目、第一個污泥焚燒發電
項目等。

重鋼CCPP-CDQ項目－全國最大的協力廠商投資、運營餘
氣餘熱回收利用項目，鋼鐵領域第一個餘氣餘熱綜合利用零
排放示範項目，總裝機35.5萬千瓦，可滿足新廠區生產主線
75%的用電需求。



城市創富有限公司
City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02)

城市創富有限公司為客戶提供當今最先進之一的德國垃圾熱
裂解技術，此技術的核心是在垃圾處理過程中不僅把二次污
染減至低於歐盟要求，甚至有些低於十倍以下，幾乎完全沒
有產生二噁英(dioxins)、呋喃(furans)及重金屬，煙氣成份簡
單，多出的高溫煙氣能量亦可用來發電自用和輸入電網。

漢豪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Concord Holdings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04)

漢豪實業(香港)有限公司成立於1988年，為客戶提供的產品
包括 Seinan water permeable concrete paver 和 Seinan 
Palm Rock,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錠則利佳營造夥伴有限公司
DARG Partn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1)

SEAG 高透光節能隔熱膜

 市面上最高清的玻璃窗膜，透光
度達91%，透明及無色

 世界23國註冊專利的隔熱塗層技
術，有效節省高達40%用電

 100%有機物質製成，不含金屬

 阻隔99%有害紫外線

 防結露、防爆

陶瓷水BY50 (新產品)

 有效分解甲醛及有害物質

 能抗菌、殺菌、除臭

 效力持久

 安全可靠 / 無毒、可食用不損害身
體

 完全不損壞生態環境、無色無味

 適合用於家居、醫院、護老院、學
校、食品工業等等

Dorset Green Machines B.V.
(荷蘭 / 展位號：3-E06)

來自荷蘭的Dorset Green Machines是一家領先於生物質干
燥系統裝置及相關設備的製造企業，主要專注於處理生物質
廢物產品的商業方案；我們是使用殘餘熱量來把生物質廢料
(如糞肥、木材、沼渣沼液和污水淤泥等) 變干燥的專家。

我們提供任何從即插即用的獨立方案，到處理全套有機肥料
的製造廠房配合解決方案。

高溫分解廠房是公司最新發展的方案，能把生物質轉化成
50%油或氣及50%生物碳；油及氣為綠色能源提供燃料，而
生物碳則能作為濃縮肥料。



渠務署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B26)

渠務署成立於1989年，致力提高本港的防洪水平，並提供
既有效又環保的污水收集、處理和排放系統，以保障市民的
安全和健康。

污水處理設施
現時全港所產生的家居、都市和工業污水，超過93%是經過
處理後再通過排放管道排放。

再造水生產設施
為減少沙田污水處理廠的食水消耗量和從保護環境方面更能
好好利用已適合排放的放流水，渠務署於沙田處理廠加設再
造水生產設施，每日可再淨化一千立方米經二級處理和紫外
光消毒的污水，以便生產再造水，用來調製聚合物，以及灌
溉植物。

再生能量應用 – 生物氣
本署其中四間大型二級
污水處理廠，均採用厭
氧消化方式處理污泥。
在消化過程中產生的副
產品生物氣，是一種可
再生的燃料。

達爾思製造有限公司
Dust Free Manufactur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7)

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德薩斯州萊斯市的DUST FREE (達爾思)
創立於1982年，由班納德家族所擁有。作為室內空氣品質
(IAQ)的專業生產商，其設計及供應的空氣淨化設備如：空
氣過濾器、紫外線殺菌器及光觸媒空氣淨化系統等均對患有
空氣過敏症的病人尤其見效。

過去二十年，香港多項聞名的建築項目均採用達爾思的產品
，足以證明達爾思是其中一個優質、高效、可靠的空氣淨化
設備產品主要供應商。

億高來來全球有限公司
Ecolala Earth Co., Ltd.
(香港 / 展位號：6-D11)

億高來來全球有限公司提供世界最先端的高性能光觸媒製品
及總合解決方案。

Ecolala燈觸媒可視光型光觸媒，可視光黄色等級，世界最
高級，可對應室内光。快速分解有機有害物、細菌、霉菌、
病毒、煙臭、VOC、甲醛等，徹底解決產生臭味的源頭。

使用納米滲透技術和磷灰石覆蓋技術，令其功效可達至半永
久。

怡科羅(南京)異味控制技術有限公司
Ecolo Odor Control Technologies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自1973年以來，怡科羅（ECOLO）在異味控制系統的製造
和發展方面一直都是領先的專家，專業為客戶提供污水，固
體廢物，食品生產，石化行業異味控制服務。

怡科羅（ECOLO）生產超過60種不同的專利和專有配方的
液體，應用超過30種設備。其中包括氣味中和劑和霧化反應
，蒸汽和噴射系統，以及生化興奮劑，改變了大量的各種有
機廢水的氣味的產生。

通過多年的研究與發展，及對工業配方的收購，自2004年
開始，怡科羅（ECOLO）自豪地為大家提供了氣味控制業
界最完善的產品，在超過30多個國家中擁有200多個經銷商
，包括中國這樣一個亞洲區域總代理，在世界範圍創造了一
個卓越的品牌。



好環境環保產品有限公司
EcoRite Environmental Products Ltd.
(澳門 / 展位號：3-J06)

水御衞超級離子水是100%可降解非化學
劑環保鹼性負離子洗潔水系列產品，酸
鹼值達pH12.5，水御衞能有效清除表面
性油污與殘留化學劑、農藥、氨硫化合
物等有機物，不含金屬、氯化物、卥化
物。由於不含介面活性劑，清潔時可節
省大量用水，對環境、食物且不損皮膚
，人畜安全，可用於家居及工商業的清
潔，包括酒店、餐館、學校、醫院、安
老院、診所、食品廠、公共設施、交通
工具等衛生清潔，省時省力。

生科環境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EcoTech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Technologies 
Co., Ltd. (澳門 / 展位號：6-A07)

蘭森LED燈
使用嶄新科技設計，在耗電耗的情況下，亦能輸出高亮度效
果，而其顯色性更比其他同類產品優勝，使用家在黑夜中仍
能看到環境原來色彩，清淅影像盡現眼前，產品更比一般傳
統LED燈壽命更長。

EM Intelligenc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07)

EM Intelligence 為客戶提供中央空調的節能方案。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安和環保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nviro Process Technolog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7)

安和j專門為污水及工業廢水、水泥廠清潔用水等提供一套
完整的污泥管理解決方案，從污泥沉澱，污泥輸送，到污泥
脫水和處置。

安和十多年來累積了豐富的水處理經驗，為客戶提供一流的
服務，深得客戶的信任。



Eurolite Group
(新加坡 / 展位號：6-F01)

風力發電機組技術的另一突破！

經過多年的研究和現場試驗，
EUROLITE 集團－CygnusPower 
G & C 成功完成了水準軸風力發
電的發展。

這種獨特的下風 500W 水準軸風
力發電，可以從任何方向以每秒 2 
米的速度 24 小時旋轉發電。它可
以並排安裝在任何地方，如：屋
頂、山區、邊遠地區，或者一個
較小的區域。這意味著它能產生
很高的能量，而安裝的面積卻很
小。我們的發電機組容易運輸、
安裝、拆卸和改裝到另一位置。

CygnusPower G & C 也已成功地
完成了 AFPM 無槽發電機，效率
高達 90% 以上。連同高效率葉片
、控制器和發電機，我們的
HAWT 所產生的電力，比普通風
力發電機多達 30%。

Fintrade Mercer Advisor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0)

Fintrade-Mercer Advisor Ltd.專業從事城市生活垃圾管理、
電子廢物管理、廢物管理等，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和最
優良的客戶服務。

其他方案和服務還包括：

- 空氣質量 / 生物燃料 / 海洋污染
- 能源效益及節能
- 環保產品和材料
- 環境工程解決方案及服務
- 水質及工業廢水
- 控制、測量和實驗室技術
- 環保服務及研究
- 綠色建築解決方案與服務

G&G Technology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2)

韓國 G&G Technology 的成立志於開發能發現及維持清潔
和純淨的地下水，以及改變既有保護地下水方式的技術，並
研究及應用不同的技術以達至維持/保存地下水源的清潔和
純淨的目的。

包裝式灌漿裝置
安裝以矽膠製成的包裝式裝
置，防止被污染的地下水從
井口的上部流入，從而提供
潔淨的地下水。

CleanMax –Y
這是一個安裝於地下水鑽洞
頂部表面的保護性封閉管道
，用於防止外來的污染物進
入地底水洞。以束縛或固定
楔子及螺絲的方法連接排水
口及供水口，能確保操作時
即使受到高水壓也不會做成
滲漏。

包裝式灌漿裝置 CleanMax –Y

滴滴佳環保系統有限公司
Gainberg Environmental Systems Ltd. 
(香港 / 展位號：6-E14)

滴滴佳研發團隊主要從事生物智能空氣淨化技術的研發和利
用，把研發出的一系列產品推廣到市場，務求把最前線的科
研成果應用到日常生活裡。

空氣淨化技術 - 利用超臨界流體萃取技術，從多種精選的植
物中提取精華成份精製而成的消毒淨化劑，不但可分解飄浮
於空氣中的有害物質，還可消滅引起流感、呼吸道感染等疾
病的細菌和病毒，具有消毒除臭功能，能確保空氣持久清新
，並且減低鼻敏感症狀。經檢測，該淨化液對甲醛、苯等有
害物質的去除率達到 90% 以上，滅菌率更高達 99.99%。



加力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Garlic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9)

加力國際是上海復振科技有限公司的出口代理。上海復振採
取了中醫概念、加上對古代醫書的鑽研所獲取的精粹，經
15 年時間研發了一系列天然的植物源袪味抑菌液。

Odorclean (PEDAL) 是由多種植物萃取精華復配而成。產
品具備不同的級別，主要有消除氣體、氣味及殺菌消毒兩個
功能。

應用範圍：
 垃圾堆填區及垃圾中轉站
 污水處理廠
 公廁、賭場、酒店、卡拉 OK
 農業 (土傳病土壤修復)
 裝修工程 (消除甲醛、笨、TVOC等)
 油港清洗業 / 船舶維修業經 (油氣快速消除)
 家居、寵物系列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
G-Link Develop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6)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近年以致力發展及推廣有助於環境保護的
產品和服務。公司凝聚一群熱心推動環保的各種專業人才，
專心致意為客戶策劃節省能源、減低污染、避免破壞環境及
能持續的方案。

更多的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Green Environment Centers Association 
(韓國 / 展位號：3-J07)

根據於1994年修訂的 [環境技
術發展及支持公約] 
([Environm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Act])，本中心成立的目的為推
廣及建立綠色發展的基礎，並
與韓國政府、環境專家及社區
組織一同解決現有的環境問題
。

所有18間中心現與相關的大學、研發中心及行政組織合
作，共同解決環境問題，並發展及提供可行的技術予商業
機構；GEC更養育商業機構及本地社區所需要的環境專
家。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Point EC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0)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改善人類生活及綠化地球為目
標，在節能環保方面不遺餘力，積極開發及推廣新穎產品，
以應付社會需求。

Ecomesh 是最新、最有效的節能產品，能廣泛應用在各類
型風冷空調機組、冷庫、凍櫃等等。通過簡單的外圍安裝，
能在零增耗情況下，減少 20% 或以上壓縮機的負荷和電力消
耗。

Ecomesh 無需維護保養，耐用性持久，且穩定可靠、無毒無
害，亦符合生態及環保要求，是一投資少，回收期短的最佳
節能環保產品，家居、商場、超市和餐廳等均適合使用。



青木貿易有限公司
Greenwood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3)

木貿易有限公司2008年在香港成立，產品包括 ECOLED 
LED燈，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Hatch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Hatch 是一家為採礦、金屬、能源及基建行業提供環境工程
顧問服務的公司，協助客戶從項目的概念設計到全面施工。

我們擁有一萬名專業員工，為全球150個國家的項目提供服
務，亦於中國北京、瀋陽及上海設有辦事處約有200名員工
。

Hatch 於環境工程擁有廣泛的能力，包括用於治金及能源行
業的空氣排放監控系統。我們希望能為被明令減排的生產廠
房提供相關的顧問服務。

凱安(微氣泡)環保科技公司
Hillon (Micro Bubbles) Eco Technology Company
(香港 / 展位號：6-C19)

安捷有機廢氣降解系統 (超氧納米微泡系統) 能有效分解不
同的有機廢氣。微氣泡自然壓壞現象會產生超聲波、高溫和
高濃度負離子，創造了降解 VOC 的有利條件，配合噴霧和
氧化技術，能進一步加強分解的效率。

安捷有機廢氣降解系統 運行成本低，對比傳統工藝，有很
多優勢，適用於生產過程中釋放有機廢氣的行業。

安捷臭味降解系統是一種智慧環保型的噴霧系統，有效和快
速去除現場的各種臭味，適用於家庭、商業和工業場所。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
(意大利 / 展位號：3-E20)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是一家活躍於開發和銷售創新循
環再造技術的意大利公司。

解決方案涉及多個範疇，包括：城市固體廢物、汽車及鹼性
電池、太陽能電池板和廢電子等等。先進的循環再造技術旨
在實現卓越的環保及循環再造理念，優化現有資源，把「問
題」轉化為「機會」。



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Purifier Center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5)

2002年，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成立於香港。本公司致力於提
供專業的顧問服務和環保產品以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從
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MEDAIR 601和504是專為0.01及0.3um的微粒包括煙、
PM2.5等而設計，並有效地殺死細菌和病毒。本著愛護環境
的信念，MEDAIR 更研發出無需更換耗材的空氣淨化器。為
了更有效處理不同空氣污染問題，MEDAIR 備有四款針對不
同空氣問題而設計的過濾倉，助用戶輕鬆解決問題。

琥珀光學香港有限公司
Huper Optik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06)

琥珀光學 於1997年。它推出
了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款
納米陶瓷隔熱膜，被廣泛應
用於航海、建築及汽車市場
，將窗膜行業帶入了納米陶
瓷新紀元。

琥珀光學的誕生，是結合了來自三個不同國家的四所機構和
企業六年多的努力。這些機構包括了：

 德國 弗勞恩霍夫研究所
 美國 韶華科技
 新加坡 生產力與標準局
 經緯控股有限公司

(株)洁宜特
J-E Tech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2)

