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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農自然護理署 
 

 
 

 

 農 場 改 善 計 劃 

部份農用機械/設備供應商名單 
 
1. 犁田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三菱

(Mitsubishi) 
日本 

國泰水泵摩打行 
2384 7099  
2384 9779 
2385 1618 

2478 9411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 17 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利生機械五金 2675 5166 未有提供 粉嶺聯昌街 32 號 2 號鋪地下 沒有 

本田(Honda) 日本 

國泰水泵摩打 
2384 7099  
2384 9779 
2385 1618 

2478 9411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 17 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楊聯記水泵馬達行 2476 1213 2478 5267 元朗合益路建德街 2-6 號地下 沒有 

泰昌水泵摩打行 
2479 2717 
2475 3489 2443 5516 元朗合益路建德街 31 號地下 沒有 

信誠五金機械 2670 0689 2673 5474 上水新成路 79 號地下 沒有 

恆昌機械五金 2670 5478 3689 1406 上水石湖墟新豐路 17 號 AB 地下 沒有 

大昌行工業機械有限公

司 
2768 2992 2707 9121 

九龍灣啟祥道 20 號大昌行集團大廈 9 樓 

http://www.dch.com.hk/tri-
chinese/hk_pre/hk_motor/motor_service/machinery/profil

e/index.php 

沒有 

昇豪五金電機 2782 3108 2766 7243 油麻地新填地街 256 號地下(近碧街口) 沒有 

三動機械設備供應 2626 9393 2728 7146 旺角廣東道 900 號昌華商業大廈 18 樓 B-C 座 沒有 

本田(Honda) 中國 
利生機械五金 2675 5166 未有提供 粉嶺聯昌街 32 號 2 號鋪地下 沒有 

恆昌機械五金 2670 5478 3689 1406 上水石湖墟新豐路 17 號 AB 地下 沒有 

小牛 台灣 國泰水泵摩打 
2384 7099  
2384 9779 
2385 1618 

2478 9411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 17 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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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qvarna 中國 信誠五金機械 2670 0689 2673 5474 上水新成路 79 號地下 沒有 

神牛 中國 恆昌機械五金 2670 5478 3689 1406 上水石湖墟新豐路 17 號 AB 地下 沒有 

大和 日本 三動機械設備供應 2626 9393 2728 7146 旺角廣東道 900 號昌華商業大廈 18 樓 B-C 座 沒有 

本田(Honda) 歐洲 動力園藝設備 2626 1608 2191 4099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 385 號地下 6 個月 

Husqvarna 瑞典 動力園藝設備 2626 1608 2191 4099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 385 號地下 6 個月 

日農

(NICHINO) 
台灣 日豐有機農場 6977 3878 - 元大埔蓮澳村 12 個月 

牧田(Makita) 日本 
中建五金行有限公司 2795 5718 2795 5736 九龍灣宏泰道 5 號合力工業中心地下 B3 號舖 12 個月 

昇豪五金電機 2782 3108 2766 7243 油麻地新填地街 256 號地下(近碧街口) 沒有 

 
 
2. 拖拉機裝配的旋耕器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BCS 意大利 火舞工作室有限公司 3427 8877 
6014 3108 2120 5848 打鼓嶺竹園村16號信箱 12 個月 

 
 
3. 開溝(培土)器配件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BCS 意大利 火舞工作室有限公司 3427 8877 
6014 3108 2120 5848 打鼓嶺竹園村16號信箱 12 個月 

 
 

4. 起壟器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BCS 意大利 火舞工作室有限公司 3427 8877 
6014 3108 2120 5848 打鼓嶺竹園村16號信箱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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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旋動犁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BCS 意大利 火舞工作室有限公司 3427 8877 
6014 3108 2120 5848 打鼓嶺竹園村16號信箱 12 個月 

 
 
