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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食品及漁農業穩步發展，很多本港企業的產品都逐步

進軍內銷市場。內地及香港食品業的發展與國策及民生有著緊密

聯繫，兩地食品同業都希望出產高品質及安全的食品供普羅大眾

食用，拓展兩地商機。

今期《會員巡禮》為大家介紹本會常務會董蔡少森先生。本身為

家族生意「百達製衣有限公司」董事的蔡常董，數年前開始涉足

環保漁業養殖，亦為三泰環保漁業有限公司的董事。《會員巡禮》

將介紹蔡常董對現代漁業發展的看法，以及他如何運用環保、科學

及專業的管理方法，在內地出產既安全又環保的漁產品，使大眾食

得安全又放心。不得不提，蔡常董平日雖然工作忙碌，但亦非常

懂得在生活與工作之間取得平衡，熱愛運動及詩詞歌賦，可謂

「文武雙全」！

由本會主辦的重點活動「2015年香港國際美食巡禮」已鐵定於

今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一連五日假九龍界限街花墟公園舉行，

以「中西薈萃、質優味美」為主題，設有超過150個戶外攤位，

分佈於7大展區包括百年及知名品牌區、國際食品區、鮮活及

社企區、參茸海味區、家居及生活用品區、休閒食品區及美食區，

入場費用全免，希望提供一個平台，協助本港食品製造及相關

企業推廣產品及發展品牌，增加消費者對他們的認識，並讓廣大

市民以優惠價錢購買及品嚐本土及世界各地食品。

「2015年香港國際美食巡禮」開幕禮訂於11月28日(星期六)上午

11時假花墟公園活動表演台舉行。本會已邀請旅遊事務專員朱曼鈴、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專員莫君虞、深水埗區指揮官徐偉雄、中聯辦

九龍工作部副部長劉國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康樂事務)

霍李湘玲、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及鍾國斌，以及本會首長等出任活動

主禮嘉賓，屆時歡迎各位會員及同業光臨，多多支持及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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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榮記創新養殖科技  提升漁業發展

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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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會員巡禮》為大家介紹本會常務會董

蔡少森先生。蔡少森先生除了是本會常務

會董，亦擔任香港食品安全協會副會長。

香港食品安全協會為本會團體會員之一，

成立於2014年，理事會成員均為熱心推動

本港食品安全的企業領袖及專業人士，對食

品業發展、食品科技研究及食物安全尤其關

注。香港食品安全協會旨在通過不同平台及

活動，發放食品安全資訊及交流專家意見，

提升消費者對食品的安全意識，宣揚健康飲

食習慣。協會自成立以來，積極舉辦各項

與食品安全相關的研討會、交流活動和工

作坊等，希望將最新的食品資訊與同業分

享，藉此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引領香港成為國

際食品安全之都。

本身為家族生意「百達製衣有限公司」董事

的蔡常董，數年前開始涉足環保漁業養殖，

亦為三泰環保漁業有限公司的董事。三泰成立

於2008年，為香港首間以環保科技結合生態

養殖的漁業公司，於東莞興建首個利用全天候

環保養殖系統(AEFS)的養殖場，致力養殖

健康、安全、美味的魚產。其三大原則

(3A)：低耗能、零排放、零污染，以商業運作

模式落實海洋生態保育，更是國內首批環保

養殖企業。

室內養殖是目前最環保及理想的海產生產

模式，可紓緩糧食危機，此漁場以極嚴謹

方式監控，其養殖過程均受嚴格的零污染及

無菌監控，中間隔絕病菌及人為污染物，

提供高質素的漁產品，以確保食品安全

標準。三泰更是首間榮獲廠商會檢定中心

頒發刺身級認證予其澳洲「翡翠皇」，其

奧米加-3 (Omega 3)含量為三文魚的4倍。

蔡少森常董希望能夠證明只要用環保、

科學、專業的管理方法，在內地同樣能出產

既安全又環保的漁產品，使大眾食得安全又

放心。

蔡常董雖然業務繁忙及時常要出差及應酬，

但他同時也非常注重飲食均衡及保持身心

健康。蔡常董性格開朗及非常健談，又熱愛

各類球類活動，最擅長的運動包括打網球、

乒乓球及高爾夫球等，並曾獲獎無數，更多

次創下一桿入洞的驕人記錄！

蔡常董寄語各位會員，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除了要食得健康，亦要常常多運動和保持

心境開朗，才能活得自在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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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年會長代表本會出席香港貿易發展局於7月30日舉行的「美食

博覽」新聞發布會並擔任嘉賓。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新聞發布會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開幕禮

王柏源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於8月13日舉行的「香港國際茶展」

招待茶會擔任嘉賓，並聯同其他嘉賓進行台上祝酒儀式。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茶展」