CY-BAG (旋風布袋除塵器) 是把旋風離心力技術與濾布布袋
除塵技術融合在一起的產品，能夠減少初期的投資費用，提
高除塵效率。通過濾布的使用令壽命增加，能夠看到減少營
運費用的效果。

嘉信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Ka Shu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澳門 / 展位號：6-A05)

1. 環保科技、建築垃圾資源回收、廢棄照明光源處理、廢
機動車輛資源回收、廢植、礦物油再生、化學危險廢物
處理、廢棄電子電器處理、生物質垃圾資源化綜合利用
、廢舊輪胎處理、廢水、廢氣、防訊的治理;

2.  環境保護設施的設計與建設及營運:

3.  廢物管理整體解決方案

4.  為企業各個發展階段提供一站式環保服務;

5.  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



KNR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6-C12)

擁有多年環境保護分析範疇的經驗，KNR為客戶提供高技術
儀器及相關的定製服務。其產品專為分析空氣質素及水質而
設，適用於農業和氣象的監察。

APK2950系列在線
VOC監測系統 – 特
別為分析周邊空氣及
水中的VOC含量。此
高技術儀器能讓用家
連續地監測VOC及以
其作樣本，分析ppb
及ppt的水平。

Korea Water Technology Inc.
(韓國 / 展位號：3-H02)

韓國KWT公司專注於電滲透污泥脫水技術的研發和設備生
產，在世界上首次實現了無添加低能耗地將含水率80%的污
泥處理到含水率60%。公司率先將電滲透脫水技術商業化並
成功地開發出不同型號的設備進行商業化生產運營。多年來
，公司在電滲透污泥脫水處理技術方面積累了豐富的經驗，
我們將不斷更新細化產品，滿足不同客戶的需求。未來我們
將會繼續研發如何將廢棄物（如污泥）轉換成可供使用的燃
料，並不斷深化水處理核心技術的研發。

電滲透脫水機是安裝在機械式脫水機（一次脫水機）後端的
二次脫水機——深度脫水機，將含水率80%左右的污泥脫水
至含水率60-40%。通過電滲透原理脫除水分，不用投加藥
劑，環境友好的污泥脫水工藝。而且，相對其它脫水設備單

位能耗更低，並且可
以連續工作。電滲透
脫水機可以和其他熱
干化設備聯合使用，
建立新的污泥烘乾體
系。 KWT的電滲透
脫水機型號齊全，可
以滿足多種條件的選
擇使用。

昆山依拉勃無管過濾系統有限公司
Kunshan Erlab D.F.S. Co., Ltd 
(法國 / 展位號：6-G15)

依拉勃公司於1968年在法國成立，並在1971年首創了第一
台致力保護化學實驗人員的無風管淨氣型通風櫃，創立了
「Captair」品牌。

目前，約有 100,000 餘台 Captair 無風管淨氣型通風櫃服務
於全球45個國家和地區。

依拉勃2009年推出了Captair Flex系列，深受業界歡迎，靈
活的模組化過濾系統可以根據實驗的化學品變化而相應進行
變化，為實驗人員提供一流的保護。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
Marko Tack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F09)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開發、生產和銷售節能窗
膜的專家，旗下的節能解決方案能夠照顧各類型的玻璃系統
。

SOLUX®節能窗膜是該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它不僅高效
節能，更可減少太陽熱能60–90%，並阻隔99.9%的UVA和
UVB光線。



Menergy Corporation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在中國地源熱泵領域，楓葉能源是第一家完成從全面系統設
計到地下參數檢測，空調設備製造，重點專案施工，區域地
熱能系統開發戰略佈局的專業化企業。

楓葉能源公司憑藉精準的設計、專業的施工和周到的服務，
承接了大批工程項目，為眾多用戶提供了滿意的節能系統，
為行業打造了多項精品樣板，多個專案成為行業第一。

Milan Ecowood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G08)

Milan Ecowood 是新加坡一家擁
有專利技術，獨家開發製造 Milan 
生態複合木料的公司。公司至少
有150種不同材質的產品，創立以
來一直致力於開發新的產品，以
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

作為市場先驅，Milan Ecowood
已經在中國市場完成多個項目，
在木料領域出類拔萃，傲立市場
。如今公司已經快速將市場擴大
到馬來西亞、緬甸和印尼等亞洲
其他地區。

Milan Ecowood 的產品既實用又美觀，優雅的質料不僅可以
營造精緻的環境氣氛，其優良的耐屬性（防水、防火、防白
蟻）還提升了裝修的品質。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
Nano and Advanced Materials Institut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4)

NAMI進行及支持市場主導的納米技術和先進材料研發工作
，主動尋求與商界合作的機會，並致力達成技術商品化。

NAMI致力研發以下五個核心領域之技術：

- 可持續能源
- 固態照明及顯示
- 建築及屋宇材料
- 環保技術
- 生物及保健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
Perfect Green Suppl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2)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致力為客戶提供一個綠色的生活及工作
環境，透過供應安全優質的環保產品及特殊專業設備，我們
的專業服務團隊能因應個別客戶需要，度身訂造各項合適的
環衛方案。

我們提供一站式廚餘管理方案，具有各類廚餘機的安裝、操
作及保養經驗，服務對象包括屋苑、商廈、商場、工廈、辦
公室及家庭。我們供應不同技術及款式的廚餘機，滿足不同
客戶要求。

我們的「碟碟新」一站式餐飲業衛生、清潔服務包括：餐具
清洗消毒、隔油池廢料及廢食油回收等。我們更提供室內空
氣淨化服務，以及提供一系列舒適、高效能的環保衛生產品
，締造健康綠色的生活時尚。



科力發展有限公司
Powertech Ipc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3)

科力發展有限公司成立於2005年，專門提供提高能源效益
及水質的創新解決方案。產品包括 AquaKLEAR 及
Activated Filter Media (AFM)。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AquaKLEAR AFM

佰福菜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Protek Asia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7)

納米液态陶瓷隔熱塗料的操作范圍廣泛，從 -70℃到250℃
，可以塗覆在傳統材料難以覆蓋的區域。它還具有防冷凝的
功效，同時在使用時無須關閉正在運行的系統。

Re-Flame 是一種膨脹型納米防火塗料。

NANO-FIX ANTICOR 是覆蓋在锈鉵上的抗腐的、抗風化的
搪瓷低漆。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REC Gree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2)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致力於為客戶提供節能方案及產品，
取得樓宇能耗表現、舒適度及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平衡，同時
提升能源效益。

能源優化方案 －能源優化方案根據樓宇實際負荷及外部天
氣變化而自動調節中央空調系統的操作，使中央空調系統整
體能源消耗達至最佳表現。

智能風機盤管 －智能風機盤管應用永磁馬達，於低速運行
時節能高達 80%。iFCU™ 同時適用於翻新及新建築。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為能源分析
及監察軟件，特點包括：分析能源消耗、最大需求、平衡負
荷、電費及運行。

Sancor Industries Ltd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緊急預備狀態座廁 (新產品!)
低成本而且環保的最新座廁方案，適用於災難性的情況。

Envirolet® 智能沖洗 VF系統
當今最先進的環保廁所系統。造型現代的真空抽水馬桶每次
沖洗僅用0.2升的水將廢物衝到分離的堆肥裝置裡面。無需重
力。

Envirolet無需用水的一體式系統
流行的「一體式」裝置，幾乎可以帶去任何地方，是下面空
間很少或根本沒有空間進行分離堆肥的浴室的理想選擇，比
如地下室內的浴室。



賽多利斯香港有限公司
Sartorius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1)

德國賽多利斯公司是優質實驗室儀器、高級消耗品和卓越服
務優質供應商。

微量天平 (Cubis® MSA6.6S)－實驗室天平，專為稱量最小
樣品量和滿足最高要求的濾膜稱量而設計，是稱量 PM2.5 
及 10 濾紙的理想天平。

石英纖維濾紙 (型號 Q3400)－100% 高純度石英微纖維濾紙
，專為環境空氣監測實驗之用。Q3400 石英微纖維濾紙性
能非常優異，由於經過預熱處理，其重量及尺寸的穩定性非
常高，有高耐化學性，非常適合痕量金屬值分析。

SaveSorb
(美國 / 展位號：3-F17)

SaveSorb 是一種純天然的油料和化學品吸收材料。與目前
市場上粘土、纖維和矽石等材料相比更加經濟和有效。
SaveSorb不僅僅清理油料，而是真正地吸收和封裝油分子
，這種完全地吸收使它在被施壓和暴露在水中的情況下也絕
不會再次釋放已經被吸收的油料、化學品及毒素。由於它的
疏水性，SaveSorb 可浮在水面用於吸取水面的油料和燃料
，並且可以用於水過濾。SaveSorbet 可廣泛運用於環境保
護，例如清理油料洩露，暴雨水中油/燃料過濾等。
SaveSorb 可提供散裝、墊子、枕/簍/筐/管型等各種形狀的
油料過濾吸收產品，並且提供客戶定制服務。

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司
SITA Waste Servic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B12)

領導全球的資源回收及廢料管理專家－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
司(昇達)，在廢物處理流程的每個環節均擁有深厚經驗及專
業知識，母公司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更為世界級的水務及廢
料環保業務的先行者，在全球五大洲 70 個國家僱員近
80,000 人。

昇達由資源回收至最終處理每一個環節均可提供專業及創新
的綜合廢料管理方案與技術，包括：城市清潔及廢料收集、
循環再造、廢物轉運站、透過填埋，非危險固體廢物或危險
廢物的焚燒轉廢為能、修復填埋場、堆肥及土壤修復等。

海怡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South Horizons Plumbing & Electrical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8)

海怡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主要為客戶提供灰水回收系統及相關
解決方案，當中包括：Grey Water Recycling System 及
Submerged Aerated Filter (SAF)。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Sust'n Green Technology
(香港 / 展位號：6-G02)

Sust’n Green Technology 旨在透過專業的諮詢和工程以提
高空間的室內環境質素(IEQ)及可持續性。我們的目標是利
用先進技術及綠色環保產品，為住宅和商業客戶提供全方位
的服務，以建立一個舒適、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我們亦歡迎與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物業管理等單位的合
作機會。

我們的服務分為 4大範疇：室內環境質素 (電磁波輻射防護
、隔熱節能、室內空氣質素、水質改善等)，環境安全 (地板
防跣、嬰幼兒/長者家居安全等)、專業修復及保護 (防水防
漏、刮痕修復等) 及綠色環保產品。

TRIUM Environmental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TRIUM Environmental Inc 是一家源於加拿大西部，提供優
質及先進環保整治服務的公司。創辦於2006年一月，我們
為客戶提供混合整治服務，包括智識 (工程及顧問) 和 應用 (
產品及服務)，當中涉及超過一千個被污染的工地。

TRIUM是被定性為於此行業及加拿大西部和南韓的領先整治
團隊。我們得到的認同建基於合乎道德的科學和工程，及促
進綜合化學整治的過程和工地管理。

VAPO s.r.o.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管塞 －可快速可靠地堵塞或封閉排水系統、管道、污水管
及溝渠。主要用於維修及保養工程、意外事故，或根據 DIN 
EN1610 標準進行新污水管及管道之水或空氣滲漏測試之用
。產品對水道系統企業、建築業、土木工程業及消防拯救隊
等尤為重要。

修復卷筒 － 適用於修復局部損毁之排水系統或其他管道之
保養工程。

飛雅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Viest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2)

Air Oasis™ 透過專利納米光觸媒 Nano Nickel HCT™ 技術
及高效能殺菌級紫外光燈，可有效消除室內的細菌、病毒、
致敏原、塵螨、霉菌、甲醛、二手煙、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
惡臭味等等，有效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讓用戶生活得更健康
。

同時，本產品由材料、設計及生產均來自美國，更通過香港
及美國科研測試，效能比市面一般空氣淨化設
備更高。除了可去除空氣中細小至 0.001 微米
的污染物外，測試還證實可去除物件表面的
抗藥性金黃葡萄球菌。



水務署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C26)

水務署自2009年起推出自願參與的｢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標示各類常用的用水裝置及器具的用水效益，協助消費者選
擇具節水效益的產品以節約用水。目前，這計劃涵蓋沐浴花
灑、水龍頭、洗衣機及小便器用具，水務署計劃於2014年
較後時間把標籤計劃擴展至包括節流器。

「節流器」是一種節水器具，能於指定的水壓範圍內減低及
調節水流量，並可搭配水龍頭及沐浴花灑等用水器具使用，
從而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

榮冠(集團)實業有限公司
Well Crown (Group) Industr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2)

榮冠集團創立於1990年，其下代理的產品涵蓋汽車零配件
、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本集團致力為汽車行業提供環保
的產品及解決方案，以迎合未來汽車業的環保趨勢，並於行
業中保持領導性地位。

在未來，集團將會繼續以「以客為尊、忠誠服務；榮利共創
、冠徹同儕」的宗旨為客戶引入更多種類的環保產品，為業
界及社會締造一個符合環保概念的環境。

本集團代理之汽車潤滑油及添加劑等產品己通過多項國際標
準，例如 ACEA 及 API，其中包括多項減少汽車污染物的指
標。為配合政府之環保政策，產品亦適用於歐四、五規格之
柴油商用車及電油私家車。

WSS Infocard Systems B.V.
(荷蘭 / 展位號： 3-G02)

WSS 廢物分類技術
WSS 自1992年開始研發、製造及設置加裝辨認系統的廢物
收集解決方案，現已成為歐洲市場行業領導者。

源頭分類系統
投入口設置多層及紀錄分類的系統，以達至源頭分類的最佳
效果。

RSVehicle
以槓桿原理紀錄垃圾車輛的系統，內置於垃圾箱內的晶片含
有識別及稱重的功能。

RSOffice
超卓的網絡軟件讓處理不同種類廢物的成本及利潤能更容易
及更清晰地呈現於客戶眼前。

XCOOP
(荷蘭 / 展位號：3-G02)

全球的經濟衰退激發了人們重新思考現況，以開放和交換分
享的態度正視不同的市場前景。

為改善人們的生活狀況，XCOOP 設計了一套能讓碎片 (廢
料) 重生的系統，為國際帶來收集碎片，互通最新科技知識
的平台。

自2011年起，XCOOP 便與 De Mobiele Fabrief 和 Jansen 
BV 合作，把建築廢料「升級再造」，令城市得以重生。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World Wide Scientific Co., Ltd.
(中國內地 / 展位號：3-G18)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成立於2011年，是一家專注於智能
環保產品及應用的高新技術企業，集研發、生產、銷售和技
術服務於一體。

