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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环保产业联盟章程 

（简体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联盟中文名称为粤港澳大湾区环保产业联

盟（以下简称“联盟”）；英文名称为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Alliance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英文简称：EPIA-GBA)。 

第二条    联盟旨在响应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联络

粤港澳大湾区环保领域有关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及其他社

会团体，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环保产业智库平台，培育壮大

低碳、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形成以节

能环保技术研发和总部基地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带，促进粤

港澳大湾区环保产业的创新发展和交流对接，有效推动环

保产业健康发展。 

第三条    联盟由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香港环保

产业协会、澳门环境环保产业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发起，

发挥联盟龙头带动作用，积极吸纳粤港澳大湾区与环保产

业相关的具备较强实力的、致力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环保

产业创新发展的相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等自愿参加组成。 



第四条   联盟接受广东省生态环境厅、香港特别行政

区环境保护署、澳门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的业务指导，秘书处设在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  

第五条    联盟须遵守中国内地、香港及澳门三地的法

律规定。 

第二章  任务与工作内容 

第六条    联盟立足于搭建粤港澳大湾区环保产业的合

作与促进平台，形成以节能环保技术研发的产业集聚带，

聚集粤港澳大湾区环保产业的中坚力量及相关机构，服务

企业，支撑政府决策，为环保产业提供支持，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环保产业发展。 

第七条    联盟任务是着力聚集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生态

各方力量，联合开展环保产业技术、标准和产业研究。协

助政府部门建立环境污染“黑名单”制度，健全环保信用

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共同探索粤港

澳大湾区环保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机制，挖掘温室气体

减排潜力，采取积极措施，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加强低碳

发展及节能环保技术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广清洁生产技

术，形成全球化的合作平台。 

第八条    联盟主要工作内容： 



（一）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环保产业交流对接，市场开

发，举办年度粤港澳大湾区环保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先进节能环保技术交流对接活动等； 

（二）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环保资深工程师评价推荐工

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环保人才交流互通，建立与国

际相接轨的环保高端人才评价推荐体系，为政府主管部门

及行业企业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环保产业创新发展工作提

供智库支撑工作； 

（三）为联盟企业会员向政府反应诉求，成为联盟企业

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 

（四）搭建科研、融资、保险等与环保相关服务、技术

信息支持，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态，加快节能环保与大数

据、互联网、物联网的融合，及以专家库、项目库、资本

方及运营商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信息对接平台，大力推

广介绍沟通交流环保企业的产品、技术、能力和水平； 

（五）做好为联盟成员的服务工作，为联盟成员单位的

规划发展、科研技术、融资扶持、管理提升等方面提供咨

询、诊断和资源对接；针对联盟成员单位在经营与治理中

的各种实际问题举办各种专题讲座、论坛、研讨会等；在

联盟成员单位间开展考察活动，交流经验，共同提高； 

（六）开展国际国内环保产业技术研发、交流与合作； 



（七）开展大湾区环保产业总量提升的促进工作，开展

联盟成员上市的促进工作。 

（八）推动大湾区开展绿色低碳发展评价，力争碳排放

早日达峰，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区。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九条   联盟组织机构包括：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和

