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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今年4月，本會舉辦了首個戶外食品展覽─「黃大仙繽紛美食墟」。
活動假黃大仙廣場及廟宇廣場舉行，第一期由4月18日至24日；而
第二期則由4月26日至5月3日，橫跨五一黃金周，每期設50個露天
攤位，涵蓋各式各樣優質糧油果菜及本土特色食品，並提供大量
折扣優惠，目的是協助本港食品製造及相關企業推廣產品及發展
品牌；同時為黃大仙及鄰區居民提供一個以優惠價錢購買優質糧
油果菜或本土特色食品的機會，在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之餘，推動
本土經濟。
「黃大仙繽紛美食墟」由本會主辦，並邀得黃大仙區議會及黃大仙
民政事務處出任支持機構。為了隆重其事，本會於4月18日舉行
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分別由本會會長陳建年及黃大仙區議會主席
李德康致辭，並邀得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蔡馬安琪及中聯辦九龍
工作部副部長盧寧主持別開生面的「開鑼儀式」。眾嘉賓並聯同
黃大仙區議會副主席黃錦超及財政常務及經濟事務委員會主席
李達仁，本會榮譽會長李歡，副會長吳永恩、林鳳明及王柏源一同
主持開幕儀式，為活動揭開序幕。
本會舉辦是次活動，除了希望讓區內居民購買質優價廉的食品外，
亦希望透過活動表達對區內長者的關懷。本會非常高興得到黃大仙
區議員的大力支持，協助向區內長者派發每張面值港幣20元的現金
購物券於場內消費；同時並向他們派發金鳳泰國香米禮品包換領券
及獅球嘜DHA芥花籽油試用裝換領券，讓他們到場換領。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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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區內長者對這些贈品非常喜愛，紛紛爭相換領。另外，本會
分別於4月18日、19日、26日及5月1日舉行的四場綜合表演亦深受
區內市民歡迎，每場表演均座無虛席。
今次活動籌辦時間非常短促，全賴各方同心協力，「黃大仙繽紛
美食墟」才能順利完成。藉此機會，本會衷心感謝黃大仙區議會
及黃大仙民政事務處出任支持機構，以及鉅發源有限公司、合興
食油(香港)有限公司、吉野家快餐
(香港)有限公司、裕加豐有限公司
及紅巴士製造有限公司提供贊助，
另嗇色園及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分別
免費為表演台供電及為會場提供
救傷服務。還有各參展商、表演
團體及參觀人士的鼎力支持，本會
深表謝意！
本會今年另一重頭活動是於11月
27日至12月1日假花墟公園舉行為
期5天的「2015香港國際美食
巡禮」，展會的規模較「黃大仙
繽紛美食墟」更為龐大。本會吸收
了是次活動的經驗，加上各界的
鼎力支持，希望可以將「2015香港
國際美食巡禮」辦得更有聲有色！

王榮記
餐飲業務 多元經營

今期要為大家
介紹的是本會
會 董林查理先生
所經營的餐飲業務
及其商會職務。
林查理先生除了
是本會會董之外，
亦是香港餐飲聯業
協會副主席及香港
洗衣服務業聯會
副主席。
林查理會董從事飲食業及經營餐飲服務多年，
對行業運作瞭如指掌。他在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出任副主席一職，專責會內的傳訊工作。香港
餐飲聯業協會(HONG KONG FEDERATION
OF RESTAURANTS & RELATED TRADES，
HKFORT)，簡稱餐飲聯，成立於1999年，為
一非牟利聯業協會，並在政府註冊為社團。
餐飲聯團結全港各類食肆之同業和與餐飲業
有關行業之公司或管理人士，摒棄行業陋習，
去蕪存菁，提高餐飲業地位和發展機會。
及至2010年餐飲聯正式成立「香港餐飲聯業
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為餐飲從業員提昇專業
水平和支援社會有需要人士，以實踐回饋社會