公司產品太陽能智能垃圾箱為國內首創，利用太陽能供電實
現對垃圾的消毒、壓縮，投放口自動開關等功能。

垃圾箱聯網，不單能讓管理者隨時查看垃圾箱情況，於垃圾
箱即將填滿時，發送短信通知管理者，內置的軟件更可自動
規劃收集垃圾的最佳路線。

產品有效增加垃圾存儲容量，填滿通知功能大大降低重複的
清理工作，是高效的環保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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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環境管理及顧問

截止2014年10月7日

飛爾特有限公司
3Tech Corporat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11)

飛爾特是一家環保能源工程及顧問公司，負責設計及安裝
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公司服務香港多年，為不同政府部門
、大中小學，以及非牟利機構安裝太陽能、風能與電力公
司之拼網系統，及在離島上安排獨立之離網系統。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
Advanced Eco Engineeri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D06)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AEE)是專門提供及設計環保、健康生活
和安全設備的公司。

廚餘機有效減少廚餘體積及把廚餘變成有用的材料。

迷你消毒洗衣機利用臭氧技術殺滅細菌，以保護我們的健康
。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創新納米材料，締造更美好生活！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s.r.o.是一家創新、專注於納米技
術的公司，主要集中於氧化物納米陶瓷和其實際應用領域。

我們的目標是建造對世界有實用性、有價值及潛力的創新技
術，擴闊環境保護及能源生產的界限。

Advanced Material – JTJ s.o.r. 與西班牙省政府簽定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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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8 Consult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3)

COOLNOMIX®是專門為空調和冰箱而設的能源優化技術，
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約30-40%。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Als Technichem (HK) Pte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5)

ALS香港於1994年成立，並於1995年在 HOKLAS (香港實
驗室認可計劃) 得到認可。我們在食品及環境 (海水、飲用
水和廢水、土壤、沉積物和生物) 樣本領域上提供全面的物
理、重金屬、微量有機物、養分及微生物測試。

ALS 專業的團隊不斷提升
自身的技能、服務範圍及
設置先進的設備，我們對
不同種類的空氣樣本提供
一站式的樣本採集及分析
服務。服務範圍包括總懸
浮顆粒物、呼吸懸浮顆粒
、室內空氣質量 (IAQ)、
煙囪排放、氣味分析與氣
味巡邏等。

安瑞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Anrich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B20)

安端有限公司以平衡生活健康和環境保護為目標，多年來致
力於環境監測、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污染防護、水處理及循
環再用等範疇，為客戶提供既能維持生活質素，亦能節能減
排的最佳解決方案。

安端在業界擁有多年經驗，業務遍佈中國、香港、澳門和台
灣，服務對象包括公共機構、政府部門、私營及民間組織等
等。

Chromatote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分析儀Metone

二氧化碳感應器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
Appleone Solution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6)

蘋果儀器設備有限公司是德國 Testo 全球最大攜帶型測量儀
器專業製造商的港澳總代理。

本公司自2005年起為各行業提供專業測量儀器及提供建議
，多年來公司客戶數目已達數千，客戶主要為酒店、大專學
院、食品工業、電廠、物業管理、空調及工程測量等。 供
應對象主要為香港及澳門，是一間本地化及內銷企業。除了
Testo 之外，本公司亦引入其他歐美專業儀器品牌如：
Svantek、Hygiena、Sitelab 和 Sentry等。



Aspiro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8)

Aspiro 是著名的室內空氣淨化產品製造商，專門為基礎設施
及工業用戶，如：機場、酒店、公共建築、學校、醫院、辦
工室、工業廠房等，設計合適的空氣流通淨化系統。

IAQC 系統是 ASPIRO™ 的創意產品，由以下專有的高科技
術組成：

 專有的光催化過濾模塊；

 經醫學驗証的殺菌紫外綫系統；及

 專利的電動碳處理器

產品有效消除空氣中有害及刺激性危險物質、細菌、烟霧、
異味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獨特的產品設計有效改善空氣提
取、冷卻、清洗和供應過程。除了為客戶提供較高的隱定性
外，同時減低了保養維修的成本和噪音，能源的使用量亦可
減省達約25-30%。

聯誼工程有限公司
Associated Engine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2)

TUBES是一個依靠微生物自身發熱處理廚餘的系統，能夠
大大減低用電量以及碳排放量。廚餘進入滾筒經過14-21天
的消化分解後，可轉化成堆肥，適合種植及園藝。

TUBES有不同的型號，能夠處理20公斤(80人)到1000公斤
(4000人)的廚餘供客戶選擇。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
Baguio Green Group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02)

碧瑤綠色集團有限公司為香港領先的綜合環境服務供應商，
擁有逾34年歷史，提供四大類型服務，包括：清潔、園藝、
蟲害管理、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廢物處理及回收服務
展望未來，碧瑤致力成為香港最綜合及可靠的環境服務供應
商，亦將會大力拓展廢物收集、分類、回收及處理服務，種
類包括機密資料、廚餘、塑膠及玻璃等。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Biomax Technologies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3-E16)

Biomax Technologies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綠色技術公
司，擁有一個屢獲殊榮的專利解決方案，管理所有類型的有
機廢物。

我們的快速高溫消化系統能在短短24小時之內，將食品及食
品加工廢棄物、農業廢棄物和動物糞便轉換成100%的優質
有機肥。它是在廢物管理行業的同類產品中速度最快的方法
。該系統結合了特別設計的消化器和專有酶，在乾淨、可持
續的方式下分解有機廢物。個系統能提供閉環操作，把廢物
轉化為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
BioZon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2)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專業從事空氣淨化設計及生產，是紫
外線於商業及工業應用的全球領先者。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的空氣淨化裝置有效殺滅細菌、病毒
、霉菌、甲醛等可揮發有機污染物(VOCs)，以及去除異味
。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中國節能環保(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China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ng Kong) Investment Co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C12)

中國節能淺層地能利用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居世界領先地位，
已在全國20多個省市實施了700多個項目。

中國節能擁有國內最大規模的城市垃圾及農林剩餘物處理能
力 (3.436萬噸/日，約占全國市場份額的15%)。專案包括國
內第一個國產化 (爐排爐) 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第一個具有
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秸稈直燃發電項目、第一個污泥焚燒發電
項目等。

重鋼CCPP-CDQ項目－全國最大的協力廠商投資、運營餘
氣餘熱回收利用項目，鋼鐵領域第一個餘氣餘熱綜合利用零
排放示範項目，總裝機35.5萬千瓦，可滿足新廠區生產主線
75%的用電需求。



城市創富有限公司
City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02)

城市創富有限公司為客戶提供當今最先進之一的德國垃圾熱
裂解技術，此技術的核心是在垃圾處理過程中不僅把二次污
染減至低於歐盟要求，甚至有些低於十倍以下，幾乎完全沒
有產生二噁英(dioxins)、呋喃(furans)及重金屬，煙氣成份簡
單，多出的高溫煙氣能量亦可用來發電自用和輸入電網。

CK Polymers (Hong Ko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F05)

CK Polymers (HK) Limited 在香港成立於2004年，以向亞洲
市場銷售附合環保的回收塑料作為目標。

CK Polymers (HK) Ltd在英國及愛爾蘭擁有強大的供應商網
絡，我們能夠為亞洲及東南亞市場提供高質量的環保回收塑
料。

我們提供給亞洲客戶的環保回收塑料包括：聚苯乙烯、ABS
樹脂、聚丙烯、聚乙烯、工程塑料 (如尼龍、聚碳酸酯工業
剩料、混雜塑料、打印雜破碎、冰箱料、電腦及電視機殼等
等)。

漢豪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Concord Holdings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04)

漢豪實業(香港)有限公司成立於1988年，為客戶提供的產品
包括 Seinan water permeable concrete paver 和 Seinan
Palm Rock,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CTTC-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8)

智慧城市無線監控系統 搭載先進物聯網技術，由頂尖跨國
研發團隊開發。

特點包括：

超低耗電量 - 一年以上的電池續航能力，可配搭再生能
源系統；

 雲計算和存儲 - 隨時隨地於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接入系
統 ；

 跨域監測 - 空氣品質、水品質、 電力、植物生長等擴充
功能，全聯繫於一個平台上。



錠則利佳營造夥伴有限公司
DARG Partn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11)

SEAG 高透光節能隔熱膜

 市面上最高清的玻璃窗膜，透光
度達91%，透明及無色

 世界23國註冊專利的隔熱塗層技
術，有效節省高達40%用電

 100%有機物質製成，不含金屬

 阻隔99%有害紫外線

 防結露、防爆

陶瓷水BY50 (新產品)

 有效分解甲醛及有害物質

 能抗菌、殺菌、除臭

 效力持久

 安全可靠 / 無毒、可食用不損害身
體

 完全不損壞生態環境、無色無味

 適合用於家居、醫院、護老院、學
校、食品工業等等

渠務署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B26)

渠務署成立於1989年，致力提高本港的防洪水平，並提供
既有效又環保的污水收集、處理和排放系統，以保障市民的
安全和健康。

污水處理設施
現時全港所產生的家居、都市和工業污水，超過93%是經過
處理後再通過排放管道排放。

再造水生產設施
為減少沙田污水處理廠的食水消耗量和從保護環境方面更能
好好利用已適合排放的放流水，渠務署於沙田處理廠加設再
造水生產設施，每日可再淨化一千立方米經二級處理和紫外
光消毒的污水，以便生產再造水，用來調製聚合物，以及灌
溉植物。

再生能量應用 – 生物氣
本署其中四間大型二級
污水處理廠，均採用厭
氧消化方式處理污泥。
在消化過程中產生的副
產品生物氣，是一種可
再生的燃料。

達爾思製造有限公司
Dust Free Manufactur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7)

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德薩斯州萊斯市的DUST FREE (達爾思)
創立於1982年，由班納德家族所擁有。作為室內空氣品質
(IAQ)的專業生產商，其設計及供應的空氣淨化設備如：空
氣過濾器、紫外線殺菌器及光觸媒空氣淨化系統等均對患有
空氣過敏症的病人尤其見效。

過去二十年，香港多項聞名的建築項目均採用達爾思的產品
，足以證明達爾思是其中一個優質、高效、可靠的空氣淨化
設備產品主要供應商。

Eco Concepts Asia Ltd. 
(香港 / 展位號：3-H19)

Eco Concepts Asia Ltd. 是一家供應 green concepts® 環
保清潔產品的供應商。產品已獲得多個國際綠色認證：
Green Seal (美國)、EcoLogo (加拿大)和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澳洲) 等。

此外，我們還是香港環保採購約章的資深會員，確保產品符
合國際環保標準，對人類和環境無害，及比傳統清潔產品更
有效。所有產品都是用天然可再生原材料；成分可100%生
物降解；無或極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無毒。



億高來來全球有限公司
Ecolala Earth Co., Ltd.
(香港 / 展位號：6-D11)

億高來來全球有限公司提供世界最先端的高性能光觸媒製品
及總合解決方案。

Ecolala燈觸媒可視光型光觸媒，可視光黄色等級，世界最
高級，可對應室内光。快速分解有機有害物、細菌、霉菌、
病毒、煙臭、VOC、甲醛等，徹底解決產生臭味的源頭。

使用納米滲透技術和磷灰石覆蓋技術，令其功效可達至半永
久。

怡科羅(南京)異味控制技術有限公司
Ecolo Odor Control Technologies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自1973年以來，怡科羅（ECOLO）在異味控制系統的製造
和發展方面一直都是領先的專家，專業為客戶提供污水，固
體廢物，食品生產，石化行業異味控制服務。

怡科羅（ECOLO）生產超過60種不同的專利和專有配方的
液體，應用超過30種設備。其中包括氣味中和劑和霧化反應
，蒸汽和噴射系統，以及生化興奮劑，改變了大量的各種有
機廢水的氣味的產生。

通過多年的研究與發展，及對工業配方的收購，自2004年
開始，怡科羅（ECOLO）自豪地為大家提供了氣味控制業
界最完善的產品，在超過30多個國家中擁有200多個經銷商
，包括中國這樣一個亞洲區域總代理，在世界範圍創造了一
個卓越的品牌。

環保園集團有限公司
Eco-Park Holding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20)

環保園集團有限公司專門開發綠色塑料解決方案，為客戶提
供循環再造塑料及可生物降解塑料，物料適合用作製造手提
袋、餐具和食物器皿等等。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好環境環保產品有限公司
EcoRite Environmental Products Ltd.
(澳門 / 展位號：3-J06)

水御衞超級離子水是100%可降解非化學
劑環保鹼性負離子洗潔水系列產品，酸
鹼值達pH12.5，水御衞能有效清除表面
性油污與殘留化學劑、農藥、氨硫化合
物等有機物，不含金屬、氯化物、卥化
物。由於不含介面活性劑，清潔時可節
省大量用水，對環境、食物且不損皮膚
，人畜安全，可用於家居及工商業的清
潔，包括酒店、餐館、學校、醫院、安
老院、診所、食品廠、公共設施、交通
工具等衛生清潔，省時省力。



生科環境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EcoTech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Technologies 
Co., Ltd. (澳門 / 展位號：6-A07)

蘭森LED燈
使用嶄新科技設計，在耗電耗的情況下，亦能輸出高亮度效
果，而其顯色性更比其他同類產品優勝，使用家在黑夜中仍
能看到環境原來色彩，清淅影像盡現眼前，產品更比一般傳
統LED燈壽命更長。

EM Intelligenc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07)

EM Intelligence 為客戶提供中央空調的節能方案。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Enevo Oy
(芬蘭 / 展位號：3-E22)

Enevo Oy 是智能物流優化解決方案的全球領先者。解決方案
有效應用在廢物處理上，為業界帶來重大裨益。

Enevo ONe 是用於量度及預測垃圾箱滿溢程度的無線感應器
。產品可自動制定智能的收集模式或計劃，以最快捷高效的
時間表及路線來清理垃圾箱，免去不必要的人手及運輸時間
。

無線感應器

安和環保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nviro Process Technolog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7)

