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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本地漁業邁向可持續發展及提升行業整體競爭力，香港特區
政府去年7月推出5億元「漁業持續發展基金」，供團體或機構申請
作為進行研究或推行計劃之用。去年年底，政府再推出「新農業
政策：本港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諮詢文件，就設立農業園、成立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及加強對農民的支援等建議進行公眾諮詢。

香港現時超過9成食品由內地或外地進口，有誰會記起70年代本地
農民曾經供應本港超過4成蔬菜；而現時則只剩下不足2%？眾所
周知，一個健全的經濟體系需要有多元化產業支撐，這些產業亦
需要有可持續發展。香港過於偏重金融服務業早已為人詬病，
比香港小的新加坡早已意識到這個危機，農業發展的速度遠遠
拋離香港。香港必須急起直追，發展高科技、高質素及高增值的

「都市農業」，為本港市民提供既新鮮又安全的蔬菜。

雖然本地供應的蔬菜少之又少，但香港市民依然能夠每日享用種類
繁多的時令蔬菜，這全賴24小時運作的本港蔬菜供應商。今期
「會員巡禮」正是介紹本會會董吳永恩先生，吳會董為生記棧有限
公司董事總經理兼港九果菜行工商總會副會長，手執本港蔬果供應
及批發牛耳，每日24小時為香港供應新鮮蔬果。常言道：成功
非僥倖，本文將介紹吳會董如何運用他獨到的眼光，發展內地
業務，以及他待人處世的的座右銘及對社會所作的貢獻。

羊年將至，在此祝願各位身體健康、生意興隆、喜氣洋洋！歡迎
各會員繼續提供優惠或任何相關行業資訊，請將意見或資料以
電郵(info@hkfc.org.hk)或傳真(2537 6864)方式通知秘書處。
如有查詢，請隨時與本會秘書處陳小姐(電話：3925 6808)聯絡。

王榮記王榮記生記棧有限公司 蔬果批發  供應香港

編輯的話

巡禮巡禮巡禮巡巡巡
會員會員會員

今期要為大家介紹的是本會會董吳永恩
先生的家族生意－－－生記棧有限公司，
吳會董為生記棧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其辦事處位於西營盤西區批發市場，主要
經營蔬果批發及供應業務，把國內種植
的產物，經過包裝處理再供應至香港的
分銷商、中式酒樓及西餐廳等。

生記棧有限公司創立於1985年，原名
「永泰生記棧」。公司在初成立時只從事
蔬果批發生意，至1987年開始兼營蔬果
供應業務。1998年，吳永恩意識到蔬果
批發生意的發展有限，反而他的客戶尤
其是連鎖式經營酒樓及餐廳，對一條龍
服務包括蔬果採購、處理及分發的需求
越來越大。因此，他大膽向家族提出
建議，把業務拓展至內地，在深圳筍江
(即現在深圳家具城附近)設置蔬果處理
中心。最初家族對他的建議有保留，
但事實證明他眼光銳利，內地業務發展
一日千里。現在，生記棧有限公司的
加工中心已由筍江搬到布吉，擁有獨立
廠房，處理中心的面積較以前更大及更
寬敞。

時至今日，「生記棧」在香港約有40
多名員工，至於國內員工數目，則由
1998年的只得10數名，增加到現時超過

100人。吳永恩會董也分享了初上國內
發展業務的寶貴經驗，例如初時人生路
不熟，會遇上當地政策法規、地方人事
及流動資金不足等問題，經過他多番
努力，最後也能迎刃而解。

據吳永恩會董透露，「生記棧」擁有自己
的車隊，包括3台24公噸中港冷藏車及
12台香港運輸車，每天24小時不停
運作。其運作是先從內地各省市採購
不同種類及時令果菜，集中到國內加工
中心進行處理及包裝，再經由文錦渡運
返香港，然後派送至不同酒樓及餐廳。
「生記棧」每日最繁忙的時段要算是凌晨
時份及下午，因為要由國內趕運蔬果到
香港及為客人加補訂單。至於運送蔬果
的技術，「生記棧」集合傳統方法和
冷凍科技於一身，確保貨品新鮮。

