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礦務部  

Mines Division, CEDD 
在香港獲准爆炸品審批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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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申請表格適用於有意將爆炸品列入獲准清單的公司或人士。有關爆炸品批核的更多資料，可參閱礦務部指引編號: GN 

5“在香港獲准爆炸品的審批指引”。 

 
重要事項: 
1. 除以下第 2 段所述外，申請人提交的任何資料將僅用於處理其申請，並不會透露給任何第三方。 
2. 如需更多說明，請參閱礦務部指引編號: GN 5 的附件 A。 

 

 

第一部分：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地址 

 

商業登記証號碼 電郵地址 

  

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電話號碼 

  

 
第二部分：爆炸品詳情 

爆炸品名稱 存貨/組件編號 

  

分類文件編號 聯合國編號 危險性代號 

   

製造商 

 

工廠地址 

 

每單位淨重量(公斤) 每單位淨炸藥量(公斤) 

  

燃爆方法 獲其他國家批准使用? 

 □是 □否 



www.cedd.gov.hk   Page 2 of 4  (MIN f12-c)(Rev. 2020) 

 

第三部分：產品安全 

製造商建議貯存時限 變壞徵兆 

  

棄置處理方法 

 

持有物料安全資料表(MSDS)? 持有技術圖樣/規格/資料說明書? 

□是 □否 □是 □否 

 

第四部分：爆炸品成分(請選填表 A 或表 B) 

表 A—物品 

物品說明 

 

技術圖樣編號 每單位物品連包裝重量 

  

每單位的炸藥

組成部分 

 

組成部分名稱 物質名稱 淨炸藥量 (公斤) 

   

   

   

   

   

   

   

 
表 B—爆炸品物質 

爆炸品物質說明 爆炸品是否只含一種化合物? 

 □是 □否 

爆炸品是否混合物? 是否需要減敏劑或黏化劑?  

□是 □否 □是 □否 

化學成分 

化學名稱 % 
誤差限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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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包裝 

聯合國包裝標記 證書編號 

  

簽發機構 有效期限 

  

包裝構造 包裝尺寸 (毫米) 

  

外層包裝 

 

 

中層包裝 

 

 

內層包裝 

 

 

每箱重量 每單位重量 每箱數量 

   

包裝標籤 包裝標記 

  

 
第六部分：相關證明資料/文件檢查表 

相關證明資料/文件 已附上 

(1) 商業登記證 □是 □否 

(2) 危險品分類文件 □是 □否 

(3) 審批文件 □是 □否 

(4) 製造商建議貯存期 □是 □否 

(5) 物料安全資料表 (MSDS) □是 □否 

(6) 包裝測試證書/圖樣/相片 □是 □否 

(7) 技術圖樣/規格/資料說明書 (只用於聯合國第 1 類爆炸品) □是 □否 

(8) 個人資料授權書 (如果礦務處處長要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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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分：聲明 

我謹此聲明，據我所知所信，我就這份申請所呈交的一切資料及詳情，均屬正確無訛。若申請成功，我同意遵守危險品

條例第 295 章，相關的附屬法例和任何附加條件。 

公司蓋印 
 
 
 
 
 
 
 
 
 
 
 
 
填妥後的申請表，請交回： 
 - 
 

 

申請人簽署* 
 (                                             ) 

 
 

公司職位 

 

日期 

香港九龍海庭道 11 號  
西九龍政府合署南座六樓  
土木工程拓展署  
礦務部  
礦務處處長  
 

* 如屬有限公司，請蓋上公司印章及由公司經理或秘書簽署。 

 
第八部分: 本欄不必填寫 

表格填妥 □ 表格已簽署 □ 

任何主要文件 / 不足夠 / 不清楚? □有 □否 
 

如有, 請列明:  
 

 

 
其他資料－ 遺漏 / 不足夠 / 不清楚 

第一部分 :  

  

第二部分 :  

  

第三部分 :  

  

第四部分 :  

 
建議事項： 
 
 
 
核對:  (二級爆炸品主任)  核實:  (高級爆炸品主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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