联盟秘书处。其负责人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联盟

理事会为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专家委员会既是联盟理事

会的咨询机构；秘书处为联盟理事会和专家委员会的常设

办事机构。 

第十条    理事会的组成、职责和议事规则 

（一）理事会的组成 

理事会由联盟理事单位（联盟首批发起单位）和相关

组织部门的主要领导或其指定代表人员组成，设名誉理事

长若干名，理事长一名，执行理事长二名，副理事长若干

名、理事若干名，秘书处依托单位可增派一名理事。理事

会每届任期三年。 

（二）理事会的职责 

1、维持联盟稳定运行，制订和修改联盟章程； 

2、批准和取消联盟成员资格； 



3、选举联盟理事长、专业委员会主任、秘书处秘书

长； 

4、听取和审议专家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的工

作报告； 

5、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决定联盟环保产业发展方

向与重点工作任务，协调资金筹措、使用、成果转化及收

益分配方案等重大事项； 

6、审议、批准和修改联盟内部管理条例； 

7、决定联盟组织的变更和终止； 

8、决定秘书处内部机构的设立和撤销； 

9、审议财务预、决算报告； 

10、讨论和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三）理事会议事规则 

理事会以理事会议作为其决策方式。理事会每年定期

召开，经四分之一理事提议可以召开临时会议。必要时可

增加、提前或延迟，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召开通讯会议。

理事会由理事长或受理事长委托的副理事长负责召集和主

持，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须有理事会成员 2/3 以上（含

本数）代表出席方为有效会议。理事会形成的决议，应由

出席理事会成员 2/3 以上（含本数）同意方能有效。但以



下事项须经出席理事会的成员一致同意方能生效。 

1、修改联盟章程及有关专利许可的协议及相关约定； 

2、决定联盟“技术开发基金”的使用； 

3、联盟的终止、解散、分立、合并； 

4、其他规定的需理事会成员一致通过的其它事项。 

（四）联盟理事长 

联盟理事长由理事单位推荐、理事会选举通过产生，

理事长主要负责协调、组织和服务。理事长作为联盟对外

承担责任的主体，代表联盟与政府管理部门签订科技计划

项目任务书等文件。联盟成员对外签署的其它文件可就具

体事项出具授权委托书，由联盟理事长签署。 

联盟理事长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最多连任

两届。理事长任职期间如遇工作调离原派出单位等情况，

应自行辞去其职务，由理事长单位另行推荐接任理事长人

选，经理事会通过后，方可接任。持续时间至本届理事会

换届选举。 

（五）监事长 

联盟监事长由理事会推荐并选举产生，监事长主要负

责对联盟成员及理事会高层实施制度监督、财务监督、纪

律监督、法律监督等工作，并定期向理事会汇报。 



（六）执行理事长 

联盟执行理事长由理事单位推荐、理事会选举通过产

生，主要负责协助理事长处理联盟日常工作，负责专业委

员会的工作安排、把握联盟发展方向，协调、组织和服

务。代表联盟与政府管理部门签订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等

文件，维护联盟理事会合法权益，维护联盟整体形象。 

（七）副理事长 

联盟副理事长由理事单位推荐、理事会选举通过产

生，主要负责协助理事长处理联盟日常工作，牵头担任专

业委员会主任，负责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维护联盟理事会

合法权益，维护联盟整体形象。 

（八）理事 

凡属粤港澳三地环保产业协会的会员单位，有志于促

进三地环保产业创新发展和交流对接的企事业单位，均可

向秘书处提出申请，经审核通过后成为联盟的理事单位。 

联盟理事要负责协助理事长、执行理事长处理联盟日

常工作，牵头担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开展专委

会工作，维护联盟理事会合法权益，维护联盟整体形象。 

第十一条   专家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和议事规则 

（一）专家委员会的组成 



联盟专家委员会及各专业技术组由理事会聘任，是联

盟的技术决策咨询机构，主要由联盟成员单位推荐的技术

人员、行业知名专家、学者组成。 

（二）专家委员会职责和议事规则 

1、为联盟的发展及重大事项决策提供专业咨询指导，

负责制定联盟的技术发展方向与重点项目，并积极争取国

家立项和资金支持； 

2、为理事会的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对项目进行论证、

监督、评审，根据环保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制定联盟内项

目滚动计划； 

3、指导项目负责人提出制订与该项目有关联的技术战

略方针； 

4、审查各课题技术方案，检查和评定项目及课题的执

行情况； 

5、专家委员会可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形成共识后

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6、为联盟成员提供专家和咨询建议，定期召开联盟成

员单位之间的技术交流会，构建其交流、合作平台，协助

联盟内的企业解决其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 

第十二条   秘书处的组成、职责和管理机制 



（一）秘书处的组成 

秘书处是理事会的常设办事机构，负责联盟日常事务

和项目的协调、管理工作。在理事会闭会期间代行其管理

职能。联盟秘书处所需场所租赁费用、办公经费由联盟理

事会根据秘书处年度工作计划预算负责筹集。 

联盟秘书处由各联盟副理事长以上单位的一名负责人

组成，联盟秘书处依托单位可增派一人，秘书处设秘书长

一人，副秘书长若干名，由秘书处依托单位派出或理事会

推选产生。 

（二）秘书处的职责 

1、执行联盟理事会和专家委员会做出的决议，负责组

织、管理、协调联盟内的各项工作； 

2、负责理事会的筹备和召开，向理事会作《年度工作

总结报告》及财务报告，负责制定《下年度工作计划（草

案）》； 

3、编制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 

4、负责协助联盟专家委员会和各成员单位向各有关部

门申报联盟技术创新项目，积极争取国家对联盟的大力扶

持和资金投入； 

5、负责受理联盟外企、事业单位加入联盟的申请，对



其资格进行初步审查； 

6、负责组织对接联盟与政府、企业、其它机构等的项

目合作； 

7、负责媒体宣传、展会推广、交流研讨等工作； 

8、负责办理联盟理事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联盟秘书长 

联盟秘书处设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若干名，实行秘

书长负责制。秘书长由秘书处单位选派或理事会推选产

生，副秘书长由各副理事长单位选派。秘书长向理事长负

责，秘书处工作人员薪酬由各理事单位自行负责，专职人

员由联盟理事会负责。 

第四章  联盟成员 

第十三条    本联盟以单位成员为主要发展对象，坚

持“入盟自愿，退盟自由”的原则。 

第十四条    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或准备从事

环保产业研发、制造、服务等企事业单位及相关机构, 承认

联盟章程，认可联盟理念，均可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成为

联盟正式成员，享受联盟成员权利，承担联盟成员义务。 

第十五条    联盟成员的基本条件如下： 

（一） 拥护联盟章程，遵守有关协议内容； 



（二） 按时缴交联盟会员费用； 

（三）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环保行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致力于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第十六条    联盟成员享有如下权利： 