的使命。發展至今，餐飲聯會員數目超過
900名，代表食肆總數超過3,000間，會員
包括中式酒樓、西式餐廳、日韓料理店、特色
餐廳、連鎖快餐店、粥麵店、酒吧，以至各式
各樣聯業機構等。
林會董同時為旋風飲食集團營運總監，主力
經營日本菜及特色拉麵。林會董也是資深
食家，曾於2008年獲歐洲美食協會邀請出任
「最佳廚師選舉」之顧問。
林會董於1989年成立了「一名公司」，是
「香港天廚調味品」的總代理，著名品牌有
「佛手牌味粉」及「六合牌雞粉」等。不得
不提，「香港天廚」的創始人吳蘊初先生，
是已故周恩來總理稱之為「味精大王」的
中國近代百名工業巨子之一，亦是第一位
中國人於1921年發明以水解麵筋蛋白質方法
製成谷氨酸鈉，並命名為「味精」。從此，
「味精」這個天廚專用商品名詞在近代漢語
詞典中面世了，天廚味精為世界華人所認識。
香港天廚於1929年在香港註冊，1937年在
土瓜灣設廠生產。香港天廚味精廠是香港歷史
上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味精生產廠。創立至
今80多年來，香港天廚味精始終在香港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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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銷售，從無間斷。現時，天廚食品共有5
大類，包括調味品、方便食品、綠色食品、
保健食品及休閒食品；而調味品仍是公司的
主要業務，產品包括味粉、味精、純鮮味醬油
及雞粉、鮮肉粉等，各產品以佛手、天菁、
六合牌及天廚牌為商標，行銷世界各地。
除了飲食界，林查理會董亦涉足其他行業。
林會董成立的「紅巴士製作有限公司」已有
20多年歷史，專門替客戶統籌及策劃市場
推廣活動、承接周年晚宴及隆重慶典儀式、
廣告短片製作等。另外，林會董同時經營的
「優質乾洗會」已經有18年歷史，專營洗衣
業務，工場設於觀塘，分店多達五十多間，
主要客戶有連鎖店、服務業及學院等。
主要客戶有連鎖店、服務業及學
林會董的興趣及
業務十分多元化，
而且多年來每項
業務均發展理想，
備受客戶推崇，可
謂「商界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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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午餐會

本會陳建年會長、林鳳明副會長、王柏源副會長、李啟揚副會長
及一眾會董成員於4月28日假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員俱樂部與食物
及衞生局謝凌潔貞常任秘書長（食物）、陳鈞儀副秘書長（食物）
、
梁永恩首席助理秘書長(食物)、陳筱鑫候任首席助理秘書長(食物)
及其他嘉賓共晉午宴，就食油規管、食物安全及食品最新發展
等議題進行交流。當日午宴氣氛融洽，出席嘉賓均暢談甚歡。

拜會加拿大總領事館
陳建年會長、劉耀輝前副會長、蔡少森常務會董、唐大錦會董、
黎玉美總經理及陳沛盈經理於4月24日前往加拿大總領事館與加拿大
安大略省(Ontario）部長陳國治及Jeff Leal、總領事柏伊恩及其他
高級商務專員等會面，就推廣加拿大投資和食品及加強雙方合作交
換意見。

接受報章訪問
陳建年副會長和王柏源副會長於2月10日
接受明報及星島日報訪問，就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開辦食物
科學學位課程、食品行業發展及人才需求
等議題發表意見。

飲食業界交流會
由廠商會檢定中心主辦、本會協辦的「飲食業界交流會」於
3月27日假香港管理協會會議室舉行。當日由陳建年副會長致
開幕辭，講者則由本會吳永恩副會長、廠商會檢定中心食物
安全專員曾耀源及香港品質保證局業務經理蔣齊仲擔任，內容
包括蔬菜行業的歷史背景及現況、如何訂定以風險為本的
除害劑殘餘檢測計劃及食品安全管理的最新發展等。交流會
匯集不同飲食業界管理層人士互相交流討論，並藉此機會尋求
合作空間。當日出席會員及業界友好約50人，互相分享行業資訊，獲益良多。

3.1全城有機日 -「全城有機日開幕禮暨有機．減碳早餐會」
吳永恩副會長及黎玉美總經理應香港有機資源中心邀請，出席該中心於3月1日假中環遮打花園舉行的「3.1全城
有機日 - 全城有機日開幕禮暨有機．減碳早餐會」開展儀式暨早餐會。當日出席者眾，場面熱鬧。

「全球食品追蹤標準之應用及實戰講座」
本會與GS1 Hong Kong聯合舉辦之「全球食品追蹤標準之應用及實戰講座」於2月6日
舉行，當日由本會吳永恩副會長致開幕辭，講者則由香港貨品編碼協會代表郭穎怡和
余經倫擔任，內容是透過全球食品追溯之國際標準及個案分享，協助食品業對源頭追蹤
提出解決方案，以提升行業競爭力。當日出席會員約30人，大家爭相發問，反應
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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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香港運動
約章宣言