安和j專門為污水及工業廢水、水泥廠清潔用水等提供一套
完整的污泥管理解決方案，從污泥沉澱，污泥輸送，到污泥
脫水和處置。

安和十多年來累積了豐富的水處理經驗，為客戶提供一流的
服務，深得客戶的信任。



Fintrade Mercer Advisor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0)

Fintrade-Mercer Advisor Ltd.專業從事城市生活垃圾管理、
電子廢物管理、廢物管理等，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和最
優良的客戶服務。

其他方案和服務還包括：

- 空氣質量 / 生物燃料 / 海洋污染
- 能源效益及節能
- 環保產品和材料
- 環境工程解決方案及服務
- 水質及工業廢水
- 控制、測量和實驗室技術
- 環保服務及研究
- 綠色建築解決方案與服務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
Foundation Applied Technolog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7)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為一家香港註冊公司，成立於2007年
。公司業務主要以生物科技生產的酵素改善空氣質素。

眾所周知，「Bio-Fresh」這個商標的產品有效去除異味及甲
醛，適用於洗手間、酒吧、吸煙區、垃圾收集站至大型公共
設置，如污水處理廠等。

目前，來往香港及澳門的高速船正採用Bio-Fresh產品，去除
船艙內因乘客不適嘔吐帶來的異味。

G&G Technology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2)

韓國 G&G Technology 的成立志於開發能發現及維持清潔
和純淨的地下水，以及改變既有保護地下水方式的技術，並
研究及應用不同的技術以達至維持/保存地下水源的清潔和
純淨的目的。

包裝式灌漿裝置
安裝以矽膠製成的包裝式裝
置，防止被污染的地下水從
井口的上部流入，從而提供
潔淨的地下水。

CleanMax –Y
這是一個安裝於地下水鑽洞
頂部表面的保護性封閉管道
，用於防止外來的污染物進
入地底水洞。以束縛或固定
楔子及螺絲的方法連接排水
口及供水口，能確保操作時
即使受到高水壓也不會做成
滲漏。

包裝式灌漿裝置 CleanMax –Y

滴滴佳環保系統有限公司
Gainberg Environmental Systems Ltd. 
(香港 / 展位號：6-E14)

滴滴佳研發團隊主要從事生物智能空氣淨化技術的研發和利
用，把研發出的一系列產品推廣到市場，務求把最前線的科
研成果應用到日常生活裡。

空氣淨化技術 - 利用超臨界流體萃取技術，從多種精選的植
物中提取精華成份精製而成的消毒淨化劑，不但可分解飄浮
於空氣中的有害物質，還可消滅引起流感、呼吸道感染等疾
病的細菌和病毒，具有消毒除臭功能，能確保空氣持久清新
，並且減低鼻敏感症狀。經檢測，該淨化液對甲醛、苯等有
害物質的去除率達到 90% 以上，滅菌率更高達 99.99%。



加力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Garlic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9)

加力國際是上海復振科技有限公司的出口代理。上海復振採
取了中醫概念、加上對古代醫書的鑽研所獲取的精粹，經
15 年時間研發了一系列天然的植物源袪味抑菌液。

Odorclean (PEDAL) 是由多種植物萃取精華復配而成。產
品具備不同的級別，主要有消除氣體、氣味及殺菌消毒兩個
功能。

應用範圍：
 垃圾堆填區及垃圾中轉站
 污水處理廠
 公廁、賭場、酒店、卡拉 OK
 農業 (土傳病土壤修復)
 裝修工程 (消除甲醛、笨、TVOC等)
 油港清洗業 / 船舶維修業經 (油氣快速消除)
 家居、寵物系列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
G-Link Develop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6)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近年以致力發展及推廣有助於環境保護的
產品和服務。公司凝聚一群熱心推動環保的各種專業人才，
專心致意為客戶策劃節省能源、減低污染、避免破壞環境及
能持續的方案。

更多的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Green Environment Centers Association 
(韓國 / 展位號：3-J07)

根據於1994年修訂的 [環境技
術發展及支持公約] 
([Environm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Act])，本中心成立的目的為推
廣及建立綠色發展的基礎，並
與韓國政府、環境專家及社區
組織一同解決現有的環境問題
。

所有18間中心現與相關的大學、研發中心及行政組織合
作，共同解決環境問題，並發展及提供可行的技術予商業
機構；GEC更養育商業機構及本地社區所需要的環境專
家。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Point EC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0)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改善人類生活及綠化地球為目
標，在節能環保方面不遺餘力，積極開發及推廣新穎產品，
以應付社會需求。

Ecomesh 是最新、最有效的節能產品，能廣泛應用在各類
型風冷空調機組、冷庫、凍櫃等等。通過簡單的外圍安裝，
能在零增耗情況下，減少 20% 或以上壓縮機的負荷和電力消
耗。

Ecomesh 無需維護保養，耐用性持久，且穩定可靠、無毒無
害，亦符合生態及環保要求，是一投資少，回收期短的最佳
節能環保產品，家居、商場、超市和餐廳等均適合使用。



青木貿易有限公司
Greenwood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3)

木貿易有限公司2008年在香港成立，產品包括 ECOLED 
LED燈，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Hatch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Hatch 是一家為採礦、金屬、能源及基建行業提供環境工程
顧問服務的公司，協助客戶從項目的概念設計到全面施工。

我們擁有一萬名專業員工，為全球150個國家的項目提供服
務，亦於中國北京、瀋陽及上海設有辦事處約有200名員工
。

Hatch 於環境工程擁有廣泛的能力，包括用於治金及能源行
業的空氣排放監控系統。我們希望能為被明令減排的生產廠
房提供相關的顧問服務。

凱安(微氣泡)環保科技公司
Hillon (Micro Bubbles) Eco Technology Company
(香港 / 展位號：6-C19)

安捷有機廢氣降解系統 (超氧納米微泡系統) 能有效分解不
同的有機廢氣。微氣泡自然壓壞現象會產生超聲波、高溫和
高濃度負離子，創造了降解 VOC 的有利條件，配合噴霧和
氧化技術，能進一步加強分解的效率。

安捷有機廢氣降解系統 運行成本低，對比傳統工藝，有很
多優勢，適用於生產過程中釋放有機廢氣的行業。

安捷臭味降解系統是一種智慧環保型的噴霧系統，有效和快
速去除現場的各種臭味，適用於家庭、商業和工業場所。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
(意大利 / 展位號：3-E20)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是一家活躍於開發和銷售創新循
環再造技術的意大利公司。

解決方案涉及多個範疇，包括：城市固體廢物、汽車及鹼性
電池、太陽能電池板和廢電子等等。先進的循環再造技術旨
在實現卓越的環保及循環再造理念，優化現有資源，把「問
題」轉化為「機會」。



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Purifier Center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5)

2002年，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成立於香港。本公司致力於提
供專業的顧問服務和環保產品以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從
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MEDAIR 601和504是專為0.01及0.3um的微粒包括煙、
PM2.5等而設計，並有效地殺死細菌和病毒。本著愛護環境
的信念，MEDAIR 更研發出無需更換耗材的空氣淨化器。為
了更有效處理不同空氣污染問題，MEDAIR 備有四款針對不
同空氣問題而設計的過濾倉，助用戶輕鬆解決問題。

堀正國際有限公司
Horimasa International Co 
(香港 / 展位號：3-G12)

VEGILAB™ 室內垂直生長系統利用創新的魚菜共生技術於
室內種植「有機」蔬菜。通過使用多種波長的 LED 燈，使
室內種植的效果亦有如室外。

AP-mini 是一個水槽魚菜共生系統。我們在魚缸上作出了一
些特別的設計，令您同時享受養魚種菜的樂趣。

Smart-Aqua life 亦是一個利用魚菜共生技術的系統，可供
餐廳或酒店作裝飾及提供新鮮蔬菜。

VEGILAB™室內垂直生長系統 Smart-Aqua life 

琥珀光學香港有限公司
Huper Optik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06)

琥珀光學 於1997年。它推出
了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款
納米陶瓷隔熱膜，被廣泛應
用於航海、建築及汽車市場
，將窗膜行業帶入了納米陶
瓷新紀元。

琥珀光學的誕生，是結合了來自三個不同國家的四所機構和
企業六年多的努力。這些機構包括了：

 德國 弗勞恩霍夫研究所
 美國 韶華科技
 新加坡 生產力與標準局
 經緯控股有限公司

(株)洁宜特
J-E Tech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3-H02)

CY-BAG (旋風布袋除塵器) 是把旋風離心力技術與濾布布袋
除塵技術融合在一起的產品，能夠減少初期的投資費用，提
高除塵效率。通過濾布的使用令壽命增加，能夠看到減少營
運費用的效果。



KNR Co., Ltd.
(韓國 / 展位號：6-C12)

擁有多年環境保護分析範疇的經驗，KNR為客戶提供高技術
儀器及相關的定製服務。其產品專為分析空氣質素及水質而
設，適用於農業和氣象的監察。

APK2950系列在線
VOC監測系統 – 特
別為分析周邊空氣及
水中的VOC含量。此
高技術儀器能讓用家
連續地監測VOC及以
其作樣本，分析ppb
及ppt的水平。

Korea Water Technology Inc.
(韓國 / 展位號：3-H02)

韓國KWT公司專注於電滲透污泥脫水技術的研發和設備生
產，在世界上首次實現了無添加低能耗地將含水率80%的污
泥處理到含水率60%。公司率先將電滲透脫水技術商業化並
成功地開發出不同型號的設備進行商業化生產運營。多年來
，公司在電滲透污泥脫水處理技術方面積累了豐富的經驗，
我們將不斷更新細化產品，滿足不同客戶的需求。未來我們
將會繼續研發如何將廢棄物（如污泥）轉換成可供使用的燃
料，並不斷深化水處理核心技術的研發。

電滲透脫水機是安裝在機械式脫水機（一次脫水機）後端的
二次脫水機——深度脫水機，將含水率80%左右的污泥脫水
至含水率60-40%。通過電滲透原理脫除水分，不用投加藥
劑，環境友好的污泥脫水工藝。而且，相對其它脫水設備單

位能耗更低，並且可
以連續工作。電滲透
脫水機可以和其他熱
干化設備聯合使用，
建立新的污泥烘乾體
系。 KWT的電滲透
脫水機型號齊全，可
以滿足多種條件的選
擇使用。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
Marko Tack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F09)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開發、生產和銷售節能窗
膜的專家，旗下的節能解決方案能夠照顧各類型的玻璃系統
。

SOLUX®節能窗膜是該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它不僅高效
節能，更可減少太陽熱能60–90%，並阻隔99.9%的UVA和
UVB光線。

MOBA自動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MOBA Mobile Automation AG 
(德國 / 展位號：3-F11)

MOBA 自動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製造流動機械的電子
製造商，產品包括：建築機器、垃圾收集車輛及農業機械等
等。

MAWIS 是一個 MOBA 系統，以射頻識別系統 (RFID)、衛
星追蹤系統 (GPRS)、衛星導航系統及相關軟件方案來分辨
不同的收集箱，支援減低處理廢物的成本及垃圾按量收費。

M-Scale 是一個用於垃圾收集車輛的稱重系統，備有自動及
非自動操控以配合不同種類的升降及起重配件。



Onoolloo Corporation
(美國 / 展位號：6-E08)

美國公司 Onoolloo Corporation 是環保煮食爐的先驅。我們
的 Vegi-Stove 環保煮食爐能以任何類別的植物油，甚至重
複利用的煮食油作燃料使用，而不會釋放有害物質，尤其適
合農村使用。這是一個無可匹敵的產品，對於發展中國家更
是協助解決社會及生態問題的必需及有效方案。

此爐頭能產生大量高強度熱能，以安全的室內煮食、節省烹
調及減少收集木材來生火的時間，換來農村人民有更多接受
教育及賺取收入的機會，從而改善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
Perfect Green Suppl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2)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致力為客戶提供一個綠色的生活及工作
環境，透過供應安全優質的環保產品及特殊專業設備，我們
的專業服務團隊能因應個別客戶需要，度身訂造各項合適的
環衛方案。

我們提供一站式廚餘管理方案，具有各類廚餘機的安裝、操
作及保養經驗，服務對象包括屋苑、商廈、商場、工廈、辦
公室及家庭。我們供應不同技術及款式的廚餘機，滿足不同
客戶要求。

我們的「碟碟新」一站式餐飲業衛生、清潔服務包括：餐具
清洗消毒、隔油池廢料及廢食油回收等。我們更提供室內空
氣淨化服務，以及提供一系列舒適、高效能的環保衛生產品
，締造健康綠色的生活時尚。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
Program Contrac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G01)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27年來一直堅守與顧客的承諾，用心打造
每一項工程，成為金屬製品行業內具規模的公司之一。憑藉
多年來累積的豐富工程知識及經驗，我們創建了2大品牌：
葆模建築鋁模板及城+街道/鐵路家具品牌。

葆模是行內高質素的鋁模板系統，由設計到生產均由葆岡自
設的珠海廠房完成，自家監控並確保品質優秀。

城+則重視城市的公共設施發展，為客戶獨家設計及製造如
單車泊架、公共座椅、垃圾桶、巴士站、廣告燈箱、標識牌
、建築/裝飾外牆等。

葆模建築鋁模板

佰福菜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Protek Asia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7)

納米液态陶瓷隔熱塗料的操作范圍廣泛，從 -70℃到250℃
，可以塗覆在傳統材料難以覆蓋的區域。它還具有防冷凝的
功效，同時在使用時無須關閉正在運行的系統。

Re-Flame 是一種膨脹型納米防火塗料。

NANO-FIX ANTICOR 是覆蓋在锈鉵上的抗腐的、抗風化的
搪瓷低漆。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REC Gree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2)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致力於為客戶提供節能方案及產品，
取得樓宇能耗表現、舒適度及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平衡，同時
提升能源效益。

能源優化方案 －能源優化方案根據樓宇實際負荷及外部天
氣變化而自動調節中央空調系統的操作，使中央空調系統整
體能源消耗達至最佳表現。

智能風機盤管 －智能風機盤管應用永磁馬達，於低速運行
時節能高達 80%。iFCU™ 同時適用於翻新及新建築。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為能源分析
及監察軟件，特點包括：分析能源消耗、最大需求、平衡負
荷、電費及運行。

Sancor Industries Ltd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Envirolet 高級環保型衛生解決方案。100％無需用水、少用
水或超少用水沖洗。無化學添加物，可替代化糞池、儲存罐
、戶外廁所，易於安裝。

