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處

牌照及審批總區
香港九龍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LICENSING AND CERTIFICATION COMMAND 

Fire Services Headquarters Building, 

尖沙咀東部康莊道 1 號 5 樓

消防處埋部大廈

本處檔號 OUR REF.: (43) in FP(LC) 314/07 Pt.8 

來函檔號 YOUR REF.: 

圖文傳真 FAX: (852) 2723 2197 

電子郵件 E-MAIL: lcpolic2@hkfsd.gov.hk 

電 話 TEL. NO.: (852) 2733 7619 

致：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先生／女士：

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 (FS251)

網上遞交系統

5/F, No. I Hong Chong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Kowloon, 

Hong Kong 

消防處一向致力為公眾提供方便易用的電子服務 。 為利便註冊消防裝
置承辦商擬備和遞交 FS25 l , 我們設立了網上遞交系統 。

新系統名為「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網上遞交系統」，將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正式運作，並經由以下路徑接達：

htt s: //www.hkfs d . ov.hk/ chi /e lectronic/submission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可通過系統這個網上平台擬備和遞交 FS251 , 以
及存取 FS251 記錄，亦可使用系統的「上載 Excel 報表」功能，一次過上
載多份 FS251 , 使遞交過程更為方便快捷 。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的獲授權

簽署證書人士可使用香港郵政電子證書（個人） 注簽署 FS251 。 FS251 簽妥
後，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把之發給作出指示（據該指示他承擔進行該工程）

的人，然後就可通過系統將電子副本遞交本處 。

本處將舉辦兩場簡介會，讓業界更了解這個系統，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五日和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上午十時正至十一時三十分
九龍九龍塘浸會大學道 3 號
九龍塘消防局暨救護站演講廳
（請參閱隨附位置圖）

註 有關香港郵政電子證書（個人） 的申請詳情 ， 請參閱香港郵政绱頁 htt s://\V\vw.hon2kon2 os國ov. h k/ roduct/ecert/tv e/ er/index c .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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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歡迎所有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參加簡介會 。 如有意報名，請在二零

一九年三月十一日或之前，填妥隨附回條並傳真至 2367 3631 。如對這個系統

或簡介會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733 7556 聯絡高級消防隊長（政

策課） l 。

消防處處長

連附件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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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Y SLIP 回條

(To be returned on or before 11 March 2019. 
請在 2019 年 3 月 n 日或之前交回）

To: Licensing and Certification Command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Attn: Senior Station Officer (Policy)l) 
(Fax: 2367 3631) 

致：消防處

牌照及審批總區

（經辦人：高級消防隊長（政策課） 1) 
（傳真號碼： 2367 3631) 

肘

I/We would like to attend the briefing session(s) on the Online Submission 
System for Certificate of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Registration 
details are given below: 

本人／本公司有意出席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網上遞交系統簡

介會。現提供報名資料如下：

Name of Registered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 Contractor: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名稱：

Briefing session(s) selected:* 
參加簡介會日期：＊

Number ofperson(s) attending: 
參加人數：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

Contact number: 
聯絡電話：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 
＊請在適當方格加上「 J 」號

口 15 March 2019 口 19 March 2019 
2019 年 3 月 15 日 2019 年 3 月 19 日



Location Ma of Kowloon Ton Fire Station cum Ambulance De ot 
九龍塘消防局暨救護站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