招待茶會

林鳳明副會長及黎玉美總經理應香港貿易發展局邀請於3月30日接見山東省食品安全協會王世敏會長，就魯港兩地

食品業合作進行交流討論。

接見山東省食品安全協會

蔡少森常務會董應《資本企業家》雜誌邀請，於5月14日在A Plus進行訪問，就近年食品業發展趨勢及中小企升級轉型等

議題發表意見。

《資本企業家》雜誌訪問

陳建年會長及李歡永遠榮譽會長應邀出席香港貿易發展局於8月13日

舉行的「美食博覽」開幕典禮並擔任嘉賓。 

由香港貿發局主辦的「美食博覽」及「香港國際

茶展」分別於8月13日至17日及8月13日至15日

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3D展館及5F展館完滿

舉行，展期分別為5天及3天。本會歷來均為

兩大展覽的支持機構之一，並獲大會安排免費

展位。今年，本會邀得3間會員企業包括合興

油廠有限公司、中國商貿有限公司及

Chemical Laboratory (HK) PTE LTD一同在

本會攤位進行宣傳推廣，以加強參觀人士對

本會及屬下會員企業的認識。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及「香港國際茶展」重溫重溫重溫重溫重溫
活動活動

陳建年會長應《信報月刊》邀請，於6月2日在堅尼地城招商局貨倉進行訪問，詳述本會會務工作及香港米業和其他

食品的最新發展。

《信報月刊》訪問

陳建年會長應《The Standard》英文虎報邀請於5月18日進行訪問，介紹本會會務工作及香港食品業的最新發展。

《The Standard》英文虎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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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見面會議

拜訪墨西哥駐港領事館

陳建年會長、黎玉美總經理及陳沛盈經理應香港貨品編碼協會(GS1 

Hong Kong)邀請出席於6月18日假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小企服務中心

舉行的「GS1 Quality Food Traceability Scheme 2015」頒獎典禮。

「GS1 Quality Food Traceability 
  Scheme 2015」頒獎典禮

劉耀輝榮譽會長及陳沛盈經理於6月26日出席食物安全日2015「全城減鹽

減糖」及參與「食物安全『誠』諾」簽署儀式，劉耀輝榮譽會長並代表本會

簽署「安心好“煮＂意」承諾。

「食物安全『誠』諾」簽署儀式

吳永恩副會長、林鳳明副會長及陳沛盈經理等應香港貿易發展局邀請，出席

該局於6月24日假貿發局會議室舉行的「2015年平度市商務局及食品企業

訪港團合作交流會」，會見山東省平度市商務局焦宗輝副局長及當地食品

企業領導，介紹本會工作及互相交流。

2015年平度市商務局及食品企業
訪港團合作交流會

陳建年會長、林鳳明副會長、合興集團代表、大昌行集團代表及陳沛盈經理於6月12日與食物及衞生局首席

助理秘書長陳筱鑫先生及其他官員進行會面，就立法規管食用油脂及廢置食用油處理進行交流。

重溫重溫重溫重溫重溫
活動活動

陳建年會長、陳沛盈經理及會員周婉雯出席南北行公所於7月20日假上環寶湖金宴舉行的「了解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最

新動向交流晚宴」。

了解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最新動向交流晚宴

陳建年會長、李啟揚副會長、唐大錦會董、黎玉美總經理

及陳沛盈經理於6月17日前往墨西哥駐港領事館與總領事

Amb. Alicia Buenrostro及其他高級商務專員會面，就推廣

墨西哥食品及加強雙方合作等議題交換意見。

本會邀得食物環境衞生署助理署長李家驥先生於7月28日出席本會午宴演講會並擔任

演講嘉賓，介紹食環署的工作及有關各項食物牌照的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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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相向演講嘉賓提問。 

食物環境衞生署李家驥助理署長
午宴演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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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活動

吳永恩副會長代表出席雲南省人民政府於8月13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的「2015雲南高原特色農產品香港推介會」並擔任主禮嘉賓及上台致辭。

2015雲南高原特色農產品
香港推介會

陳建年會長、吳永恩副會長、王柏源副會長、蔡少森常務會董、林查理會董

及本會會員獲邀出席吉林省人民政府於8月14日假北角海逸君綽酒店舉行的 

「中新(中國 - 新加坡)吉林食品區推介交流會暨吉林 - 香港名優產品對接洽

談會」開幕儀式及晚宴。本會為是次活動協辦機構之一，並由陳建年會長

上台致辭及擔任主禮嘉賓。

「中新(中國-新加坡)吉林食品區推介交流會暨
「吉林-香港名優產品對接洽談會」開幕儀式及晚宴

陳建年會長、唐大錦會董及黎玉美總經理等代表出席越南駐港總領事館於

9月3日假港島香格里拉酒店舉行的 “The 70th National Day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慶祝酒會。 

The 70th National Day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陳建年會長、吳永恩副會長、林鳳明副會長、王柏源副會長及其他會董

