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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計劃 好處

每間合資格的企業或機構可獲該產品售價最高九成或上限港幣

1,000元的資助(資助額以金額較低者為準）以購買清潔防護手套，
若超出資助上限，企業須自行補足差額。

一般清潔工作中，從業員不時需要使用化學清潔劑及處理垃圾，當中會存在經常沾水、接觸
到刺激性化學品或鋒利表面的垃圾等。計劃下的產品可改善上述工作所產生的化學危害和
機械危害的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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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資助的清潔防護手套均達到EN 388:2016安全標準所涵蓋4種機械風險防護，分別是防磨、

防割、防撕及防刺；其中「防割」及「防刺」達1級或以上，而「防磨」及「防撕」則達2級或以上。
另外，亦符合EN ISO 374-1:2016安全標準對化學風險防護對正庚烷（J類）
、濃度40%的氫氧
化鈉（K類）及濃度96%的硫酸（L類）的防護性能達第1級或以上。

*1級為最低級別，而防磨、防撕、防刺則以4級為最高級別，防割則以5級為最高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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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防護手套資助計劃」的企業或機構申請資格

申請企業或機構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2)
(3)
(4)

 根據《商業登記條例》
已
（香港法例第310章）在香港完成辦理商業登記的
企業；或
根據《稅務條例》
（香港法例第112章）第88條獲認可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
構或信託團體；或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香港法例第344章）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及
申請企業或機構為從事環境衞生業；或其企業或機構直接聘用員工需執
行以下等工作之相關行業：
防治蟲鼠服務
泳池清潔

樓房清潔
廚房清潔

街道清潔
工場清潔

y  符 合香港政府對中小企的定義，即任何從事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
100人的企業；或任何從事非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50人的企業；及
y  必須是以香港作為業務經營基地，而其經營活動，一律必須在香港境內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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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是指為了圖利而從事的任何形式的生意、商務、工藝、專業、職業或其他活動，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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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人數」包括經常參與企業業務的在職東主、合夥人、股東及企業的受薪員工，包括在

包括商業登記條例內所訂明的會社，除非該會社是以圖利為目的。

遞交申請書時，由有關企業直接支取薪酬的全職或兼職受薪僱員，其中包括長期或臨時聘
用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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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清潔服務崗位之人數」包括經常參與企業或機構清潔業務的在職受薪員工，包括在

遞交申請書時，由有關企業直接支取薪酬的全職或兼職受薪僱員，其中包括長期或臨時聘
用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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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請資助的設備已得到職安局或以外的任何其他人士、機構或團體的資助，該設備將不
會被考慮撥款資助。

「清潔防護手套資助計劃」細則

1

申請企業或機構在資助計劃下選購的產品數量須不多於或須等於該企業或機構內從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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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企業或機構須聯絡本計劃的指定供應商（請參閱附錄一）
，並自行揀選資助計劃下獲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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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計劃名額有限，每間企業或機構最多可獲資助一次，所有申請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處理。

潔崗位的僱用人數。

可的清潔防護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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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
1

2

3

4

在換領時，供應商將會收回「換領通知書」的正本，並收取產品售價的差額。企業或機構無需預先
墊支購買清潔防護手套，惟換領前請致電有關供應商查詢產品的庫存。
所需文件包括：

y  申請企業的有效商業登記證副本（須最少有2個月有效期）或慈善團體/信託團體登記證明
副本或業主立案法團註冊證書副本

y  簽署申請表格東主或負責人的有效香港身份證副本

y  擬選購並列入本資助計劃下的清潔防護手套報價單副本

     （上述文件請寫上或蓋上「副本」
）

* 連同所需文件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交回：
網上申請：

https://bit.ly/3qw9juC

傳真：

2739 9779

郵寄/親身：
電郵：

What’sApp：
查詢：

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中小型企業資助計劃」秘書處
sme@oshc.org.hk

9726 1870（只限文字回覆）
3106 5711 張櫻瀚先生
2116 5630 葉映云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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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資助企業或機構須遵守以下條款
1