緊急預備狀態座廁 (新產品!)
低成本而且環保的最新座廁方案，適用於災難性的情況。

Envirolet® 智能沖洗 VF系統
當今最先進的環保廁所系統。造型現代的真空抽水馬桶每次
沖洗僅用0.2升的水將廢物衝到分離的堆肥裝置裡面。無需重
力。

Envirolet無需用水的一體式系統
流行的「一體式」裝置，幾乎可以帶去任何地方，是下面空
間很少或根本沒有空間進行分離堆肥的浴室的理想選擇，比
如地下室內的浴室。

賽多利斯香港有限公司
Sartorius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1)

德國賽多利斯公司是優質實驗室儀器、高級消耗品和卓越服
務優質供應商。

微量天平 (Cubis® MSA6.6S)－實驗室天平，專為稱量最小
樣品量和滿足最高要求的濾膜稱量而設計，是稱量 PM2.5 
及 10 濾紙的理想天平。

石英纖維濾紙 (型號 Q3400)－100% 高純度石英微纖維濾紙
，專為環境空氣監測實驗之用。Q3400 石英微纖維濾紙性
能非常優異，由於經過預熱處理，其重量及尺寸的穩定性非
常高，有高耐化學性，非常適合痕量金屬值分析。

SaveSorb
(美國 / 展位號：3-F17)

SaveSorb 是一種純天然的油料和化學品吸收材料。與目前
市場上粘土、纖維和矽石等材料相比更加經濟和有效。
SaveSorb不僅僅清理油料，而是真正地吸收和封裝油分子
，這種完全地吸收使它在被施壓和暴露在水中的情況下也絕
不會再次釋放已經被吸收的油料、化學品及毒素。由於它的
疏水性，SaveSorb 可浮在水面用於吸取水面的油料和燃料
，並且可以用於水過濾。SaveSorbet 可廣泛運用於環境保
護，例如清理油料洩露，暴雨水中油/燃料過濾等。
SaveSorb 可提供散裝、墊子、枕/簍/筐/管型等各種形狀的
油料過濾吸收產品，並且提供客戶定制服務。



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司
SITA Waste Servic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B12)

領導全球的資源回收及廢料管理專家－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
司(昇達)，在廢物處理流程的每個環節均擁有深厚經驗及專
業知識，母公司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更為世界級的水務及廢
料環保業務的先行者，在全球五大洲 70 個國家僱員近
80,000 人。

昇達由資源回收至最終處理每一個環節均可提供專業及創新
的綜合廢料管理方案與技術，包括：城市清潔及廢料收集、
循環再造、廢物轉運站、透過填埋，非危險固體廢物或危險
廢物的焚燒轉廢為能、修復填埋場、堆肥及土壤修復等。

Sust'n Green Technology
(香港 / 展位號：6-G02)

Sust’n Green Technology 旨在透過專業的諮詢和工程以提
高空間的室內環境質素(IEQ)及可持續性。我們的目標是利
用先進技術及綠色環保產品，為住宅和商業客戶提供全方位
的服務，以建立一個舒適、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我們亦歡迎與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物業管理等單位的合
作機會。

我們的服務分為 4大範疇：室內環境質素 (電磁波輻射防護
、隔熱節能、室內空氣質素、水質改善等)，環境安全 (地板
防跣、嬰幼兒/長者家居安全等)、專業修復及保護 (防水防
漏、刮痕修復等) 及綠色環保產品。

挪威許氏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The Hui's Group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24)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The Star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9)

美雅專門為客戶提供低碳印刷，所採用的是循環再造的紙張
和環保大豆油墨。



TNO
(荷蘭 / 展位號：3-G02)

TNO 是荷蘭一家獨立的研究機構，以專業的智識和研究協
助不同機構提升競爭力，對經濟發展及社會的質素有著重要
的貢獻。

TNO 是歐洲一家提供循環經濟顧問服務的著名公司。他們
創立了以連續及真實地評估循環機會的一套特有方法，為政
府及不同機構提供循環經濟顧問服務。

TRIUM Environmental Inc.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TRIUM Environmental Inc 是一家源於加拿大西部，提供優
質及先進環保整治服務的公司。創辦於2006年一月，我們
為客戶提供混合整治服務，包括智識 (工程及顧問) 和 應用 (
產品及服務)，當中涉及超過一千個被污染的工地。

TRIUM是被定性為於此行業及加拿大西部和南韓的領先整治
團隊。我們得到的認同建基於合乎道德的科學和工程，及促
進綜合化學整治的過程和工地管理。

科域國際有限公司
Vannex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20)

環保微波快速乾燥廚餘機

本產品採用微波乾燥技術，烘乾完成後的半成品添加配方後
即制成動物飼料。由於使用微波技術，本機特設防幅射設計
，避免在烘乾過程中造成微波洩漏。另具有省電、小巧、不
產生氣味和噪音的特點。

飛雅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Viest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2)

Air Oasis™ 透過專利納米光觸媒 Nano Nickel HCT™ 技術
及高效能殺菌級紫外光燈，可有效消除室內的細菌、病毒、
致敏原、塵螨、霉菌、甲醛、二手煙、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
惡臭味等等，有效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讓用戶生活得更健康
。

同時，本產品由材料、設計及生產均來自美國，更通過香港
及美國科研測試，效能比市面一般空氣淨化設
備更高。除了可去除空氣中細小至 0.001 微米
的污染物外，測試還證實可去除物件表面的
抗藥性金黃葡萄球菌。



水務署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C26)

水務署自2009年起推出自願參與的｢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標示各類常用的用水裝置及器具的用水效益，協助消費者選
擇具節水效益的產品以節約用水。目前，這計劃涵蓋沐浴花
灑、水龍頭、洗衣機及小便器用具，水務署計劃於2014年
較後時間把標籤計劃擴展至包括節流器。

「節流器」是一種節水器具，能於指定的水壓範圍內減低及
調節水流量，並可搭配水龍頭及沐浴花灑等用水器具使用，
從而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

WSS Infocard Systems B.V.
(荷蘭 / 展位號： 3-G02)

WSS 廢物分類技術
WSS 自1992年開始研發、製造及設置加裝辨認系統的廢物
收集解決方案，現已成為歐洲市場行業領導者。

源頭分類系統
投入口設置多層及紀錄分類的系統，以達至源頭分類的最佳
效果。

RSVehicle
以槓桿原理紀錄垃圾車輛的系統，內置於垃圾箱內的晶片含
有識別及稱重的功能。

RSOffice
超卓的網絡軟件讓處理不同種類廢物的成本及利潤能更容易
及更清晰地呈現於客戶眼前。

XCOOP
(荷蘭 / 展位號：3-G02)

全球的經濟衰退激發了人們重新思考現況，以開放和交換分
享的態度正視不同的市場前景。

為改善人們的生活狀況，XCOOP 設計了一套能讓碎片 (廢
料) 重生的系統，為國際帶來收集碎片，互通最新科技知識
的平台。

自2011年起，XCOOP 便與 De Mobiele Fabrief 和 Jansen 
BV 合作，把建築廢料「升級再造」，令城市得以重生。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World Wide Scientific Co., Ltd.
(中國內地 / 展位號：3-G18)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成立於2011年，是一家專注於智能
環保產品及應用的高新技術企業，集研發、生產、銷售和技
術服務於一體。

公司產品太陽能智能垃圾箱為國內首創，利用太陽能供電實
現對垃圾的消毒、壓縮，投放口自動開關等功能。

垃圾箱聯網，不單能讓管理者隨時查看垃圾箱情況，於垃圾
箱即將填滿時，發送短信通知管理者，內置的軟件更可自動
規劃收集垃圾的最佳路線。

產品有效增加垃圾存儲容量，填滿通知功能大大降低重複的
清理工作，是高效的環保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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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物業管理及發展

截止2014年10月7日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
Advanced Eco Engineeri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D06)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AEE)是專門提供及設計環保、健康生活
和安全設備的公司。

廚餘機有效減少廚餘體積及把廚餘變成有用的材料。

迷你消毒洗衣機利用臭氧技術殺滅細菌，以保護我們的健康
。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創新納米材料，締造更美好生活！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s.r.o.是一家創新、專注於納米技
術的公司，主要集中於氧化物納米陶瓷和其實際應用領域。

我們的目標是建造對世界有實用性、有價值及潛力的創新技
術，擴闊環境保護及能源生產的界限。

Advanced Material – JTJ s.o.r. 與西班牙省政府簽定協議

Agile8 Consult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3)

COOLNOMIX®是專門為空調和冰箱而設的能源優化技術，
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約30-40%。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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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Technichem (HK) Pte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5)

ALS香港於1994年成立，並於1995年在 HOKLAS (香港實
驗室認可計劃) 得到認可。我們在食品及環境 (海水、飲用
水和廢水、土壤、沉積物和生物) 樣本領域上提供全面的物
理、重金屬、微量有機物、養分及微生物測試。

安瑞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Anrich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B20)

ALS 專業的團隊不斷提升
自身的技能、服務範圍及
設置先進的設備，我們對
不同種類的空氣樣本提供
一站式的樣本採集及分析
服務。服務範圍包括總懸
浮顆粒物、呼吸懸浮顆粒
、室內空氣質量 (IAQ)、
煙囪排放、氣味分析與氣
味巡邏等。

安端有限公司以平衡生活健康和環境保護為目標，多年來致
力於環境監測、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污染防護、水處理及循
環再用等範疇，為客戶提供既能維持生活質素，亦能節能減
排的最佳解決方案。

安端在業界擁有多年經驗，業務遍佈中國、香港、澳門和台
灣，服務對象包括公共機構、政府部門、私營及民間組織等
等。

Chromatote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分析儀Metone

二氧化碳感應器

Aspiro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8)

Aspiro 是著名的室內空氣淨化產品製造商，專門為基礎設施
及工業用戶，如：機場、酒店、公共建築、學校、醫院、辦
工室、工業廠房等，設計合適的空氣流通淨化系統。

IAQC 系統是 ASPIRO™ 的創意產品，由以下專有的高科技
術組成：

 專有的光催化過濾模塊；

 經醫學驗証的殺菌紫外綫系統；及

 專利的電動碳處理器

產品有效消除空氣中有害及刺激性危險物質、細菌、烟霧、
異味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獨特的產品設計有效改善空氣提
取、冷卻、清洗和供應過程。除了為客戶提供較高的隱定性
外，同時減低了保養維修的成本和噪音，能源的使用量亦可
減省達約25-30%。

聯誼工程有限公司
Associated Engine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2)

TUBES是一個依靠微生物自身發熱處理廚餘的系統，能夠
大大減低用電量以及碳排放量。廚餘進入滾筒經過14-21天
的消化分解後，可轉化成堆肥，適合種植及園藝。

TUBES有不同的型號，能夠處理20公斤(80人)到1000公斤
(4000人)的廚餘供客戶選擇。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
BioZon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2)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專業從事空氣淨化設計及生產，是紫
外線於商業及工業應用的全球領先者。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的空氣淨化裝置有效殺滅細菌、病毒
、霉菌、甲醛等可揮發有機污染物(VOCs)，以及去除異味
。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CTTC-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8)

智慧城市無線監控系統 搭載先進物聯網技術，由頂尖跨國
研發團隊開發。

特點包括：

超低耗電量 - 一年以上的電池續航能力，可配搭再生能
源系統；

 雲計算和存儲 - 隨時隨地於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接入系
統 ；

 跨域監測 - 空氣品質、水品質、 電力、植物生長等擴充
功能，全聯繫於一個平台上。



達爾思製造有限公司
Dust Free Manufactur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7)

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德薩斯州萊斯市的DUST FREE (達爾思)
創立於1982年，由班納德家族所擁有。作為室內空氣品質
(IAQ)的專業生產商，其設計及供應的空氣淨化設備如：空
氣過濾器、紫外線殺菌器及光觸媒空氣淨化系統等均對患有
空氣過敏症的病人尤其見效。

過去二十年，香港多項聞名的建築項目均採用達爾思的產品
，足以證明達爾思是其中一個優質、高效、可靠的空氣淨化
設備產品主要供應商。

Eco Concepts Asia Ltd. 
(香港 / 展位號：3-H19)

Eco Concepts Asia Ltd. 是一家供應 green concepts® 環
保清潔產品的供應商。產品已獲得多個國際綠色認證：
Green Seal (美國)、EcoLogo (加拿大)和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澳洲) 等。

此外，我們還是香港環保採購約章的資深會員，確保產品符
合國際環保標準，對人類和環境無害，及比傳統清潔產品更
有效。所有產品都是用天然可再生原材料；成分可100%生
物降解；無或極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無毒。

環保園集團有限公司
Eco-Park Holding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H20)

環保園集團有限公司專門開發綠色塑料解決方案，為客戶提
供循環再造塑料及可生物降解塑料，物料適合用作製造手提
袋、餐具和食物器皿等等。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好環境環保產品有限公司
EcoRite Environmental Products Ltd.
(澳門 / 展位號：3-J06)

水御衞超級離子水是100%可降解非化學
劑環保鹼性負離子洗潔水系列產品，酸
鹼值達pH12.5，水御衞能有效清除表面
性油污與殘留化學劑、農藥、氨硫化合
物等有機物，不含金屬、氯化物、卥化
物。由於不含介面活性劑，清潔時可節
省大量用水，對環境、食物且不損皮膚
，人畜安全，可用於家居及工商業的清
潔，包括酒店、餐館、學校、醫院、安
老院、診所、食品廠、公共設施、交通
工具等衛生清潔，省時省力。



EM Intelligenc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07)

EM Intelligence 為客戶提供中央空調的節能方案。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Enevo Oy
(芬蘭 / 展位號：3-E22)

Enevo Oy 是智能物流優化解決方案的全球領先者。解決方案
有效應用在廢物處理上，為業界帶來重大裨益。

Enevo ONe 是用於量度及預測垃圾箱滿溢程度的無線感應器
。產品可自動制定智能的收集模式或計劃，以最快捷高效的
時間表及路線來清理垃圾箱，免去不必要的人手及運輸時間
。

無線感應器

安和環保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nviro Process Technolog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7)

安和j專門為污水及工業廢水、水泥廠清潔用水等提供一套
完整的污泥管理解決方案，從污泥沉澱，污泥輸送，到污泥
脫水和處置。

安和十多年來累積了豐富的水處理經驗，為客戶提供一流的
服務，深得客戶的信任。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
Foundation Applied Technolog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7)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為一家香港註冊公司，成立於2007年
。公司業務主要以生物科技生產的酵素改善空氣質素。