為落實行政長官在競選政綱就減少廚餘的承諾，環境局宣布於
2012年12月3日成立惜食香港運動督導委員會。委員會負責制定
及監督「惜食香港運動」的推行，以減少廚餘棄置於堆填區。

惜食約章 承諾宣言

惜食香港運動的目的：

1. 香港的廢物問題令人擔憂；我們每人每天傾倒約1.27公斤的
都市固體廢物。
2. 廚餘是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最大源頭。在2011年，我們
每天傾倒約3,600公噸的廚餘於堆填區，佔都市固體廢物量
約四成。
3. 浪費食物，不單是浪費成本，同時也浪費所有種植食物
所需的土地、水、肥料和人力。此外，運送食物和食物在
堆填區為了實踐真正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這個願景，我們
必需改變現時生產和消耗自然資源的方式。我們所有人都
可以出一分力，積極減少廚餘，造福社會。
4. 分解時，亦會產生及排放溫室氣體。

1. 推動社區關注香港廚餘管理的問題
2. 協調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以身作則減少廚餘
3. 鼓勵在個人及家居層面改變生活習慣以減少廚餘
4. 在工商業界訂立和推廣減少廚餘的良好工作守則
5. 鼓勵各界參與並分享減少廚餘的良好作業守則
6. 促進商戶向慈善機構捐贈剩餘食物

惜食約章旨在 :
a. 鼓勵香港商戶採取措施，或透過服務及產品，來減少廚餘
b. 表彰落實減少廚餘的機構

執行

歡迎各商戶及機構參與簽署惜食約章，簽署約章代表商戶
及機構承諾實踐減少廚餘。

為協助減少社區產生的廚餘，我們承諾會致力 ：
1. 推廣良好守則和推動行為上的轉變，減少廚餘。
2. 在機構內制定計劃，向持份者進行推廣，使他們認識及
接受減少廚餘的良好守則。
3. 執行訂有可衡量目標的計劃，以減少機構及企業的廚餘。
4. 鼓勵和支援機構的管理層進行內部廢物審核，並按照審核
的結果和建議改善廢物管理績效。
5. 支持惜食香港運動和類似的行動，推動行為和文化上的
轉變，使市民尊重珍貴的食物和自然資源。
變，使市民尊重珍貴的食物和自然資源。
6. 推廣和採用使用剩餘食材的食譜。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 http://www.foodwisehk.gov.hk/zh-hk/food-wise-chart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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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食品衞生經理課程

本會多年來積極聯同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和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開辦「食品衞生
經理課程」，至今已培訓16,000多名香港特區政府食環署認可的食品衞生經理。
「食品衞生經理課程」現正招生，課程單張可於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網(www.hkfhaa.org.hk)
下載。課程包括：
每月定期開班，設有「日間」及「夜間」課程供學員按需要自行選擇；
全港獨有：一試兩證
•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發出食環署認可的「衞生經理」資格證明；及
• 國際認可英國環境衞生協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CIEH)「二級飲食
業食物安全證書」，並可繼續考取CIEH進階資格機會
考試後兩星期內公佈考試成績結果，配合急需考取衞生經理資格人士
「衞生督導員」或「公司推薦」可豁免部分學時及學費
如對上述內容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2243 3466向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秘書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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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準內地網購市場 發展香港包裝食品零售業務
把握包裝食品在內地市場的發展潛力

隨著內地網購市場的急速發展，近年不少企業期望透過網
上渠道開拓內銷市場，其中B2C網購平台如「天貓」和
「京東商城」更是不二之選，艾瑞諮詢的數據顯示，從
2014年看來，該市場中「天貓」的市場份額佔超過六成，
「京東商城」則排行第二佔18.6%，其餘的則包括「蘇寧
易購」、「唯品會」和「國美在線」等。