6. 剪草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小松(Zenoah) 日本 

國泰水泵摩打 
2384 7099  
2384 9779 
2385 1618 

2478 9411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 17 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利生機械五金 2675 5166 未有提供 粉嶺聯昌街 32 號 2 號鋪地下 沒有 

信誠五金機械 2670 0689 2673 5474 上水新成路 79 號地下 沒有 

小松(Zenoah) 中國 利生機械五金 2675 5166 未有提供 粉嶺聯昌街 32 號 2 號鋪地下 沒有 

牧田(Makita) 日本 

國泰水泵摩打 
2384 7099  
2384 9779 
2385 1618 

2478 9411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 17 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萬成五金電器行 2476 3173 / 2944 6544 2688 6602 元朗西裕街好發洋樓地下 1 至 4 號舖 沒有 

泰昌水泵摩打行 2479 2717 / 2475 3489 2443 5516 元朗合益路建德街 31 號地下 沒有 

中建五金行有限公司 2795 5718 2795 5736 九龍灣宏泰道 5 號合力工業中心地下 B3 號舖 12 個月 

興業集團 2789 8218 2789 8217 九龍太子道西 218 號 

http://www.hingsgroup.com/ 
12 個月 

三寶五金機械 2380 8066 2391 5735 旺角新填地街 488 號地下 3 個月 

昇豪五金電機 2782 3108 2766 7243 油麻地新填地街 256 號地下(近碧街口) 沒有 

牧田(Makita) 中國 
中建五金行有限公司 2795 5718 2795 5736 九龍灣宏泰道 5 號合力工業中心地下 B3 號舖 12 個月 

昇豪五金電機 2782 3108 2766 7243 油麻地新填地街 256 號地下(近碧街口) 沒有 

Kaaz 日本 
楊聯記水泵馬達行 2476 1213 2478 5267 元朗合益路建德街 2-6 號地下 沒有 

泰昌水泵摩打行 2479 2717 / 2475 3489 2443 5516 元朗合益路建德街 31 號地下 沒有 

三菱

(Mitsubishi) 
日本 

三達工程五金 2677 0302 2675 6831 粉嶺聯昌街 44 號 2 號鋪地下 沒有 

恆昌機械五金 2670 5478 3689 1406 上水石湖墟新豐路 17 號 AB 地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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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誠五金機械 2670 0689 2673 5474 上水新成路 79 號地下 沒有 

本田(Honda) 日本 泰昌水泵摩打行 2479 2717 / 2475 3489 2443 5516 元朗合益路建德街 31 號地下 沒有 

日立(Hitachi) 日本 信誠五金機械 2670 0689 2673 5474 上水新成路 79 號地下 沒有 

田中(Tanaka) 日本 

三動機械設備供應 2626 9393 2728 7146 旺角廣東道 900 號昌華商業大廈 18 樓 B-C 座 沒有 

信心電動工具有限公司 
2332 3900 
3106 3001 

2782 3943 
3106 3229 

旺角新填地街 293 號地下 

http://www.shunsum.hk/index.php?c=aboutus 
6 個月 

Husqvarna 瑞典 動力園藝設備 2626 1608 2191 4099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 385 號地下 6 個月 

 
 
7. 燒草噴火器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本地廠家 本地 三達工程五金 2677 0302 2675 6831 粉嶺聯昌街44號2號鋪地下 沒有 
新富士

(Shinfuji) 
日本 信誠五金機械 2670 0689 2673 5474 上水新成路79號地下 沒有 

Sheen 英國 三動機械設備供應 2626 9393 2728 7146 旺角廣東道900號昌華商業大廈18樓B-C座 沒有 

 
 

8. 地膜覆蓋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

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9. 中耕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日立(Hitachi) 日本 信誠五金機械 2670 0689 2673 5474 上水新成路79號地下 沒有 

牧田(Makita) 日本 
信誠五金機械 2670 0689 2673 5474 上水新成路79號地下 沒有 
昇豪五金電機 2782 3108 2766 7243 油麻地新填地街256號地下(近碧街口) 沒有 