眾所周知，「Bio-Fresh」這個商標的產品有效去除異味及甲
醛，適用於洗手間、酒吧、吸煙區、垃圾收集站至大型公共
設置，如污水處理廠等。

目前，來往香港及澳門的高速船正採用Bio-Fresh產品，去除
船艙內因乘客不適嘔吐帶來的異味。



滴滴佳環保系統有限公司
Gainberg Environmental Systems Ltd. 
(香港 / 展位號：6-E14)

滴滴佳研發團隊主要從事生物智能空氣淨化技術的研發和利
用，把研發出的一系列產品推廣到市場，務求把最前線的科
研成果應用到日常生活裡。

空氣淨化技術 - 利用超臨界流體萃取技術，從多種精選的植
物中提取精華成份精製而成的消毒淨化劑，不但可分解飄浮
於空氣中的有害物質，還可消滅引起流感、呼吸道感染等疾
病的細菌和病毒，具有消毒除臭功能，能確保空氣持久清新
，並且減低鼻敏感症狀。經檢測，該淨化液對甲醛、苯等有
害物質的去除率達到 90% 以上，滅菌率更高達 99.99%。

加力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Garlic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9)

加力國際是上海復振科技有限公司的出口代理。上海復振採
取了中醫概念、加上對古代醫書的鑽研所獲取的精粹，經
15 年時間研發了一系列天然的植物源袪味抑菌液。

Odorclean (PEDAL) 是由多種植物萃取精華復配而成。產
品具備不同的級別，主要有消除氣體、氣味及殺菌消毒兩個
功能。

應用範圍：
 垃圾堆填區及垃圾中轉站
 污水處理廠
 公廁、賭場、酒店、卡拉 OK
 農業 (土傳病土壤修復)
 裝修工程 (消除甲醛、笨、TVOC等)
 油港清洗業 / 船舶維修業經 (油氣快速消除)
 家居、寵物系列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
G-Link Develop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6)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近年以致力發展及推廣有助於環境保護的
產品和服務。公司凝聚一群熱心推動環保的各種專業人才，
專心致意為客戶策劃節省能源、減低污染、避免破壞環境及
能持續的方案。

更多的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Point EC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0)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改善人類生活及綠化地球為目
標，在節能環保方面不遺餘力，積極開發及推廣新穎產品，
以應付社會需求。

Ecomesh 是最新、最有效的節能產品，能廣泛應用在各類
型風冷空調機組、冷庫、凍櫃等等。通過簡單的外圍安裝，
能在零增耗情況下，減少 20% 或以上壓縮機的負荷和電力消
耗。

Ecomesh 無需維護保養，耐用性持久，且穩定可靠、無毒無
害，亦符合生態及環保要求，是一投資少，回收期短的最佳
節能環保產品，家居、商場、超市和餐廳等均適合使用。



青木貿易有限公司
Greenwood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3)

木貿易有限公司2008年在香港成立，產品包括 ECOLED 
LED燈，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
(意大利 / 展位號：3-E20)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是一家活躍於開發和銷售創新循
環再造技術的意大利公司。

解決方案涉及多個範疇，包括：城市固體廢物、汽車及鹼性
電池、太陽能電池板和廢電子等等。先進的循環再造技術旨
在實現卓越的環保及循環再造理念，優化現有資源，把「問
題」轉化為「機會」。

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Purifier Center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5)

2002年，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成立於香港。本公司致力於提
供專業的顧問服務和環保產品以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從
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MEDAIR 601和504是專為0.01及0.3um的微粒包括煙、
PM2.5等而設計，並有效地殺死細菌和病毒。本著愛護環境
的信念，MEDAIR 更研發出無需更換耗材的空氣淨化器。為
了更有效處理不同空氣污染問題，MEDAIR 備有四款針對不
同空氣問題而設計的過濾倉，助用戶輕鬆解決問題。

琥珀光學香港有限公司
Huper Optik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06)

琥珀光學 於1997年。它推出
了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款
納米陶瓷隔熱膜，被廣泛應
用於航海、建築及汽車市場
，將窗膜行業帶入了納米陶
瓷新紀元。

琥珀光學的誕生，是結合了來自三個不同國家的四所機構和
企業六年多的努力。這些機構包括了：

 德國 弗勞恩霍夫研究所
 美國 韶華科技
 新加坡 生產力與標準局
 經緯控股有限公司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
Marko Tack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F09)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開發、生產和銷售節能窗
膜的專家，旗下的節能解決方案能夠照顧各類型的玻璃系統
。

SOLUX®節能窗膜是該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它不僅高效
節能，更可減少太陽熱能60–90%，並阻隔99.9%的UVA和
UVB光線。

MOBA自動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MOBA Mobile Automation AG 
(德國 / 展位號：3-F11)

MOBA 自動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製造流動機械的電子
製造商，產品包括：建築機器、垃圾收集車輛及農業機械等
等。

MAWIS 是一個 MOBA 系統，以射頻識別系統 (RFID)、衛
星追蹤系統 (GPRS)、衛星導航系統及相關軟件方案來分辨
不同的收集箱，支援減低處理廢物的成本及垃圾按量收費。

M-Scale 是一個用於垃圾收集車輛的稱重系統，備有自動及
非自動操控以配合不同種類的升降及起重配件。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
Perfect Green Suppl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2)

綠玲瓏供應有限公司致力為客戶提供一個綠色的生活及工作
環境，透過供應安全優質的環保產品及特殊專業設備，我們
的專業服務團隊能因應個別客戶需要，度身訂造各項合適的
環衛方案。

我們提供一站式廚餘管理方案，具有各類廚餘機的安裝、操
作及保養經驗，服務對象包括屋苑、商廈、商場、工廈、辦
公室及家庭。我們供應不同技術及款式的廚餘機，滿足不同
客戶要求。

我們的「碟碟新」一站式餐飲業衛生、清潔服務包括：餐具
清洗消毒、隔油池廢料及廢食油回收等。我們更提供室內空
氣淨化服務，以及提供一系列舒適、高效能的環保衛生產品
，締造健康綠色的生活時尚。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
Program Contrac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G01)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27年來一直堅守與顧客的承諾，用心打造
每一項工程，成為金屬製品行業內具規模的公司之一。憑藉
多年來累積的豐富工程知識及經驗，我們創建了2大品牌：
葆模建築鋁模板及城+街道/鐵路家具品牌。

葆模是行內高質素的鋁模板系統，由設計到生產均由葆岡自
設的珠海廠房完成，自家監控並確保品質優秀。

城+則重視城市的公共設施發展，為客戶獨家設計及製造如
單車泊架、公共座椅、垃圾桶、巴士站、廣告燈箱、標識牌
、建築/裝飾外牆等。

葆模建築鋁模板



佰福菜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Protek Asia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7)

納米液态陶瓷隔熱塗料的操作范圍廣泛，從 -70℃到250℃
，可以塗覆在傳統材料難以覆蓋的區域。它還具有防冷凝的
功效，同時在使用時無須關閉正在運行的系統。

Re-Flame 是一種膨脹型納米防火塗料。

NANO-FIX ANTICOR 是覆蓋在锈鉵上的抗腐的、抗風化的
搪瓷低漆。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REC Gree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2)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致力於為客戶提供節能方案及產品，
取得樓宇能耗表現、舒適度及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平衡，同時
提升能源效益。

能源優化方案 －能源優化方案根據樓宇實際負荷及外部天
氣變化而自動調節中央空調系統的操作，使中央空調系統整
體能源消耗達至最佳表現。

智能風機盤管 －智能風機盤管應用永磁馬達，於低速運行
時節能高達 80%。iFCU™ 同時適用於翻新及新建築。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為能源分析
及監察軟件，特點包括：分析能源消耗、最大需求、平衡負
荷、電費及運行。

Sancor Industries Ltd
(加拿大 / 展位號：3-J12)

Envirolet 高級環保型衛生解決方案。100％無需用水、少用
水或超少用水沖洗。無化學添加物，可替代化糞池、儲存罐
、戶外廁所，易於安裝。

緊急預備狀態座廁 (新產品!)
低成本而且環保的最新座廁方案，適用於災難性的情況。

Envirolet® 智能沖洗 VF系統
當今最先進的環保廁所系統。造型現代的真空抽水馬桶每次
沖洗僅用0.2升的水將廢物衝到分離的堆肥裝置裡面。無需重
力。

Envirolet無需用水的一體式系統
流行的「一體式」裝置，幾乎可以帶去任何地方，是下面空
間很少或根本沒有空間進行分離堆肥的浴室的理想選擇，比
如地下室內的浴室。

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司
SITA Waste Servic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B12)

領導全球的資源回收及廢料管理專家－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
司(昇達)，在廢物處理流程的每個環節均擁有深厚經驗及專
業知識，母公司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更為世界級的水務及廢
料環保業務的先行者，在全球五大洲 70 個國家僱員近
80,000 人。

昇達由資源回收至最終處理每一個環節均可提供專業及創新
的綜合廢料管理方案與技術，包括：城市清潔及廢料收集、
循環再造、廢物轉運站、透過填埋，非危險固體廢物或危險
廢物的焚燒轉廢為能、修復填埋場、堆肥及土壤修復等。



Sust'n Green Technology
(香港 / 展位號：6-G02)

Sust’n Green Technology 旨在透過專業的諮詢和工程以提
高空間的室內環境質素(IEQ)及可持續性。我們的目標是利
用先進技術及綠色環保產品，為住宅和商業客戶提供全方位
的服務，以建立一個舒適、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我們亦歡迎與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物業管理等單位的合
作機會。

我們的服務分為 4大範疇：室內環境質素 (電磁波輻射防護
、隔熱節能、室內空氣質素、水質改善等)，環境安全 (地板
防跣、嬰幼兒/長者家居安全等)、專業修復及保護 (防水防
漏、刮痕修復等) 及綠色環保產品。

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The Star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9)

美雅專門為客戶提供低碳印刷，所採用的是循環再造的紙張
和環保大豆油墨。

飛雅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Viest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2)

Air Oasis™ 透過專利納米光觸媒 Nano Nickel HCT™ 技術
及高效能殺菌級紫外光燈，可有效消除室內的細菌、病毒、
致敏原、塵螨、霉菌、甲醛、二手煙、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
惡臭味等等，有效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讓用戶生活得更健康
。

同時，本產品由材料、設計及生產均來自美國，更通過香港
及美國科研測試，效能比市面一般空氣淨化設
備更高。除了可去除空氣中細小至 0.001 微米
的污染物外，測試還證實可去除物件表面的
抗藥性金黃葡萄球菌。

水務署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C26)

水務署自2009年起推出自願參與的｢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標示各類常用的用水裝置及器具的用水效益，協助消費者選
擇具節水效益的產品以節約用水。目前，這計劃涵蓋沐浴花
灑、水龍頭、洗衣機及小便器用具，水務署計劃於2014年
較後時間把標籤計劃擴展至包括節流器。

「節流器」是一種節水器具，能於指定的水壓範圍內減低及
調節水流量，並可搭配水龍頭及沐浴花灑等用水器具使用，
從而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



WSS Infocard Systems B.V.
(荷蘭 / 展位號： 3-G02)

WSS 廢物分類技術
WSS 自1992年開始研發、製造及設置加裝辨認系統的廢物
收集解決方案，現已成為歐洲市場行業領導者。

源頭分類系統
投入口設置多層及紀錄分類的系統，以達至源頭分類的最佳
效果。

RSVehicle
以槓桿原理紀錄垃圾車輛的系統，內置於垃圾箱內的晶片含
有識別及稱重的功能。

RSOffice
超卓的網絡軟件讓處理不同種類廢物的成本及利潤能更容易
及更清晰地呈現於客戶眼前。

XCOOP
(荷蘭 / 展位號：3-G02)

全球的經濟衰退激發了人們重新思考現況，以開放和交換分
享的態度正視不同的市場前景。

為改善人們的生活狀況，XCOOP 設計了一套能讓碎片 (廢
料) 重生的系統，為國際帶來收集碎片，互通最新科技知識
的平台。

自2011年起，XCOOP 便與 De Mobiele Fabrief 和 Jansen 
BV 合作，把建築廢料「升級再造」，令城市得以重生。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World Wide Scientific Co., Ltd.
(中國內地 / 展位號：3-G18)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成立於2011年，是一家專注於智能
環保產品及應用的高新技術企業，集研發、生產、銷售和技
術服務於一體。

公司產品太陽能智能垃圾箱為國內首創，利用太陽能供電實
現對垃圾的消毒、壓縮，投放口自動開關等功能。

垃圾箱聯網，不單能讓管理者隨時查看垃圾箱情況，於垃圾
箱即將填滿時，發送短信通知管理者，內置的軟件更可自動
規劃收集垃圾的最佳路線。

產品有效增加垃圾存儲容量，填滿通知功能大大降低重複的
清理工作，是高效的環保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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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業、醫院及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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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工程有限公司
Advanced Eco Engineering Ltd 
(香港 / 展位號：3-D06)

山水工程有限公司(AEE)是專門提供及設計環保、健康生活
和安全設備的公司。

廚餘機有效減少廚餘體積及把廚餘變成有用的材料。

迷你消毒洗衣機利用臭氧技術殺滅細菌，以保護我們的健康
。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創新納米材料，締造更美好生活！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s.r.o.是一家創新、專注於納米技
術的公司，主要集中於氧化物納米陶瓷和其實際應用領域。

我們的目標是建造對世界有實用性、有價值及潛力的創新技
術，擴闊環境保護及能源生產的界限。

Advanced Material – JTJ s.o.r. 與西班牙省政府簽定協議

Agile8 Consult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3)

COOLNOMIX®是專門為空調和冰箱而設的能源優化技術，
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約30-40%。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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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Technichem (HK) Pte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5)

ALS香港於1994年成立，並於1995年在 HOKLAS (香港實
驗室認可計劃) 得到認可。我們在食品及環境 (海水、飲用
水和廢水、土壤、沉積物和生物) 樣本領域上提供全面的物
理、重金屬、微量有機物、養分及微生物測試。