（一）本联盟的选举权、被选举权。 

（二）优先参加本联盟举办的国内外活动。 

（三）获得本联盟提供的各类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 

（四）获得联盟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副理事长单位、

副主席单位铜牌和证书。 

（五）对本联盟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实施监督。 

第十七条    联盟成员应履行如下义务： 

（一）遵守联盟章程，执行联盟决议。 

（二）按时缴交联盟会员费。 

（三）致力于推进联盟建设，完善联盟知识产权管理细

则。 

（四）保守联盟重要技术的秘密，维护知识产权。 

（五）关心和支持联盟工作，积极参加联盟组织的各项

活动。 



（六）及时向联盟反映情况，提供有关信息、统计数据

和有关资料。 

（七）自觉维护本联盟的声誉及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终止会员资格： 

（一）联盟成员自愿退会，并书面通知联盟，交回联盟

成员牌匾和证书。 

（二）成员单位解散或依法注销，并书面通知联盟，交

回联盟成员牌匾和证书。 

（三）不按时缴交联盟会员费的。 

（四）不遵守本联盟章程或不履行联盟成员应尽义务。 

（五）违反法律法规，损害联盟利益、声誉。 

第五章  资产管理 

第十九条    本联盟经费主要来源： 

（一）初期联盟工作经费由各发起单位共同募集。 

（二）联盟成员所缴纳的年度会费。 

（三）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四） 国（境）内外团体、企业和个人的捐赠。 

（五）财政补助，受委托项目收入及其他资助。 



（六）利息收入。 

（七）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条    联盟会费采取分级收取的办法，成员会

费采取按年度交纳或按一届三年交纳的办法由联盟统一收

取，会费的收费标准： 

（一）成员单位¥ 3000 元/年； 

（二）理事单位¥ 5000 元/年； 

（三）副理事长单位¥ 8000 元/年； 

（四）理事长单位¥ 12000 元/年； 

第二十一条    联盟经费按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

事业的发展，按年度预算用于组织会议、开展各类活动、

秘书处日常办公、专职人员工资、对外接待等工作的正常

运转以及相关专项工作等，其财产以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

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对年度预算

外支出需经理事会成员 2/3 以上（含本数）表决通过。 

第二十二条    联盟的经费和资产的使用必须符合联

盟宗旨和业务范围，并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确保会

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十三条    联盟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福

利待遇，参照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经联盟理事会通过后执



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经首届理事会审议并通过后生

效。通过后的章程须向全体联盟成员公布，并对所有联盟

成员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或有关条款的修改，由

联盟秘书处提出补充或修改意见草案，经联盟理事会审议

并通过后生效。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由联盟理事会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开始执行。 

 

 



粵港澳大灣區環保產業聯盟章程 

（繁體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聯盟中文名稱為粵港澳大灣區環保產業聯

盟（以下簡稱“聯盟”）；英文名稱為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Alliance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英文簡稱：EPIA-GBA)。 