中建五金行有限公司 2795 5718 2795 5736 九龍灣宏泰道5號合力工業中心地下B3號舖 12 個月 
Oleo-mac 歐洲 動力園藝設備 2626 1608 2191 4099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385號地下 6 個月 
Husqvarna 瑞典 動力園藝設備 2626 1608 2191 4099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385號地下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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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農

(NICHINO) 
台灣 日豐有機農場 6977 3878 - 大埔蓮澳村 12 個月 

三菱

(Mitsubishi) 
日本 國泰水泵摩打 

2384 7099  
2384 9779 
2385 1618 

2478 9411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17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本田(Honda) 日本 國泰水泵摩打 
2384 7099  
2384 9779 
2385 1618 

2478 9411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17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10. 機動噴霧器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小松(Zenoah) 日本 

國泰水泵摩打 
2384 7099  
2384 9779 
2385 1618 

2478 9411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17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楊聯記水泵馬達行 2476 1213 2478 5267 元朗合益路建德街2-6號地下 沒有 

泰昌水泵摩打行 2479 2717 
2475 3489 2443 5516 元朗合益路建德街31號地下 沒有 

三達工程五金 2677 0302 2675 6831 粉嶺聯昌街44號2號鋪地下 沒有 
利生機械五金 2675 5166 未有提供 粉嶺聯昌街32號2號鋪地下 沒有 
信誠五金機械 2670 0689 2673 5474 上水新成路79號地下 沒有 
恆昌機械五金 2670 5478 3689 1406 上水石湖墟新豐路17號AB地下 沒有 
利生機械五金 2675 5166 未有提供 粉嶺聯昌街32號2號鋪地下 沒有 

牧田(Makita) 日本 

信誠五金機械 2670 0689 2673 5474 上水新成路79號地下 沒有 

興業集團 2789 8218 2789 8217 九龍太子道西218號 
http://www.hingsgroup.com/ 

12 個月 

中建五金行有限公司 2795 5718 2795 5736 九龍灣宏泰道5號合力工業中心地下B3號舖 12 個月 
昇豪五金電機 2782 3108 2766 7243 油麻地新填地街256號地下(近碧街口) 沒有 

田中(Tanaka) 日本 三動機械設備供應 2626 9393 2728 7146 旺角廣東道900號昌華商業大廈18樓B-C座 沒有 
Oleo-mac 歐洲 動力園藝設備 2626 1608 2191 4099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385號地下 6 個月 

 
 
11. 撒肥器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BCS 意大利 火舞工作室有限公司 3427 8877 
6014 3108 2120 5848 打鼓嶺竹園村16號信箱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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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碎枝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DR power 美國 國泰水泵摩打 
2384 7099  
2384 9779 
2385 1618 

2478 9411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17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Bearcat 美國 
楊聯記水泵馬達行 2476 1213 2478 5267 元朗合益路建德街2-6號地下 沒有 

動力園藝設備 2626 1608 2191 4099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385號地下 6 個月 

BCS 意大利 火舞工作室有限公司 3427 8877 
6014 3108 2120 5848 打鼓嶺竹園村16號信箱 12 個月 

本田(Honda) 中國 信誠五金機械 2670 0689 2673 5474 上水新成路79號地下 沒有 
國內廠家 中國 恆昌機械五金 2670 5478 3689 1406 上水石湖墟新豐路17號AB地下 沒有 

小松(Zenoah) 日本 泰昌水泵摩打行 2479 2717 
2475 3489 2443 5516 元朗合益路建德街31號地下 沒有 

歐洲廠家 歐洲 泰昌水泵摩打行 2479 2717 
2475 3489 2443 5516 元朗合益路建德街31號地下 沒有 

 
 

13. 種植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Turfex 美國 國泰水泵摩打 2384 7099 / 2384 9779 / 
2385 1618 