吳永恩會董深諳經營管理之道，他一直
堅持的信念及宗旨是「價錢合理」及
「服務取勝」，他的客人也是以熟客
居多，所以業務多年來皆穩步發展，甚少
受社會局勢所影響。「生記棧」近年除了
蔬果生意，偶爾也會幫其客人提供「買手
服務」，到國內採購其他種類的貨品，
例如醬油及魚類產品等。不說不知，
吳永恩會董在西區行內有「細哥」的
稱號，可見吳永恩會董在行內經驗豐富，
地位備受尊崇。

吳永恩會董認為，要保持業務的競爭
優勢，必須把業務制度化、包裝美觀化、
控制好資金成本、人手及減少廚餘等。
他亦提倡有機種植及要盡快改善快速
測試農藥的方法，以免影響運送時間及
新鮮度。

吳永恩會董除專注公司業務外，亦熱心
社會公益。吳永恩會董除了擔任本會會董
一職之外，亦分別為海外入口果菜商會
會長、港九果菜行工商總會副會長、
韶關市政協委員會委員、中西區康樂
體育會主席及其他區內公職等。吳永恩
會董於2011年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
「榮譽勳章」，表揚他對社會的貢獻。
他活躍於慈善、文化、教育界，積極參與
社會活動，例如「少年警訊」、「香港
紅十字會」及「公益金之友」，多年來
亦助養國內兒童，開辦「希望小學」，
不遺餘力奉獻力量。

2015年適逢是「生記棧」三十週年，
公司早前於1月份舉行了「生記棧有限
公司三十周年感恩晚宴」，延開10
多席，與親戚員工、社會賢達及同業友
好分享見聞，
品嚐美酒佳餚，
共渡了一個
愉快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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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2014年度周年大會已於去年12月9日假中華

總商會俱樂部完滿舉行，當日並邀得本會名譽法律

顧問翁余阮律師行陳漢標律師出席。

2014年度周年大會

本會非常榮幸邀得食物安全中心顧問醫生(社會

醫學)(風險評估及傳達)何玉賢醫生及香港澳洲

商務署高級商務官(投資推廣)林懷李先生於去年

12月9日出席本會假中華總商會俱樂部舉行的

午宴演講會並擔任講者，分別以「減少從膳食

攝入鹽和糖：食物業界擔當的關鍵角色」及「澳洲

投資機遇」為題發表精彩演說，並與本會會董及

會員進行交流。當日出席者對課題十分感興趣，

各人均踴躍提問。 

食物安全中心顧問醫生(社會醫學)(風險評估及傳達)
何玉賢醫生及香港澳洲商務署高級商務官(投資推廣)
林懷李先生午宴演講會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十五周年晚會暨
2014-15年度會董就職典禮

香港品質保證局於去年12月15日假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舉行

「香港食油註冊計劃」開展儀式暨先導者計劃頒授典禮，邀得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陸恭蕙副局長及食物環境衛生署劉利群

署長擔任主禮嘉賓。典禮上，10多間食油供應商、廢食油

回收商及處理商獲頒註冊確認信；另20多間餐飲集團及物業

管理機構旗下逾400間食肆及分店亦承諾出任「計劃同行者」。

本會應邀出任計劃支持機構，並由劉耀輝副會長、林鳳明會董

及黎玉美總經理代表出席計劃頒授典禮。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食油註冊計劃開展儀式暨
先導者計劃頒授典禮」

香 港 食 品 業 總 會 會 員 通 訊

本會王柏源副會長出席於去年11月20日假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

場舉行的「商界關愛職業健康大行動 -齊做伸展操」，並代表

接受大會頒發嘉許證書。當日出席者眾，場面熱鬧。 

商界關愛職業健康
大行動 - 齊做伸展操

活動活動活動

本會陳建年副會長、吳永恩會董、林鳳明會董等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邀請，

出席該會於去年12月10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十五周年晚會暨2014-15

年度會董會就職典禮，與各友好機構及業界增進聯繫及發掘合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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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陳建年副會長及王柏源副會長等於1月8日應邀出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廳舉行的「第40屆會董會就職典禮」。 