第二條    聯盟旨在回應國家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聯絡

粵港澳大灣區環保領域有關政府部門、高等院校及其他社

會團體，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環保產業智庫平臺，培育壯大

低碳、新能源、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形成以節

能環保技術研發和總部基地為核心的產業集聚帶，促進粵

港澳大灣區環保產業的創新發展和交流對接，有效推動環

保產業健康發展。 

第三條    聯盟由廣東省環境保護產業協會、香港環保

產業協會、澳門環境環保產業協會等多家單位共同發起，

發揮聯盟龍頭帶動作用，積極吸納粵港澳大灣區與環保產

業相關的具備較強實力的、致力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環保

產業創新發展的相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等自願參加組成。 



第四條   聯盟接受廣東省生態環境廳、香港特別行政

區環境保護署、澳門特別行政區環境保護局、中國環境保

護產業協會的業務指導，秘書處設在廣東省環境保護產業

協會。  

第五條    聯盟須遵守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三地的法

律規定。 

第二章  任務與工作內容 

第六條    聯盟立足於搭建粵港澳大灣區環保產業的合

作與促進平臺，形成以節能環保技術研發的產業集聚帶，

聚集粵港澳大灣區環保產業的中堅力量及相關機構，服務

企業，支撐政府決策，為環保產業提供支持，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環保產業發展。 

第七條    聯盟任務是著力聚集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生態

各方力量，聯合開展環保產業技術、標準和產業研究。協

助政府部門建立環境污染“黑名單”制度，健全環保信用

評價、資訊強制性披露、嚴懲重罰等制度。共同探索粵港

澳大灣區環保產業發展的新模式和新機制，挖掘溫室氣體

減排潛力，採取積極措施，主動適應氣候變化。加強低碳

發展及節能環保技術的交流合作，進一步推廣清潔生產技

術，形成全球化的合作平臺。 

第八條    聯盟主要工作內容： 



（一）開展粵港澳大灣區環保產業交流對接，市場開

發，舉辦年度粵港澳大灣區環保產業創新發展高峰論壇，

開展粵港澳大灣區先進節能環保技術交流對接活動等； 

（二）開展粵港澳大灣區環保資深工程師評價推薦工

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端環保人才交流互通，建立與國

際相接軌的環保高端人才評價推薦體系，為政府主管部門

及行業企業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和環保產業創新發展工作提

供智庫支撐工作； 

（三）為聯盟企業會員向政府反應訴求，成為聯盟企業

與政府之間的橋樑紐帶； 

（四）搭建科研、融資、保險等與環保相關服務、技術

資訊支持，培育發展新興服務業態，加快節能環保與大數

據、互聯網、物聯網的融合，及以專家庫、專案庫、資本

方及運營商為主題的粵港澳大灣區資訊對接平臺，大力推

廣介紹溝通交流環保企業的產品、技術、能力和水準； 

（五）做好為聯盟成員的服務工作，為聯盟成員單位的

規劃發展、科研技術、融資扶持、管理提升等方面提供諮

詢、診斷和資源對接；針對聯盟成員單位在經營與治理中

的各種實際問題舉辦各種專題講座、論壇、研討會等；在

聯盟成員單位間開展考察活動，交流經驗，共同提高； 

（六）開展國際國內環保產業技術研發、交流與合作； 



（七）開展大灣區環保產業總量提升的促進工作，開展

聯盟成員上市的促進工作。 

（八）推動大灣區開展綠色低碳發展評價，力爭碳排放

早日達峰，建設綠色發展示範區。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九條   聯盟組織機構包括：理事會、專家委員會和