整個資助計劃由職安局「中小企資助計劃委員會」監察及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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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企業或機構如因任何理由沒有實踐此計劃，職安局有權撤銷撥款批准及要求退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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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職安局有絕對權利接受或拒絕任何申請，無須提供任何理由。

獲資助的企業或機構須採取一切措施，包括向所揀選報價的供應商提出諮詢，以確保該產
品的使用沒有違反任何適用的法例，符合相關的安全標準及參考製造商指引。

獲資助的企業或機構需保證不得轉賣或轉贈所購買的產品，職安局有權要求企業提供有關
產品的使用情況。

產品的擁有權屬獲資助的企業或機構，該企業或機構須採取適當措施正確使用防護手套，
包括使用前的檢查、保養程序及妥善的貯存方法等，職安局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就與此資
助計劃有關而引致的直接、間接或相應造成的任何申索、損失或損毀而負上任何法律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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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責任。

申請企業或機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被職安局用作以下用途：

y  處理有關申請表格、調查及評審申請事宜； y  方便職安局與申請企業或機構聯絡；
y  將有關資料用作研究及統計分析；及
y  履行職安局於法例下所應盡的責任

備註： 申請企業或機構及有關的個人資料擁有者同意，職安局如有需要可將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就
以上任何用途向第三者披露。

申請企業或機構必須由其東主、合夥人、董事或其獲授權的受薪僱員處理申請，職安局不接
受任何以代理人代為處理的申請。

獲資助的企業或機構承諾將盡力協助職安局，於日後與有興趣人士分享其推行職安健改善
計劃的成功經驗。

職安局會按需要安排實地視察。

如獲資助的企業或機構違反上述條款或職安局書面附上的其他條件，職安局有權撤銷撥款
批准、收回撥款及/或追討有關損失，任何虛假資料或失實陳述將交由警方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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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清潔防護手套資助計劃」指定 產品簡介
供應商

新豐行防護用品有限公司
New Growth Disposable Product Company Limited

1

MAPA Stansolv AK-22 381

2

Rubberex HD27 NEO

防護手套型號

電話：2465 2982
傳真：2465 2983

聯絡
顏色

綠

尺碼

每對售價(港幣)
送貨安排

適合的工作種類

一般環境衞生清潔工作
（註：不適合處理針筒類的垃圾）

7 - 9
$55

電郵：info@newgrowth.com.hk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
新港中心2座907室
黑

S - XXL
$40

可自取，如購買金額達港幣1,200元或以上，可安排免費送貨



















防護性能*

機械風險防護

防磨（達2級或以上）
防割（達1級或以上）
防撕（達2級或以上）
防刺（達1級或以上）
化學風險防護

對正庚烷、濃度40%的氫氧化鈉及濃
度96%的硫酸之防護均達到第1級或
以上
*(1)

*以上產品之售價有效日期至2023年3月31日

上述清潔防護手套均達到EN388:2016安全標準所涵蓋4種機械風險防護，分別是防磨、防割、防撕及防刺；其中「防割」及「防刺」達1級
或以上，而「防磨」及「防撕」則達2級或以上。另外，亦符合EN ISO 374-1:2016安全標準對化學風險防護對正庚烷（J類）
、濃度40%的氫氧

化鈉（K類）及濃度96%的硫酸（L類）的防護性能達第1級或以上。1級為最低級別，而防磨、防撕、防刺則以4級為最高級別，防割則以5級

(2)

為最高級別。

有關清潔防護手套的詳細防護評級，請向有關產品供應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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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1.
2.
3.
4.
5.
6.
7.