廠商會第40屆會董會就職典禮

本會應香港理工大學食物安全及科技研究中心邀請，出任該中心於1月15日假香港

理工大學賽馬會創新樓舉行名為“Empowering Global Food Safety”食物安全

研討會支持機構。活動邀得丹麥科技大學Prof Jorgen Schlundt擔任講者，

探討如何提升全球食物安全。本會黎玉美總經理代表接受支持機構嘉許狀。

香港理工大學食物安全研討會

午宴演講會

由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資助、本會主辦，為期16個月的「智『食』

相傳 - 香港中小企食品物流最佳實務」項目已經完滿結束。本會感謝工業貿易署的大力

支持，撥款資助此項目，並向執行機構香港貨品編碼協會，協辦機構包括香港食品衛生

管理人員協會、香港食品專業協會、香港物流協會、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零售管理

協會、國際食品安全協會、香港物流商會及香港物資採購與供銷學會，以及有份參與

項目的專家、學者及企業，致以萬分感謝！作為整個項目的總結，《食品供應鏈最佳

實務手冊》旨在為食品業界尤其是中小企詳細闡述食品供應鏈各個環節的最新情況，

並提供實用資訊、最佳實務建議及真實案列分析，協助業界提升供應鏈管理能力。

各位會員如欲索取，歡迎向本會秘書處聯絡(電話：3925-6808 或電郵：info@hkfc.org.hk) 。

「智『食』相傳 - 香港中小企食品物流最佳實務」
《食品供應鏈最佳實務手冊》

香 港 食 品 業 總 會 會 員 通 訊

本會陳建年副會長於去年12月17日應邀擔任香港

貨品編碼協會「貼心企業」2014嘉許典禮頒獎嘉賓

之一，頒發獎項予飲食及餐飲類別得獎企業。

「貼心企業」計劃旨在表揚「以消費者為先」的

本地企業，通過應用資訊科技，實踐與消費者價值

相關策略，最終全面提升各行各業的產品及服務

水平。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貼心企業」2014
嘉許典禮

重溫溫溫重溫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活動活動活動

本會非常榮幸邀得香港貿易發展局葉澤恩副總裁於1月27日出席本會假香港

醫學會李樹培醫生專業教育中心宴會廳舉行的午宴演講會並擔任講者，介紹

貿發局中小企支援服務及分享對2015年香港經貿前景的看法，與會員及業界

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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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培訓培訓

食品業面對食材、租金及人工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必須有效地控制成本。大型連鎖快
餐店、食肆及酒樓等多設立中央廚房，集中處理及烹調食材，再運送往分店加工，增加成
本效益。為預防食物中毒事故，食品安全控制因而需要加強。食品製造商多會採用「食物
安全重點控制(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簡稱HACCP)」為監察體系，
此亦為香港食環署多年來鼓勵食品業採用的系統，以確保食品安全。

本會及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協辦的「食品安全系統危害分析原理及實踐課程
(HACCP)」旨在培訓食品從業員認識HACCP系統的原理及實踐方法，日後為機構設計處
理食品的流程及訂立食品安全計劃，保障食品在生產過程中符合安全標準。

如欲索取課程單張，請致電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秘書處，與潘小姐聯絡
(電話：852-2243 3466)。

食品安全系統危害分析原理及實踐課程(HACCP)

環境保護署的廚餘管理組現正構思收集和運送廚餘的模式供業界參考，並希望各位

會員及飲食業界人士能和相關合作夥伴分享是項資料。

由於廚餘含水量頗高，若廚餘在收集時經過揸壓，會有大量水份流出，容易令收

集和運送廚餘的車輛出現滲漏情況。加上廚餘在暫存時會發出氣味，故運送廚餘

必須小心處理。收集和運送廚餘的車輛須確保沒有滲漏或發出氣味，日後這些車

輛很可能有別於現時在香港運送都市固體廢物的車輛。因此，有需要設立一隊新

的廚餘收集車輛，又或改良現有的車隊。現時用來收集家居垃圾的收集車(Refuse 

Collection Vehicles RCV) 可能不適用於運送廚餘。 

基於用來暫存和收集廚餘的地點有不同式樣和限制，而收集和運送廚餘的模式亦需配合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1期的接收廚餘和