聯盟秘書處。其負責人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聯盟

理事會為聯盟的最高權力機構；專家委員會既是聯盟理事

會的諮詢機構；秘書處為聯盟理事會和專家委員會的常設

辦事機構。 

第十條    理事會的組成、職責和議事規則 

（一）理事會的組成 

理事會由聯盟理事單位（聯盟首批發起單位）和相關

組織部門的主要領導或其指定代表人員組成，設名譽理事

長若干名，理事長一名，執行理事長二名，副理事長若干

名、理事若干名，秘書處依託單位可增派一名理事。理事

會每屆任期三年。 

（二）理事會的職責 

1、維持聯盟穩定運行，制訂和修改聯盟章程； 

2、批准和取消聯盟成員資格； 



3、選舉聯盟理事長、專業委員會主任、秘書處秘書

長； 

4、聽取和審議專家委員會、專業委員會、秘書處的工

作報告； 

5、根據專家委員會的建議，決定聯盟環保產業發展方

向與重點工作任務，協調資金籌措、使用、成果轉化及收

益分配方案等重大事項； 

6、審議、批准和修改聯盟內部管理條例； 

7、決定聯盟組織的變更和終止； 

8、決定秘書處內部機構的設立和撤銷； 

9、審議財務預、決算報告； 

10、討論和決定其他重大事項。 

（三）理事會議事規則 

理事會以理事會議作為其決策方式。理事會每年定期

召開，經四分之一理事提議可以召開臨時會議。必要時可

增加、提前或延遲，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召開通訊會議。

理事會由理事長或受理事長委託的副理事長負責召集和主

持，實行一人一票表決制，須有理事會成員 2/3 以上（含

本數）代表出席方為有效會議。理事會形成的決議，應由

出席理事會成員 2/3 以上（含本數）同意方能有效。但以



下事項須經出席理事會的成員一致同意方能生效。 

1、修改聯盟章程及有關專利許可的協議及相關約定； 

2、決定聯盟“技術開發基金”的使用； 

3、聯盟的終止、解散、分立、合併； 

4、其他規定的需理事會成員一致通過的其他事項。 

（四）聯盟理事長 

聯盟理事長由理事單位推薦、理事會選舉通過產生，

理事長主要負責協調、組織和服務。理事長作為聯盟對外

承擔責任的主體，代表聯盟與政府管理部門簽訂科技計畫

專案任務書等檔。聯盟成員對外簽署的其他檔可就具體事

項出具授權委託書，由聯盟理事長簽署。 

聯盟理事長每屆任期三年，可以連選連任，最多連任

兩屆。理事長任職期間如遇工作調離原派出單位等情況，

應自行辭去其職務，由理事長單位另行推薦接任理事長人

選，經理事會通過後，方可接任。持續時間至本屆理事會

換屆選舉。 

（五）監事長 

聯盟監事長由理事會推薦並選舉產生，監事長主要負

責對聯盟成員及理事會高層實施制度監督、財務監督、紀

律監督、法律監督等工作，並定期向理事會彙報。 



（六）執行理事長 

聯盟執行理事長由理事單位推薦、理事會選舉通過產

生，主要負責協助理事長處理聯盟日常工作，負責專業委

員會的工作安排、把握聯盟發展方向，協調、組織和服

務。代表聯盟與政府管理部門簽訂科技計畫專案任務書等

檔，維護聯盟理事會合法權益，維護聯盟整體形象。 

（七）副理事長 

聯盟副理事長由理事單位推薦、理事會選舉通過產

生，主要負責協助理事長處理聯盟日常工作，牽頭擔任專

業委員會主任，負責專業委員會的工作，維護聯盟理事會

合法權益，維護聯盟整體形象。 

（八）理事 

凡屬粵港澳三地環保產業協會的會員單位，有志於促

進三地環保產業創新發展和交流對接的企事業單位，均可

向秘書處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成為聯盟的理事單位。 

聯盟理事要負責協助理事長、執行理事長處理聯盟日