2478 9411 /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17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矢崎(Yazaki) 日本 國泰水泵摩打 2384 7099 / 2384 9779 / 
2385 1618 

2478 9411 /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17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BCS 意大利 火舞工作室有限公司 3427 8877 
6014 3108 2120 5848 打鼓嶺竹園村16號信箱 12 個月 

 
 

14. 移植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

障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三菱

(Mitsubishi) 
日本 國泰水泵摩打 2384 7099 / 2384 9779 / 

2385 1618 
2478 9411 / 
2780 3739 

元朗建德街17號大福中心地下 
http://www.kwok-tai.com.hk/first.html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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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手提式收割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Ortomech 意大利 火舞工作室有限公司 3427 8877 
6014 3108 2120 5848 打鼓嶺竹園村16號信箱 12 個月 

 
 

16. 誘蟲燈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富巍盛科技 中國 深圳市富巍盛科技有

限公司 +86-75529548799-8668 +86-755-
29548688 

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沙井洪田金源工業區A13棟 
http://www.solarfws.com/ 

12 個月 

 
 

17. 蔬菜包裝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國內廠家 中國 火舞工作室有限公司 3427 8877 
6014 3108 2120 5848 打鼓嶺竹園村16號信箱 沒有 

 
 

18. 灌溉系統零件和物料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三冠牌 台灣 軒苑農場 2674 1427 2659 8188 粉嶺坪輋泥路 Lot 440 地段 
http://www.hinsgarden.com.hk/ 

沒有 

Claber 意大利 動力園藝設備 2626 1608 2191 4099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385號地下 6個月 
 
 

19. 保護設施零件和物料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三冠牌 台灣 軒苑農場 2674 1427 2659 8188 粉嶺坪輋泥路 Lot 440 地段 
http://www.hinsgarden.com.hk/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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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冠牌 台灣 千葉工程 2488 3969 2488 6836 錦田錦上路吳家村75號 沒有 

 
 

20. 電圍網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蘭星電子    
圍欄 中國 深圳市蘭星科技有限

公司 86-755-89501805 86-755-
22705858 

深圳市龍華新區工業東路利金城工業園8楝3樓 
http://www.lanstar.net/ 

12 個月 

 
 

21. 自動刮糞系統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正也 中國 中山正也農業機械設

備有限公司 9067 2467 未有提供 中國廣東省中山巿小欖鎮九洲基第二物業區80號B座 
http://shop.ppxmw.com/9358/about/ 

12 個月 

潘錦記 香港 潘錦記 9073 6240 未有提供 香港新界洪水橋第127約212號地段 無限期 
 
 

22. 覆蓋廢物處理設施的物料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N/A 台灣 台灣傑達國際實業有

限公司 
03-4905-905 

(台灣) 
03-4905-786 

(台灣) 
台灣省桃園縣中壢區福嶺路3鄰193號 

http://www.jeida.com.tw/ 
沒有 

N/A 香港 潘錦記 9073 6240 未有提供 香港新界洪水橋第127約212號地段 沒有 
 
 

23. 隔鳥屏障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N/A 台灣 台灣傑達國際實業有

限公司 
03-4905-905 

(台灣) 
03-4905-786 

(台灣) 
台灣省桃園縣中壢區福嶺路3鄰193號 

http://www.jeida.com.tw/ 
沒有 

N/A 香港 潘錦記 9073 6240 未有提供 香港新界洪水橋第127約212號地段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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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輸送帶式清糞系統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

人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

和損壞及正常損耗) 

正也 中國 中山正也農業機械設

備有限公司 9067 2467 未有提供 中國廣東省中山巿小欖鎮九洲基第二物業區80號B座 
http://shop.ppxmw.com/9358/about/ 

12 個月 

潘錦記 香港 潘錦記 9073 6240 未有提供 香港新界洪水橋第127約212號地段 無限期 
 
 