香港貿易發展局於2013年11月在內地8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
廣州、成都、武漢、瀋陽、南京和長沙，進行了一項消費者調查，
以瞭解內地消費者對包裝食品的消費行為、觀念和趨勢的變化，
作為港商開拓內地市場的參考。
根據調查數字顯示，81%的受訪者認同「我現在比以前購買更多
包裝食品」，可見消費者對包裝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此外，由
於內地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品質等方面的關注，品牌成為品質判
斷的標識，62%的受訪者「即使價格更貴，傾向購買知名品牌的
包裝食品」，即使不少香港企業已把生產基地移到內地，57%受
訪者對香港品牌仍然較有信心。同時，72%的受訪者認同香港是
融匯東西方飲食文化的國際大都市，故可更好利用香港作為向內
地市場引進和推廣包裝食品的平台。
有助拓展內地市場的重點：
•進口食品自用市場不斷擴大，除了知名品牌外，可注意中
端的新晉品牌的機會；
•針對消費者對健康的關注，可考慮推出包含不同健康元素
的產品，並詳細提供有關產品資訊；
•善用香港較佳的品質/服務管理標準的優勢，以建立在內
地消費者心中的品牌形象；
•對於慣常消費的品類，需要不時有新口味推出市場以維持
其用戶的品牌粘度；
•在考慮引進新的外國品牌時可利用「品牌逆影響」，借助某
地知名品牌，帶動對該產地同品類產品的認知和好感；
•在價格定位方面，高品質的產品溢價也不能太多，特別是
消耗量大的包裝食品，價格相對敏感，但小朋友使用或
社交場合消費食品，則較願意支付溢價；
•在包裝方面，小包裝產品及附上烹調或配搭指引將受消費者
歡迎；此外，切忌模仿知名品牌包裝的「傍大牌行為」；
•廣告宣傳是建立品牌形象和吸引消費者嘗新的重要渠道，
但從成本效益而言，要注重在超市賣場的現場展示和宣
傳推廣，也不要忽視在親友/同事之間營造口碑。

抓緊內地網購市場發展

參與「香港．設計廊」拓內銷
香港貿易發展局早於2010年以「香港．設計廊」進軍內地網上
平台，現於「淘寶網」、「天貓」和「京東商城」等開設網上
店，推廣香港品牌和產品。為鼓勵並幫助港商開拓內地的網購市
場，「香港．設計廊」網上店提供一站式服務，讓參與計劃的香
港公司可簡化開展網上銷售的步驟與細節，在減低營運風險的同
時，享有店舖日常營運、客戶服務、貨品存倉及管理、貨品配
送、銷售管理、資金管理，以及定期籌劃推廣活動等增值服務，
大大節省相關成本。目前，已有過百個品牌參與網上店進行銷
售，當中涵蓋的產品種類包括包裝食品、家庭電器、家品、服裝
配飾和時尚腕錶等，吸引內地不同的消費群。

開拓傳統以外的銷售渠道

加盟「香港．設計廊」淘寶
網店所需資料：
- 申請表格
- 參與保證金
- 香港公司認證文件，如
商業登記證

在包裝食品的銷售渠道方面，目前仍然以超市和大賣場等較主
要；而除了這些實體店外，設於內地網購平台如「淘寶網」及
「天貓」，以及網上超市如「一號店」和「e家人」等也是內地
消費者選購相關產品的地方。根據研究機構艾瑞諮詢最近發放的
數據，2014年全年內地網購市場交易規模達28,145億元(人民幣)，
增長48.7%，交易額大致相當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 10.7%；
有關數據更顯示，這增長會持續到2018年至73,000億元，可見
網上渠道對推廣品牌與產品的巨大潛力。

入駐B2C平台，如「天貓」、
「京東商城」和「一號店」所需
資料：
- 申請表格
- 參與保證金
- 香港公司認證文件
- 內地公司認證文件，如企業法
人營業執照、食品流通許可證
- 內地商標註冊證
- 產品標籤符合內地法規

如會員對上述資料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有關機構查詢：
香港貿易發展局
設計廊網上店項目經理曾振業先生(電話：2240 5621 / 電郵：
jeffrey.cy.tsang@hktdc.org )
資料來源：
1. 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 網站：http://research.hktdc.com
2. 艾瑞咨詢 艾瑞網：http://www.iresearch.com.cn
延伸閱讀：
1.「香港．設計廊」網上店 官方網站：www.hongkongdg.com
2.「天貓」 (入駐規則)：
http://rule.tmall.com/tdetail-1977.htm?spm=3.361110.0.0.M985S2&tag=self
3.「京東商城」 (入駐規則)：http://www.jd.com/contact/joinin.aspx
4.「一號店」(入駐規則)：
http://cms.yhd.com/cmsPage/show.do?pageId=94952&tc=0.0.12.9085_492
2245_1.28&tp=1.1.21.0.25.Kmm4tHF-00-3BFCN