常工作，牽頭擔任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協助主任開展專委

會工作，維護聯盟理事會合法權益，維護聯盟整體形象。 

第十一條   專家委員會的組成、職責和議事規則 

（一）專家委員會的組成 



聯盟專家委員會及各專業技術組由理事會聘任，是聯

盟的技術決策諮詢機構，主要由聯盟成員單位推薦的技術

人員、行業知名專家、學者組成。 

（二）專家委員會職責和議事規則 

1、為聯盟的發展及重大事項決策提供專業諮詢指導，

負責制定聯盟的技術發展方向與重點專案，並積極爭取國

家立項和資金支持； 

2、為理事會的決策提供諮詢建議，對專案進行論證、

監督、評審，根據環保行業技術發展趨勢，制定聯盟內項

目滾動計畫； 

3、指導專案負責人提出制訂與該專案有關聯的技術戰

略方針； 

4、審查各課題技術方案，檢查和評定專案及課題的執

行情況； 

5、專家委員會可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形成共識後

向理事會提出建議； 

6、為聯盟成員提供專家和諮詢建議，定期召開聯盟成

員單位之間的技術交流會，構建其交流、合作平臺，協助

聯盟內的企業解決其發展中遇到的各種技術難題。 

第十二條   秘書處的組成、職責和管理機制 



（一）秘書處的組成 

秘書處是理事會的常設辦事機構，負責聯盟日常事務

和專案的協調、管理工作。在理事會閉會期間代行其管理

職能。聯盟秘書處所需場所租賃費用、辦公經費由聯盟理

事會根據秘書處年度工作計畫預算負責籌集。 

聯盟秘書處由各聯盟副理事長以上單位的一名負責人

組成，聯盟秘書處依託單位可增派一人，秘書處設秘書長

一人，副秘書長若干名，由秘書處依託單位派出或理事會

推選產生。 

（二）秘書處的職責 

1、執行聯盟理事會和專家委員會做出的決議，負責組

織、管理、協調聯盟內的各項工作； 

2、負責理事會的籌備和召開，向理事會作《年度工作

總結報告》及財務報告，負責制定《下年度工作計畫（草

案）》； 

3、編制年度財務預算、決算方案； 

4、負責協助聯盟專家委員會和各成員單位向各有關部

門申報聯盟技術創新專案，積極爭取國家對聯盟的大力扶

持和資金投入； 

5、負責受理聯盟外企、事業單位加入聯盟的申請，對



其資格進行初步審查； 

6、負責組織對接聯盟與政府、企業、其他機構等的專

案合作； 

7、負責媒體宣傳、展會推廣、交流研討等工作； 

8、負責辦理聯盟理事會交辦的其他事項。 

（三）聯盟秘書長 

聯盟秘書處設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實行秘

書長負責制。秘書長由秘書處單位選派或理事會推選產

生，副秘書長由各副理事長單位選派。秘書長向理事長負

責，秘書處工作人員薪酬由各理事單位自行負責，專職人

員由聯盟理事會負責。 

第四章  聯盟成員 

第十三條    本聯盟以單位成員為主要發展對象，堅

持“入盟自願，退盟自由”的原則。 

第十四條    凡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從事或準備從事

環保產業研發、製造、服務等企事業單位及相關機構, 承認

聯盟章程，認可聯盟理念，均可提出申請，經批准後成為

聯盟正式成員，享受聯盟成員權利，承擔聯盟成員義務。 

第十五條    聯盟成員的基本條件如下： 

（三） 擁護聯盟章程，遵守有關協議內容； 



（四） 按時繳交聯盟會員費用； 

（三）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環保行業內具有一定的影響

力，致力於推動環保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 