ALS 專業的團隊不斷提升
自身的技能、服務範圍及
設置先進的設備，我們對
不同種類的空氣樣本提供
一站式的樣本採集及分析
服務。服務範圍包括總懸
浮顆粒物、呼吸懸浮顆粒
、室內空氣質量 (IAQ)、
煙囪排放、氣味分析與氣
味巡邏等。

Aspiro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8)

Aspiro 是著名的室內空氣淨化產品製造商，專門為基礎設施
及工業用戶，如：機場、酒店、公共建築、學校、醫院、辦
工室、工業廠房等，設計合適的空氣流通淨化系統。

IAQC 系統是 ASPIRO™ 的創意產品，由以下專有的高科技
術組成：

 專有的光催化過濾模塊；

 經醫學驗証的殺菌紫外綫系統；及

 專利的電動碳處理器

產品有效消除空氣中有害及刺激性危險物質、細菌、烟霧、
異味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獨特的產品設計有效改善空氣提
取、冷卻、清洗和供應過程。除了為客戶提供較高的隱定性
外，同時減低了保養維修的成本和噪音，能源的使用量亦可
減省達約25-30%。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
BioZon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2)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專業從事空氣淨化設計及生產，是紫
外線於商業及工業應用的全球領先者。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的空氣淨化裝置有效殺滅細菌、病毒
、霉菌、甲醛等可揮發有機污染物(VOCs)，以及去除異味
。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達爾思製造有限公司
Dust Free Manufactur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7)

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德薩斯州萊斯市的DUST FREE (達爾思)
創立於1982年，由班納德家族所擁有。作為室內空氣品質
(IAQ)的專業生產商，其設計及供應的空氣淨化設備如：空
氣過濾器、紫外線殺菌器及光觸媒空氣淨化系統等均對患有
空氣過敏症的病人尤其見效。

過去二十年，香港多項聞名的建築項目均採用達爾思的產品
，足以證明達爾思是其中一個優質、高效、可靠的空氣淨化
設備產品主要供應商。

Eco Concepts Asia Ltd. 
(香港 / 展位號：3-H19)

Eco Concepts Asia Ltd. 是一家供應 green concepts® 環
保清潔產品的供應商。產品已獲得多個國際綠色認證：
Green Seal (美國)、EcoLogo (加拿大)和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澳洲) 等。

此外，我們還是香港環保採購約章的資深會員，確保產品符
合國際環保標準，對人類和環境無害，及比傳統清潔產品更
有效。所有產品都是用天然可再生原材料；成分可100%生
物降解；無或極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無毒。

EM Intelligence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07)

EM Intelligence 為客戶提供中央空調的節能方案。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安和環保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nviro Process Technolog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7)

安和j專門為污水及工業廢水、水泥廠清潔用水等提供一套
完整的污泥管理解決方案，從污泥沉澱，污泥輸送，到污泥
脫水和處置。

安和十多年來累積了豐富的水處理經驗，為客戶提供一流的
服務，深得客戶的信任。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
Foundation Applied Technolog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7)

燊基應用科技有限公司為一家香港註冊公司，成立於2007年
。公司業務主要以生物科技生產的酵素改善空氣質素。

眾所周知，「Bio-Fresh」這個商標的產品有效去除異味及甲
醛，適用於洗手間、酒吧、吸煙區、垃圾收集站至大型公共
設置，如污水處理廠等。

目前，來往香港及澳門的高速船正採用Bio-Fresh產品，去除
船艙內因乘客不適嘔吐帶來的異味。

滴滴佳環保系統有限公司
Gainberg Environmental Systems Ltd. 
(香港 / 展位號：6-E14)

滴滴佳研發團隊主要從事生物智能空氣淨化技術的研發和利
用，把研發出的一系列產品推廣到市場，務求把最前線的科
研成果應用到日常生活裡。

空氣淨化技術 - 利用超臨界流體萃取技術，從多種精選的植
物中提取精華成份精製而成的消毒淨化劑，不但可分解飄浮
於空氣中的有害物質，還可消滅引起流感、呼吸道感染等疾
病的細菌和病毒，具有消毒除臭功能，能確保空氣持久清新
，並且減低鼻敏感症狀。經檢測，該淨化液對甲醛、苯等有
害物質的去除率達到 90% 以上，滅菌率更高達 99.99%。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Point EC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0)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改善人類生活及綠化地球為目
標，在節能環保方面不遺餘力，積極開發及推廣新穎產品，
以應付社會需求。

Ecomesh 是最新、最有效的節能產品，能廣泛應用在各類
型風冷空調機組、冷庫、凍櫃等等。通過簡單的外圍安裝，
能在零增耗情況下，減少 20% 或以上壓縮機的負荷和電力消
耗。

Ecomesh 無需維護保養，耐用性持久，且穩定可靠、無毒無
害，亦符合生態及環保要求，是一投資少，回收期短的最佳
節能環保產品，家居、商場、超市和餐廳等均適合使用。



青木貿易有限公司
Greenwood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3)

木貿易有限公司2008年在香港成立，產品包括 ECOLED 
LED燈，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琥珀光學香港有限公司
Huper Optik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06)

琥珀光學 於1997年。它推出
了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款
納米陶瓷隔熱膜，被廣泛應
用於航海、建築及汽車市場
，將窗膜行業帶入了納米陶
瓷新紀元。

琥珀光學的誕生，是結合了來自三個不同國家的四所機構和
企業六年多的努力。這些機構包括了：

 德國 弗勞恩霍夫研究所
 美國 韶華科技
 新加坡 生產力與標準局
 經緯控股有限公司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
Marko Tack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F09)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開發、生產和銷售節能窗
膜的專家，旗下的節能解決方案能夠照顧各類型的玻璃系統
。

SOLUX®節能窗膜是該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它不僅高效
節能，更可減少太陽熱能60–90%，並阻隔99.9%的UVA和
UVB光線。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REC Gree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2)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致力於為客戶提供節能方案及產品，
取得樓宇能耗表現、舒適度及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平衡，同時
提升能源效益。

能源優化方案 －能源優化方案根據樓宇實際負荷及外部天
氣變化而自動調節中央空調系統的操作，使中央空調系統整
體能源消耗達至最佳表現。

智能風機盤管 －智能風機盤管應用永磁馬達，於低速運行
時節能高達 80%。iFCU™ 同時適用於翻新及新建築。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為能源分析
及監察軟件，特點包括：分析能源消耗、最大需求、平衡負
荷、電費及運行。



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司
SITA Waste Servic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B12)

領導全球的資源回收及廢料管理專家－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
司(昇達)，在廢物處理流程的每個環節均擁有深厚經驗及專
業知識，母公司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更為世界級的水務及廢
料環保業務的先行者，在全球五大洲 70 個國家僱員近
80,000 人。

昇達由資源回收至最終處理每一個環節均可提供專業及創新
的綜合廢料管理方案與技術，包括：城市清潔及廢料收集、
循環再造、廢物轉運站、透過填埋，非危險固體廢物或危險
廢物的焚燒轉廢為能、修復填埋場、堆肥及土壤修復等。

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The Star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9)

美雅專門為客戶提供低碳印刷，所採用的是循環再造的紙張
和環保大豆油墨。

飛雅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Viest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2)

Air Oasis™ 透過專利納米光觸媒 Nano Nickel HCT™ 技術
及高效能殺菌級紫外光燈，可有效消除室內的細菌、病毒、
致敏原、塵螨、霉菌、甲醛、二手煙、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
惡臭味等等，有效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讓用戶生活得更健康
。

同時，本產品由材料、設計及生產均來自美國，更通過香港
及美國科研測試，效能比市面一般空氣淨化設
備更高。除了可去除空氣中細小至 0.001 微米
的污染物外，測試還證實可去除物件表面的
抗藥性金黃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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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公共事業

截止2014年10月7日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捷克共和國 / 展位號：6-F08)

創新納米材料，締造更美好生活！

Advanced Materials - JTJ s.r.o.是一家創新、專注於納米技
術的公司，主要集中於氧化物納米陶瓷和其實際應用領域。

我們的目標是建造對世界有實用性、有價值及潛力的創新技
術，擴闊環境保護及能源生產的界限。

Advanced Material – JTJ s.o.r. 與西班牙省政府簽定協議

Agile8 Consult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3)

COOLNOMIX®是專門為空調和冰箱而設的能源優化技術，
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約30-40%。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Als Technichem (HK) Pte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5)

ALS香港於1994年成立，並於1995年在 HOKLAS (香港實
驗室認可計劃) 得到認可。我們在食品及環境 (海水、飲用
水和廢水、土壤、沉積物和生物) 樣本領域上提供全面的物
理、重金屬、微量有機物、養分及微生物測試。

ALS 專業的團隊不斷提升
自身的技能、服務範圍及
設置先進的設備，我們對
不同種類的空氣樣本提供
一站式的樣本採集及分析
服務。服務範圍包括總懸
浮顆粒物、呼吸懸浮顆粒
、室內空氣質量 (IAQ)、
煙囪排放、氣味分析與氣
味巡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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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瑞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Anrich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B20)

安端有限公司以平衡生活健康和環境保護為目標，多年來致
力於環境監測、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污染防護、水處理及循
環再用等範疇，為客戶提供既能維持生活質素，亦能節能減
排的最佳解決方案。

安端在業界擁有多年經驗，業務遍佈中國、香港、澳門和台
灣，服務對象包括公共機構、政府部門、私營及民間組織等
等。

Chromatote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分析儀Metone

二氧化碳感應器

Aspiro (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8)

Aspiro 是著名的室內空氣淨化產品製造商，專門為基礎設施
及工業用戶，如：機場、酒店、公共建築、學校、醫院、辦
工室、工業廠房等，設計合適的空氣流通淨化系統。

IAQC 系統是 ASPIRO™ 的創意產品，由以下專有的高科技
術組成：

 專有的光催化過濾模塊；

 經醫學驗証的殺菌紫外綫系統；及

 專利的電動碳處理器

產品有效消除空氣中有害及刺激性危險物質、細菌、烟霧、
異味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獨特的產品設計有效改善空氣提
取、冷卻、清洗和供應過程。除了為客戶提供較高的隱定性
外，同時減低了保養維修的成本和噪音，能源的使用量亦可
減省達約25-30%。

聯誼工程有限公司
Associated Engineer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2)

TUBES是一個依靠微生物自身發熱處理廚餘的系統，能夠
大大減低用電量以及碳排放量。廚餘進入滾筒經過14-21天
的消化分解後，可轉化成堆肥，適合種植及園藝。

TUBES有不同的型號，能夠處理20公斤(80人)到1000公斤
(4000人)的廚餘供客戶選擇。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
BioZon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2)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專業從事空氣淨化設計及生產，是紫
外線於商業及工業應用的全球領先者。

陽光環科國際有限公司的空氣淨化裝置有效殺滅細菌、病毒
、霉菌、甲醛等可揮發有機污染物(VOCs)，以及去除異味
。

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CTTC-HK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8)

智慧城市無線監控系統 搭載先進物聯網技術，由頂尖跨國
研發團隊開發。

特點包括：

超低耗電量 - 一年以上的電池續航能力，可配搭再生能
源系統；

 雲計算和存儲 - 隨時隨地於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接入系
統 ；

 跨域監測 - 空氣品質、水品質、 電力、植物生長等擴充
功能，全聯繫於一個平台上。

達爾思製造有限公司
Dust Free Manufacturi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D17)

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德薩斯州萊斯市的DUST FREE (達爾思)
創立於1982年，由班納德家族所擁有。作為室內空氣品質
(IAQ)的專業生產商，其設計及供應的空氣淨化設備如：空
氣過濾器、紫外線殺菌器及光觸媒空氣淨化系統等均對患有
空氣過敏症的病人尤其見效。

過去二十年，香港多項聞名的建築項目均採用達爾思的產品
，足以證明達爾思是其中一個優質、高效、可靠的空氣淨化
設備產品主要供應商。



好環境環保產品有限公司
EcoRite Environmental Products Ltd.
(澳門 / 展位號：3-J06)

水御衞超級離子水是100%可降解非化學
劑環保鹼性負離子洗潔水系列產品，酸
鹼值達pH12.5，水御衞能有效清除表面
性油污與殘留化學劑、農藥、氨硫化合
物等有機物，不含金屬、氯化物、卥化
物。由於不含介面活性劑，清潔時可節
省大量用水，對環境、食物且不損皮膚
，人畜安全，可用於家居及工商業的清
潔，包括酒店、餐館、學校、醫院、安
老院、診所、食品廠、公共設施、交通
工具等衛生清潔，省時省力。

安和環保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nviro Process Technolog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7)

安和j專門為污水及工業廢水、水泥廠清潔用水等提供一套
完整的污泥管理解決方案，從污泥沉澱，污泥輸送，到污泥
脫水和處置。

安和十多年來累積了豐富的水處理經驗，為客戶提供一流的
服務，深得客戶的信任。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Point EC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0)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改善人類生活及綠化地球為目
標，在節能環保方面不遺餘力，積極開發及推廣新穎產品，
以應付社會需求。

Ecomesh 是最新、最有效的節能產品，能廣泛應用在各類
型風冷空調機組、冷庫、凍櫃等等。通過簡單的外圍安裝，
能在零增耗情況下，減少 20% 或以上壓縮機的負荷和電力消
耗。

Ecomesh 無需維護保養，耐用性持久，且穩定可靠、無毒無
害，亦符合生態及環保要求，是一投資少，回收期短的最佳
節能環保產品，家居、商場、超市和餐廳等均適合使用。

青木貿易有限公司
Greenwood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E13)

木貿易有限公司2008年在香港成立，產品包括 ECOLED 
LED燈，有關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
(意大利 / 展位號：3-E20)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是一家活躍於開發和銷售創新循
環再造技術的意大利公司。

解決方案涉及多個範疇，包括：城市固體廢物、汽車及鹼性
電池、太陽能電池板和廢電子等等。先進的循環再造技術旨
在實現卓越的環保及循環再造理念，優化現有資源，把「問
題」轉化為「機會」。

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Purifier Center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5)

2002年，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成立於香港。本公司致力於提
供專業的顧問服務和環保產品以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從
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MEDAIR 601和504是專為0.01及0.3um的微粒包括煙、
PM2.5等而設計，並有效地殺死細菌和病毒。本著愛護環境
的信念，MEDAIR 更研發出無需更換耗材的空氣淨化器。為
了更有效處理不同空氣污染問題，MEDAIR 備有四款針對不
同空氣問題而設計的過濾倉，助用戶輕鬆解決問題。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
Marko Tack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F09)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開發、生產和銷售節能窗
膜的專家，旗下的節能解決方案能夠照顧各類型的玻璃系統
。