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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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2015至2017年度常務會董會誕生
香港米行商會理事長陳建年榮膺新一屆會長
本會於3月24日假香港中華總商會俱樂部舉行2015至2017年度正、副會長及常務會董選舉，由本會名譽法律顧問翁余阮
律師行代表陳漢標律師負責監票，結果選出陳建年為會長，吳永恩、林鳳明、王柏源及李啟揚為副會長，黃光輝及蔡少森為
常務會董。新一屆常務會董將於今年4月1日正式上任，為期兩年至2017年3月31日。
陳建年先生接替洪克協先生出任新一屆會長。陳會長一直積極參與香港食品業總會會務工作，自2000年起以香港進出口米商聯
合會代表身份加入本會後，一直熱心參與會務工作，先後出任本會副主席及副會長。此外，陳會長亦不遺餘力參與社會事務，
出任多個商會要職，包括香港米行商會理事長、香港食米供應商聯會副會長、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常務會董、南北行公所
常務會董及香港中華總商會團體會董。另外，他亦是工業貿易署食米業客戶聯絡小組成員、教育局資歷架構行業培訓諮詢
委員會（進出口業）成員及香港郵政服務商業用戶諮詢小組成員。
陳會長現為鉅發源有限公司執行董事。他從事食米進口貿易及銷售超過20年，一直致力推動香港米業貿易及發展，確保香港
食米的穩定供應。對於當選新一屆香港食品業總會會長，陳會長希望聯同新一屆會董，齊心協力將會務工作做好。他特別讚揚
洪克協先生過去兩年帶領香港食品業總會，作出了多方面的嘗試及突破，成績彪炳。他對洪克協會長英明的領導及無私
的奉獻，深表佩服及感謝。
獻，深表佩服及感謝。

本會2015至2017年度會董成員合照
前排左起： 蔡少森、吳永恩、洪克協、陳建年、李歡、林鳳明、陳漢標
後排左起： 關思聰、孔慶輝、鄺迪能、楊惜明(代表李啟揚)、符策雄、
顏文正、林查理、唐宏洲、李福榮、陳運文、姜智勇

本會2015至2017年度會董名單
會

長： 陳建年 (香港米行商會有限公司)

副 會 長： 吳永恩
林鳳明
王柏源
李啟揚

會

董： 孔慶輝
唐宏洲
伍威全
鄺迪能
林查理
符策雄
唐大錦
陳運文
林國坤
顏文正
姜智勇
關思聰
李福榮
伍威全

(港九果菜行工商總會)
(香港食油業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醬料涼果聯合商會)
(香港食用油進出口商總會)

常務會董： 黃光輝 (南北行公所)
蔡少森 (香港食品安全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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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大中華工商企業聯合會)
(香港進出口米商聯合會)
(香港食米供應商聯會有限公司)
(港九凍肉行商會)
(港九茶葉行商會有限公司)
(港九糖果餅乾麵飽西餅同業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粮油業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油行商會)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烘焙業公會)

香 港 食 品 業 總 會 會 員 通 訊

活動

推介

品牌致勝：
利用“香港品牌效應”協助香港食品企業進軍內地市場
實務工作坊 (二)
如何利用網上平台進軍內地市場及跨境貿易的要點
內地食品市場近年來發展蓬勃，為香港業界提供巨大的潛在商機。為了進一步
在商機。為了進一步
推動本地食品行業於內地的發展，本會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品牌、
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撥款資助，舉辦一系列
實務工作坊，目的是匯集不同飲食業界管理層人士互相交流討論，探討發展
內地市場機遇。本會將於5月29日舉行第二個實務工作坊，邀請專家學者講解
如何利用網上平台進軍內地市場及跨境貿易的要點，詳情如下：
日期：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下午2時開始登記)
地點：九龍青山道704號合興工業大廈閣樓Ｂ室
對象：飲食業界人士

時間

主題 (以廣東話進行)