第十六條    聯盟成員享有如下權利： 

（一）本聯盟的選舉權、被選舉權。 

（二）優先參加本聯盟舉辦的國內外活動。 

（三）獲得本聯盟提供的各類技術支持和資訊服務。 

（四）獲得聯盟會員單位、理事單位、副理事長單位、

副主席單位銅牌和證書。 

（五）對本聯盟工作提出批評或建議，實施監督。 

第十七條    聯盟成員應履行如下義務： 

（一）遵守聯盟章程，執行聯盟決議。 

（二）按時繳交聯盟會員費。 

（三）致力於推進聯盟建設，完善聯盟知識產權管理細

則。 

（四）保守聯盟重要技術的秘密，維護知識產權。 

（五）關心和支持聯盟工作，積極參加聯盟組織的各項

活動。 



（六）及時向聯盟反映情況，提供有關資訊、統計數據

和有關資料。 

（七）自覺維護本聯盟的聲譽及合法權益。 

第十八條    發生下列情況之一者，終止會員資格： 

（一）聯盟成員自願退會，並書面通知聯盟，交回聯盟

成員牌匾和證書。 

（二）成員單位解散或依法註銷，並書面通知聯盟，交

回聯盟成員牌匾和證書。 

（三）不按時繳交聯盟會員費的。 

（四）不遵守本聯盟章程或不履行聯盟成員應盡義務。 

（五）違反法律法規，損害聯盟利益、聲譽。 

第五章  資產管理 

第十九條    本聯盟經費主要來源： 

（一）初期聯盟工作經費由各發起單位共同募集。 

（二）聯盟成員所繳納的年度會費。 

（三）在核准的業務範圍內開展活動或服務的收入。 

（四） 國（境）內外團體、企業和個人的捐贈。 

（五）財政補助，受委託專案收入及其他資助。 



（六）利息收入。 

（七）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條    聯盟會費採取分級收取的辦法，成員會

費採取按年度交納或按一屆三年交納的辦法由聯盟統一收

取，會費的收費標準： 

（一）成員單位¥ 3000 元/年； 

（二）理事單位¥ 5000 元/年； 

（三）副理事長單位¥ 8000 元/年； 

（四）理事長單位¥ 12000 元/年； 

第二十一條    聯盟經費按本章程規定的業務範圍和

事業的發展，按年度預算用於組織會議、開展各類活動、

秘書處日常辦公、專職人員工資、對外接待等工作的正常

運轉以及相關專項工作等，其財產以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

護，任何單位、個人不得侵佔、私分和挪用。對年度預算

外支出需經理事會成員 2/3 以上（含本數）表決通過。 

第二十二條    聯盟的經費和資產的使用必須符合聯

盟宗旨和業務範圍，並建立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確保會

計資料合法、真實、準確、完整。 

第二十三條    聯盟專職工作人員的工資和保險、福

利待遇，參照當地政府有關規定經聯盟理事會通過後執



行。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經首屆理事會審議並通過後生

效。通過後的章程須向全體聯盟成員公佈，並對所有聯盟

成員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或有關條款的修改，由

聯盟秘書處提出補充或修改意見草案，經聯盟理事會審議

並通過後生效。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由聯盟理事會解釋。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開始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