25. 固體液體廢物分離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煉盛牌 台灣 台灣煉盛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 

86-752-8860977 
(中國大陸) 

886-5-6626583 
(台灣) 

86-752-
8860966 

(中國大陸) 
886-5-

6626208 
(台灣) 

台灣省雲林縣土庫鎮埤腳里扶朝62-1號 沒有 

凱利 中國 中山正也農業機械設

備有限公司 9067 2467 未有提供 中國廣東省中山巿小欖鎮九洲基第二物業區80號B座 
http://shop.ppxmw.com/9358/about/ 

沒有 

日本鶴健 日本 中山正也農業機械設

備有限公司 9067 2467 未有提供 中國廣東省中山巿小欖鎮九洲基第二物業區80號B座 
http://shop.ppxmw.com/9358/about/ 

沒有 

華畜牌 台灣 潘錦記 9073 6240 未有提供 香港新界洪水橋第127約212號地段 沒有 
 
 

26. 曝氣池泵氣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Tsurumi 日本 楊聯記水泵馬達行 2476 1213 2478 5267 香港新界元朗合益路建德街2-6號地下 3 個月 

力霸 西班牙 中山正也農業機械設

備有限公司 9067 2467 未有提供 中國廣東省中山巿小欖鎮九洲基第二物業區80號B座 
http://shop.ppxmw.com/9358/about/ 

沒有 

日本鶴健 日本 中山正也農業機械設

備有限公司 9067 2467 未有提供 中國廣東省中山巿小欖鎮九洲基第二物業區80號B座 
http://shop.ppxmw.com/9358/about/ 

沒有 

高福 瑞典 中山正也農業機械設

備有限公司 9067 2467 未有提供 中國廣東省中山巿小欖鎮九洲基第二物業區80號B座 
http://shop.ppxmw.com/9358/about/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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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灑水系統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正也 中國 中山正也農業機械設

備有限公司 9067 2467 未有提供 中國廣東省中山巿小欖鎮九洲基第二物業區80號B座 
http://shop.ppxmw.com/9358/about/ 

12 個月 

 
 
28. 捕蟲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

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29. 驅鳥器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Bird-X 美國 莊臣集團 2421 0203 2425 9251 
荃灣海盛路3號TML廣場18樓B1-B2室

https://www.johnson-group.com.hk/Shop/index.php/tc/tc-
customer-care/tc-contact-us.html 

先致電查詢 

 
 

30. 苗盤播種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

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暫未有資料 

 
 
31. 電子糖度計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Amamir 日本 易士達實業有限公司 3152 3036 2187 3660 香港九龍長沙灣永康街51至53號時穎中心4樓402室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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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豬隻測孕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Renco 美國 惠州傑達農牧有限公

司 
86-752-2782960 

(中國大陸) 

86-752-
2782960 

(中國大陸) 

廣東省惠州巿小金口三角灘廣仍路大三組98號 
http://www.jeida.net 

12 個月 

 
 
33. 混合機 

牌子 產地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保用期 (不包括因濫用、人

為或疏忽而導致的故障和

損壞及正常損耗) 

大創 中國 中山正也農業機械設

備有限公司 9067 2467 未有提供 中國廣東省中山巿小欖鎮九洲基第二物業區80號B座 
http://shop.ppxmw.com/9358/about/ 

12 個月 

 
 
 
備註 
1.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一切以供應商提供的資料為準。 
2. 供應商如需要修改資料或願意加入參考名單，請聯絡漁農自然護理署 植物保護組，電話：2679 4354 / 2670 1161。 
 
聲明 
 

本名單概括了在本港部分提供農用機械／設備的供應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並不保證或擔保本名單的準確性或完整性，並聲明本名單如有錯

誤，對本名單使用者及在名單裏提及的供應商並無任何責任。本名單包括的供應商並不代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認可或推薦的供應商，名單

衹作參考之用，而對於沒有包括的供應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是沒有任何負面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