SOLUX®節能窗膜是該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它不僅高效
節能，更可減少太陽熱能60–90%，並阻隔99.9%的UVA和
UVB光線。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
Program Contrac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G01)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27年來一直堅守與顧客的承諾，用心打造
每一項工程，成為金屬製品行業內具規模的公司之一。憑藉
多年來累積的豐富工程知識及經驗，我們創建了2大品牌：
葆模建築鋁模板及城+街道/鐵路家具品牌。

葆模是行內高質素的鋁模板系統，由設計到生產均由葆岡自
設的珠海廠房完成，自家監控並確保品質優秀。

城+則重視城市的公共設施發展，為客戶獨家設計及製造如
單車泊架、公共座椅、垃圾桶、巴士站、廣告燈箱、標識牌
、建築/裝飾外牆等。

葆模建築鋁模板



佰福菜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Protek Asia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7)

納米液态陶瓷隔熱塗料的操作范圍廣泛，從 -70℃到250℃
，可以塗覆在傳統材料難以覆蓋的區域。它還具有防冷凝的
功效，同時在使用時無須關閉正在運行的系統。

Re-Flame 是一種膨脹型納米防火塗料。

NANO-FIX ANTICOR 是覆蓋在锈鉵上的抗腐的、抗風化的
搪瓷低漆。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REC Gree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F02)

盈電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致力於為客戶提供節能方案及產品，
取得樓宇能耗表現、舒適度及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平衡，同時
提升能源效益。

能源優化方案 －能源優化方案根據樓宇實際負荷及外部天
氣變化而自動調節中央空調系統的操作，使中央空調系統整
體能源消耗達至最佳表現。

智能風機盤管 －智能風機盤管應用永磁馬達，於低速運行
時節能高達 80%。iFCU™ 同時適用於翻新及新建築。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能源監察及分析系统™ 為能源分析
及監察軟件，特點包括：分析能源消耗、最大需求、平衡負
荷、電費及運行。

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司
SITA Waste Servic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B12)

領導全球的資源回收及廢料管理專家－昇達廢料處理有限公
司(昇達)，在廢物處理流程的每個環節均擁有深厚經驗及專
業知識，母公司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更為世界級的水務及廢
料環保業務的先行者，在全球五大洲 70 個國家僱員近
80,000 人。

昇達由資源回收至最終處理每一個環節均可提供專業及創新
的綜合廢料管理方案與技術，包括：城市清潔及廢料收集、
循環再造、廢物轉運站、透過填埋，非危險固體廢物或危險
廢物的焚燒轉廢為能、修復填埋場、堆肥及土壤修復等。

Sust'n Green Technology
(香港 / 展位號：6-G02)

Sust’n Green Technology 旨在透過專業的諮詢和工程以提
高空間的室內環境質素(IEQ)及可持續性。我們的目標是利
用先進技術及綠色環保產品，為住宅和商業客戶提供全方位
的服務，以建立一個舒適、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我們亦歡迎與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物業管理等單位的合
作機會。

我們的服務分為 4大範疇：室內環境質素 (電磁波輻射防護
、隔熱節能、室內空氣質素、水質改善等)，環境安全 (地板
防跣、嬰幼兒/長者家居安全等)、專業修復及保護 (防水防
漏、刮痕修復等) 及綠色環保產品。



飛雅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Viest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2)

Air Oasis™ 透過專利納米光觸媒 Nano Nickel HCT™ 技術
及高效能殺菌級紫外光燈，可有效消除室內的細菌、病毒、
致敏原、塵螨、霉菌、甲醛、二手煙、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
惡臭味等等，有效改善室內空氣質素，讓用戶生活得更健康
。

同時，本產品由材料、設計及生產均來自美國，更通過香港
及美國科研測試，效能比市面一般空氣淨化設
備更高。除了可去除空氣中細小至 0.001 微米
的污染物外，測試還證實可去除物件表面的
抗藥性金黃葡萄球菌。

水務署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香港 / 展位號：3-C26)

水務署自2009年起推出自願參與的｢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標示各類常用的用水裝置及器具的用水效益，協助消費者選
擇具節水效益的產品以節約用水。目前，這計劃涵蓋沐浴花
灑、水龍頭、洗衣機及小便器用具，水務署計劃於2014年
較後時間把標籤計劃擴展至包括節流器。

「節流器」是一種節水器具，能於指定的水壓範圍內減低及
調節水流量，並可搭配水龍頭及沐浴花灑等用水器具使用，
從而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

XCOOP
(荷蘭 / 展位號：3-G02)

全球的經濟衰退激發了人們重新思考現況，以開放和交換分
享的態度正視不同的市場前景。

為改善人們的生活狀況，XCOOP 設計了一套能讓碎片 (廢
料) 重生的系統，為國際帶來收集碎片，互通最新科技知識
的平台。

自2011年起，XCOOP 便與 De Mobiele Fabrief 和 Jansen 
BV 合作，把建築廢料「升級再造」，令城市得以重生。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World Wide Scientific Co., Ltd.
(中國內地 / 展位號：3-G18)

珠海華通科技有限公司成立於2011年，是一家專注於智能
環保產品及應用的高新技術企業，集研發、生產、銷售和技
術服務於一體。

公司產品太陽能智能垃圾箱為國內首創，利用太陽能供電實
現對垃圾的消毒、壓縮，投放口自動開關等功能。

垃圾箱聯網，不單能讓管理者隨時查看垃圾箱情況，於垃圾
箱即將填滿時，發送短信通知管理者，內置的軟件更可自動
規劃收集垃圾的最佳路線。

產品有效增加垃圾存儲容量，填滿通知功能大大降低重複的
清理工作，是高效的環保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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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漂染、造紙、印刷、

製革及紡織

截止2014年10月7日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安和環保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nviro Process Technolog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7)

安和j專門為污水及工業廢水、水泥廠清潔用水等提供一套
完整的污泥管理解決方案，從污泥沉澱，污泥輸送，到污泥
脫水和處置。

安和十多年來累積了豐富的水處理經驗，為客戶提供一流的
服務，深得客戶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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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福菜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Protek Asia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7)

納米液态陶瓷隔熱塗料的操作范圍廣泛，從 -70℃到250℃
，可以塗覆在傳統材料難以覆蓋的區域。它還具有防冷凝的
功效，同時在使用時無須關閉正在運行的系統。

Re-Flame 是一種膨脹型納米防火塗料。

NANO-FIX ANTICOR 是覆蓋在锈鉵上的抗腐的、抗風化的
搪瓷低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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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電鍍、電子、重金屬及玻璃

截止2014年10月7日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British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英國 / 展位號：6-F15)

世上最完善的商務級能源監控系統，以多聲道量計器，配合
雲端操作的能源分析儀和實時能源顯示器，盡顯非凡魅力。
BEST同時提供一系列獨特的電耗變更產品，能顯著減省空
調、製冷和發動機應用的能源消耗達33-50%。

好環境環保產品有限公司
EcoRite Environmental Products Ltd.
(澳門 / 展位號：3-J06)

水御衞超級離子水是100%可降解非化學
劑環保鹼性負離子洗潔水系列產品，酸
鹼值達pH12.5，水御衞能有效清除表面
性油污與殘留化學劑、農藥、氨硫化合
物等有機物，不含金屬、氯化物、卥化
物。由於不含介面活性劑，清潔時可節
省大量用水，對環境、食物且不損皮膚
，人畜安全，可用於家居及工商業的清
潔，包括酒店、餐館、學校、醫院、安
老院、診所、食品廠、公共設施、交通
工具等衛生清潔，省時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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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和環保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nviro Process Technolog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7)

安和j專門為污水及工業廢水、水泥廠清潔用水等提供一套
完整的污泥管理解決方案，從污泥沉澱，污泥輸送，到污泥
脫水和處置。

安和十多年來累積了豐富的水處理經驗，為客戶提供一流的
服務，深得客戶的信任。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Point EC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G10)

綠點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改善人類生活及綠化地球為目
標，在節能環保方面不遺餘力，積極開發及推廣新穎產品，
以應付社會需求。

Ecomesh 是最新、最有效的節能產品，能廣泛應用在各類
型風冷空調機組、冷庫、凍櫃等等。通過簡單的外圍安裝，
能在零增耗情況下，減少 20% 或以上壓縮機的負荷和電力消
耗。

Ecomesh 無需維護保養，耐用性持久，且穩定可靠、無毒無
害，亦符合生態及環保要求，是一投資少，回收期短的最佳
節能環保產品，家居、商場、超市和餐廳等均適合使用。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
(意大利 / 展位號：3-E20)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是一家活躍於開發和銷售創新循
環再造技術的意大利公司。

解決方案涉及多個範疇，包括：城市固體廢物、汽車及鹼性
電池、太陽能電池板和廢電子等等。先進的循環再造技術旨
在實現卓越的環保及循環再造理念，優化現有資源，把「問
題」轉化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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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化工、水泥及農藥

截止2014年10月7日

Als Technichem (HK) Pte Ltd.
(香港 / 展位號：3-F25)

ALS香港於1994年成立，並於1995年在 HOKLAS (香港實
驗室認可計劃) 得到認可。我們在食品及環境 (海水、飲用
水和廢水、土壤、沉積物和生物) 樣本領域上提供全面的物
理、重金屬、微量有機物、養分及微生物測試。

ALS 專業的團隊不斷提升
自身的技能、服務範圍及
設置先進的設備，我們對
不同種類的空氣樣本提供
一站式的樣本採集及分析
服務。服務範圍包括總懸
浮顆粒物、呼吸懸浮顆粒
、室內空氣質量 (IAQ)、
煙囪排放、氣味分析與氣
味巡邏等。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
Bevil-Spechim(China) Co. Ltd.
(比利時 / 展位號：6-D13)

百福特化(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比利時和香港共同合資建
立的專業環保服務和方產品公司，主要提供針對隔油池、化
糞池、下水道、地表水和湖泊等的低成本治理服務。技術來
自比利時，致力於不斷研發和提供新一代創新的環保產品。

百褔特化億漂系列技術：是利用特定的酶和專門的非致病性
微生物分解和液化油脂、有機污染物和沉澱物，從而提昇處
理效果。

Biological Sticks生物棒
能有效地對管道中的食物殘渣
、油脂、有機污染物等分解。
不含刺激性化學成分，不會對
管道造成破壞。

Odor Stop除臭寶
促進分解代謝油脂、肥皂和紙
屑物質，以致疏通管道，解決
下水道及化糞池淤塞及發臭等
煩惱問題。

安和環保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Enviro Process Technologies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C17)

安和j專門為污水及工業廢水、水泥廠清潔用水等提供一套
完整的污泥管理解決方案，從污泥沉澱，污泥輸送，到污泥
脫水和處置。

安和十多年來累積了豐富的水處理經驗，為客戶提供一流的
服務，深得客戶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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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力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Garlic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G19)

加力國際是上海復振科技有限公司的出口代理。上海復振採
取了中醫概念、加上對古代醫書的鑽研所獲取的精粹，經
15 年時間研發了一系列天然的植物源袪味抑菌液。

Odorclean (PEDAL) 是由多種植物萃取精華復配而成。產
品具備不同的級別，主要有消除氣體、氣味及殺菌消毒兩個
功能。

應用範圍：
 垃圾堆填區及垃圾中轉站
 污水處理廠
 公廁、賭場、酒店、卡拉 OK
 農業 (土傳病土壤修復)
 裝修工程 (消除甲醛、笨、TVOC等)
 油港清洗業 / 船舶維修業經 (油氣快速消除)
 家居、寵物系列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
G-Link Develop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6)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近年以致力發展及推廣有助於環境保護的
產品和服務。公司凝聚一群熱心推動環保的各種專業人才，
專心致意為客戶策劃節省能源、減低污染、避免破壞環境及
能持續的方案。

更多的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
(意大利 / 展位號：3-E20)

Hellatron Recycling Division是一家活躍於開發和銷售創新循
環再造技術的意大利公司。

解決方案涉及多個範疇，包括：城市固體廢物、汽車及鹼性
電池、太陽能電池板和廢電子等等。先進的循環再造技術旨
在實現卓越的環保及循環再造理念，優化現有資源，把「問
題」轉化為「機會」。

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Purifier Center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6-E15)

2002年，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成立於香港。本公司致力於提
供專業的顧問服務和環保產品以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從
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MEDAIR 601和504是專為0.01及0.3um的微粒包括煙、
PM2.5等而設計，並有效地殺死細菌和病毒。本著愛護環境
的信念，MEDAIR 更研發出無需更換耗材的空氣淨化器。為
了更有效處理不同空氣污染問題，MEDAIR 備有四款針對不
同空氣問題而設計的過濾倉，助用戶輕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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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博覽
精選展商

其他

截止2014年10月7日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
G-Link Development Limited
(香港 / 展位號：3-D16)

致利拓展有限公司近年以致力發展及推廣有助於環境保護的
產品和服務。公司凝聚一群熱心推動環保的各種專業人才，
專心致意為客戶策劃節省能源、減低污染、避免破壞環境及
能持續的方案。

更多的服務及產品詳情，請參閱英文版本。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
Marko Tack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 展位號：6-F09)

瑪可泰克（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開發、生產和銷售節能窗
膜的專家，旗下的節能解決方案能夠照顧各類型的玻璃系統
。

SOLUX®節能窗膜是該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它不僅高效
節能，更可減少太陽熱能60–90%，並阻隔99.9%的UVA和
UVB光線。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
Program Contractors Ltd
(香港 / 展位號：6-G01)

葆岡工程有限公司27年來一直堅守與顧客的承諾，用心打造
每一項工程，成為金屬製品行業內具規模的公司之一。憑藉
多年來累積的豐富工程知識及經驗，我們創建了2大品牌：
葆模建築鋁模板及城+街道/鐵路家具品牌。

葆模是行內高質素的鋁模板系統，由設計到生產均由葆岡自
設的珠海廠房完成，自家監控並確保品質優秀。

城+則重視城市的公共設施發展，為客戶獨家設計及製造如
單車泊架、公共座椅、垃圾桶、巴士站、廣告燈箱、標識牌
、建築/裝飾外牆等。

葆模建築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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