講者

14:30-14:40

歡迎辭

林查理先生
香港食品業總會 會董

14:40-15:05

自由貿易區簡介：歷史與運作

何國光先生
上海外高橋國際貿易營運中心副總經理

15:05-15:40

跨境貿易介紹：政策與市場機遇

麥卓先生
上海外高橋口進商品網 總經理

15:40-16:00

問答環節

16:00-16:15

小休

16:15-16:40

案例分享：
上海自由貿易區外高橋進口商品直銷中心：
搶佔中國進口商品市場

吳鵬先生
上海外高橋進口商品直銷中心
電商拓展部 副總經理

16:40-17:20

案例分享：
港商如何利用電子商貿在內地食品市場分一杯羹

李國瑛先生
番禺合興油脂有限公司
銷售總經理

17:20-17:30

結束語

誠邀有意拓展國內市場的飲食界人士踴躍參加。有興趣參加者，請與本會方嘉雯小姐(電話：3925 6802)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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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新會員
團體會員
公

司： 鈞泰商品有限公司
Gwan Tai Limited
代
表： Leung Kam Chiu (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
公

司： 成晉貿易有限公司
SCML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Jackie Chiu (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及批發
公

司： 三和貿易公司
Sanwa Trading Company
代
表： 席如松 (董事長)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及批發
司： 澳洲膚潤康藥業有限公司
Australian Medic-Care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蘇振強 (秘書)
業務範圍： 零售及批發

公

司： 生活良方產品有限公司
Quality of Life Products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Suki Ng (Assistant Officer)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及批發

公

公

公

司： 金龍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Golden Long Food Trading Limited
代
表： 詹楊青 (董事副總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及批發
公

司：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Wing Wah Food Manufactory Limited
代
表： 鄭麗清 (推廣主任)
業務範圍： 食品生產及零售

公

司： 美仕有限公司
Maze Limited
代
表： 黃楚恒 (董事)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及批發

公

司： 元朗合興食品有限公司
Yuen Long Hop Hing Food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林志成 (營業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及批發

公

公

司： 正品企業有限公司
Uncle Joe Enterprise Limited
代
表： 袁振球 (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代理及製造

公

司： 新榮香港有限公司
Sunwins Hong Kong Limited
代
表： 葉震邦 (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及批發

公
司： 糖菓店
代
表： 張健雄 (東主)
業務範圍： 零售

公

司： 碧奇(香港)有限公司
BJ (HK) Trading Company
代
表： 黃約翰 (董事)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及批發

公

公

公
司： 雞仔餅大王有限公司
代
表： 黃愛娟 (總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製造、進口、批發及零售

司： 友聯藥業公司
Union Medical Company
代
表： 丘麗紅 (市場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代理
公

司： 裕嘉豐有限公司
A Plus Consultant Limited
代
表： 許順利 (總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及批發
公

司： 紹香園餅家
Shiu Heung Yuen Bakery
代
表： 劉比利 (經理)
業務範圍： 餅食果仁及糕點製作

司： 和寶藥業有限公司
Herbicare (HK) Ltd
代
表： 吳義清 (客戶經理)
業務範圍： 批發

公

司： 簡約養生有限公司
Pristine Living Limited
代
表： 李卓霖 (總經理)
業務範圍： 批發及進出口
公

司： 大記食品有限公司
Kai Kee Food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蘇志嫺 (董事)
業務範圍： 批發及零售

司： 潤志實業發展食品
Un Chi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mpany
代
表： 陳維納 (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及批發
司： 趣味蘆薈發展有限公司
Great Taste Aloe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黎翠媚 (銷售總監)
業務範圍： 健康食品
公

司： 三和食品有限公司
Trillion Food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Michelle Ho ( Sales Manager)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及批發
公

司： 華人藥業(香港)有限公司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HK) Co.,
代
表： Jason Kwok
業務範圍： 批發，保健食品及海味
公

司： 大宇寰進出口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Dayuhuan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郭瑞美 (董事長)
業務範圍： 素食食品，零售
公

司： 寶生園
PO SANG YUEN
代
表： Pat Leung
業務範圍： 食品製造，批發及零售
公

司： 建豐公司
Kin Fung Company
代
表： 王秀隆 (經理)
業務範圍： 批發及零售

個人會員
個人會員： 何兆桓先生 (Mr Allen Ho)
公
司： 李錦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及批發
個人會員： Dr. Yu Wai Kuen
公
司： Chu Ha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業務範圍： 教育

公
公

司： 洪達貿易有限公司
Hunter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代
表： 郭振洪 (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及批發

司： 越光業務發展有限公司
Viet Kwong Business Development Co.
代
表： 阮玉霞 (董事)
業務範圍： 包裝食品售賣
(排名不分先後)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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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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