中小型企業「清潔防護手套資助計劃」申請表格2022-23
申請企業或機構資料

What’sApp: 9726 1870   電郵：sme@oshc.org.hk   傳真：2739 9779

檔號： _______
企業或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企業或機構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業或機構網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業或機構成立日期：________ 企業或機構僱用人數(請參閱備註一)：_______ 從事清潔服務崗位之人數(請參閱備註二)：_______
商業登記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 屆滿日期（須最少有2個月有效期）
： _________（慈善團體及業主立案法團不適用）
行業 (請選擇適當的一項並在方格內填上「」號)：

F 旅遊業

F 物流貨運業

F 醫護服務業

F 飲食業(包括食品製作)

F 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

F 機電業及汽車維修服務業

F 零售業

F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

F 建造業

F 資訊及通訊業

F 文職及專業服務業

F 製造業

F 其他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一： 僱
 用人數包括經常參與企業或機構業務的在職受薪員工，包括在遞交申請表時，由有關企業或機構直接支取薪酬的全職或兼職受薪僱員，其中包括
長期或臨時聘用的僱員。
備註二： 申
 請企業或機構必須從事環境衞生業；或其企業或機構的直接聘用員工需執行防治蟲鼠服務、樓房清潔、街道清潔、泳池清潔、廚房及工場清潔等工
作之相關行業。

乙部

擬選購清潔防護手套資料（請參閱備註三）
供應商

品牌及型號

數量*

每對售價

總費用：

備註三： (1) 企業或機構須提交該產品的報價單副本。
(2) 所揀選報價的供應商，不能與申請企業或機構及其僱員存在任何利益或關係上的衝突（例如：僱主、董事、合夥人、股東、僱員、親屬或顧問等）
。
(3) 申請企業或機構不得轉售獲資助的產品。

* 每間企業或機構在資助計劃下可選購的產品數量須不多於或須等於該企業的在港從事清潔服務崗位之僱員數目。本局鼓勵申請企業或機構聯絡供應商自費購買額外的清潔防護
手套，額外購買的產品將不高於現有售價，歡迎自行與供應商訂購， 以提升企業的職安健水平。

丙部

聲明

本人謹代表甲部列明的申請企業或機構作出以下聲明：

 (1) 本申請書內的資料及夾附於申請書的資料均屬真實及正確。
 (2) 本人承諾，上述資料日後如有任何更改，本人會立即通知職業安全健康局。
 (3) 本人明白如果以欺詐手段或基於不準確或具誤導性的資料而獲得資助或於獲撥取款項後轉售獲資助的產品，該資助將被撤銷。本人及申請企業或機構
均有責任將撥款全數歸還。
 (4) 本人申報本人、申請企業或機構及僱員與所揀選的供應商，沒有存在任何利益或關係上的衝突（例如：僱主、董事、合夥人、股東、僱員、親屬或顧問等）
。
 (5) 本人明白職業安全健康局將根據本人所提供的資料評定申請企業或機構是否符合資格獲得「中小型企業清潔防護手套資助計劃」資助和所得的資助額。
本人明白職業安全健康局有權覆檢此申請及在有需要時調整申請企業或機構應得的資助額。
 (6) 本人明白職業安全健康局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就與此資助計劃有關而引致的直接、間接或相應造成的任何申索、損失或損毀而負上任何法律或其他責任。
 (7) 本人承諾配合職業安全健康局安排進行實地視察。
 (8) 本人及申請企業或機構已詳閱及願意遵守此資助計劃的一切條款、手續及指引等要求，否則該資助可被撤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東主/負責人姓名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相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東主/負責人簽署及申請企業機構印鑑

請夾附以下文件一併遞交
1. □ 商業登記證副本 /《稅務條例》第88條獲認可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信託團體證明書副本 / 業主立案法團註冊證書副本
2. □ 供應商報價單副本
3. □ 東主/負責人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____________
日期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你向職業安全健康局〔
「本局」
〕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指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相關活動。
2.為讓你得知最新的本局活動，本局將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號、郵寄和電郵地址，將有關職業安全健康訓練課程、活動、服務及資訊提供給你。你的個人資料亦可能被用
作本局之研究及統計用途。
3.你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上述資訊。若不同意的話，請於下列拒收資訊一欄之空格內加上「」號。*
4.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本局提出，地址為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
* □ 本人不同意日後接收由職業安全健康局發出其活動和相關的資訊。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
電郵：oshc@oshc.org.hk

此表格只適用於一間企業/機構報名，如要作出額外的報名，請複印副本。
電話：2739 9377

網址：www.oshc.org.hk

傳真：2739 9779

OSHC HK

04/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