預處理系統，構思中的收集和運送廚餘的模式為以下兩種： 

環境保護署構思中的收集和運送
廚餘的模式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 廚餘管理組 www.epd.gov.hk 

以240公升收集桶收集經源頭分類後的廚餘，並用有

尾板升降枱的密封密斗貨車運送盛載廚餘的收集桶

到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1期 (收集桶蓋會設有膠索條/

帶或固定扣以把桶蓋扣緊收集桶身，防止廚餘在運送

途中有廚餘溢瀉)；

以特定防漏缸車，把經源頭分類後的廚餘從收集桶倒

入防漏缸內，然後運送到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1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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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食 品 業 總 會 會 員 通 訊

隨著業界及市民對食油來源及廢食油回收渠道的去向日益關注，由香港品質保證局主辦、本會出任支持機構的「香港食油註冊計劃」已於早前推

出並接受業界參加。此計劃主要目標包括：促進業界供應和使用可識別來源的食油、鼓勵經合適渠道收集和處理廢食油以助提升回收過程中的可

追溯性、推動業界建立良好做法、增強消費者信心，以及鼓勵商界及市民支持廢食油循環再造。是次計劃推出後，獲得實業界大力支持，參與

機構可向公眾展示其妥善保存和核實有關食油及廢食油文件與記錄的能力，增強用戶和市民的信心，以及對環保的重視。

為加強業界對此計劃的認識，香港品質保證局擬於3月17日(星期二)舉行「廢食油回收及處理程序研討會」介紹計劃內容並探討計劃對業界的

裨益和重要性等。誠邀本會會員參加，特別是廢食油回收商、隔油池廢油回收商、廢食油處理商，食油供應商、食品廠、食肆、酒店會所、物業

管理者或其他供應膳食服務機構等。此研討會邀得ASB生物柴油(香港)有限公司業務經理趙傑明先生及香港品質保證局代表分享廢食油回收

及處理過程。詳情如下：

日期：2015年3月17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 - 4:30 (下午2:00開始登記)

地點：香港北角渣華道191號嘉華國際中心19樓香港品質保證局

費用：免費

語言：粵語

有興趣參加之會員，請於3月10日於網上

http://reg.seminar.hkqaa.org/index.php?r=survey/index/sid/459556/lang/zh-Hant-HK

或填妥以下回條報名。

查詢詳情：

香港品質保證局

黃小姐 (Vicky)：(852) 2202 9386 / (852) 2202 9111 ；vicky.wong@hkqaa.org

林小姐 (Diane)：(852) 2202 9317 / (852) 2202 9111 ；diane.lam@hkqaa.org

香港食品業總會
地址：香港九龍青山道704號合興工業大廈1樓A室 
查詢：陳小姐      電話：3925 6808 
傳真：2537 6864      電郵：info@hkfc.org.hk 
網址：http://www.hkfc.org.hk 本刊由香港食品業總會秘書處製作

香港食油註冊計劃
廢食油回收及處理程序研討會

秘書處

新會員會會員員會會新會員新
歡迎歡迎歡迎 公 司： 陳記集團有限公司

  Chan Kee Holdings Limited
代 表： 陳勇前 (董事)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及批發   

公 司：  一墨市場策劃及公關有限公司
  One Points Marketing and PR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周文慧 (總經理)
業務範圍： 市場策劃及公關服務  

   回條：
  

公司名稱：

香港品質保證局證書編號：(如有)

地址：

聯絡人： (先生/女士)

電話：  職銜：

傳真：  電郵：

出席者一： (先生/女士)   職銜：

電話：  電郵：

出席者二： (先生/女士)   職銜：

電話：  電郵：
 
*備注:
一、 成功報名人士將獲發確認信通知。
二、 本活動將不提供出席證書。
三、 如要求索取出席紀錄，香港品質保證局將收取行政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