等於7月28日於中華總商會會員俱樂部與廣東省貿促會會長陳秋彥、聯絡

部副部長馮菁、其他駐港經貿代表及電貿企業代表等會面，就廣東自貿區

及跨境電商業務互相交流討論及拓展合作商機。

與廣東省貿促會代表團
會面

王柏源副會長及林鳳明副會長代表出席湖南省農業委員會於8月14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湘味來」2015湘(港)

優質特農產品推介會。

「湘味來」2015湘(港)優質特農產品推介會

陳建年會長、黎玉美總經理及陳沛盈經理代表出席墨西哥駐港

領事館於9月2日假Asia World Expo舉行的Mexico’s Stand at 

Asia Fruit Logistica 2015 Opening Ceremony，陳建年會長

並獲邀擔任主禮嘉賓及致辭。

Mexico’s Stand at Asia Fruit Logistica 2015 Open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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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重溫重溫重溫重溫
活動活動

吳永恩副會長及陳沛盈經理代表本會出席最低工資委員會於9月10日假中環海港政府大樓舉行的有關最低工資討論相關

組織會議。

最低工資委員會組織會議

陳建年會長代表本會出席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於9月14日假金鐘萬豪酒店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酒會」

及「進出口企業大獎2015頒獎典禮暨晚宴」。

進出口企業大獎2015頒獎典禮暨晚宴

陳建年會長、黎玉美總經理及陳沛盈經理於8月18日與廣交會駐香港辦事處

總經理劉碧華、總經理助理曹永強及高級市場拓展主任陳嘉敏會面，互相交流

討論及拓展合作商機。

廣交會駐香港辦事處會面

陳建年會長、吳永恩副會長、林鳳明副會長、李福榮會董、

香港餐飲聯協會會長駱國安、合興集團代表、大昌行集團

代表、南順集團代表及本會秘書處於8月24日假中華總商會

會員俱樂部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共晉午宴，就立法規管食用

油脂及廢置食用油處理進行交流。

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午宴討論食油事宜

本會與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合辦並邀得澳洲昆士蘭州政府

財政與貿易部貿易投資局首席代表杜錦然女士於9月17日出席

本會午宴演講會並擔任主講嘉賓，介紹澳洲賓達堡的食品及

漁農業發展及當地之投資機遇，並與本會會董及會員進行交流。

澳洲昆士蘭州政府財政與
貿易部貿易投資局首席代表
杜錦然女士午宴演講會

吳永恩副會長、林鳳明副會長及黎玉美總經理代表本會出席食物安全中心於9月8日舉行的「有關規管食用油脂及回收

廢置食用油的立法建議」會議。

食物安全中心「有關規管食用油脂及
回收廢置食用油的立法建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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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多年來積極聯同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及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開辦食品衞生課程，並建立完善的持續進修階梯，過去已有

萬多名同工透過進修階梯，考獲國際認可資格，除提升個人競爭力，更令食品業更趨專業化。

炎炎夏日是食物中毒的高危時節，對食品業亦是一個挑戰，預防食物受到污染，深入的食品衞生知識及有效的督導管理工作至為重要。新一期

的「中級食品衞生課程」即將開課，課程：－

有效提升食品同工衞生操作標準，從而減低食物中毒的機會；

內容是參考英國環境衞生協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CIEH)的中級食品衞生課程，並經本會及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

協會修訂，貼合香港食品業需要；

修畢後學員會應考CIEH筆試(中文多項選擇題)，考試合格可獲取CIEH國際認可的「第三級督導食品安全(餐飲業)證書」；

持CIEH「第三級督導食品安全(餐飲業)證書」，並具備教學培訓資歷及經驗，更可申請為CIEH註冊導師，進一步提升個人專業地位。

如欲索取單張，請致電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秘書處(電話：852-22433466)與潘小姐聯絡。

中級食品衞生課程  
  適合全港合資格食品衞生經理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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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行業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培訓培訓

寶佳商標有限公司為本會之公司會員，該公司希望透過本會發出以下聲明：

以上富有設計特色的“超羣”商標源自香港知名人士李曾超群（Maria Lee）女士，於1966年開始由其超群

集團旗下各公司使用，並特別使用於西餅、餅乾、月餅、糕點等商品以及銷售該品的店鋪。多少年來，

超羣商品獲得廣大消費者的喜愛，“超羣”商標為一般香港消費者所認知，而該商標也在香港以及

其他地方註冊。 

隨著李曾超群女士於1998年開始淡出西餅飲食行業，其在香港及中國大陸的企業也相繼停業，其超群集團

也不復存在。同時，其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有關“超羣”商標和/或字號、以及相關商譽的權利已分別於

1998年和2002年期間出讓，最後落入本公司“寶佳商標有限公司” (Bakery Trademark Limited) (以下簡稱“寶佳公司”）。 

由於“超羣”的知名度及商譽，某些人士在李曾超群女士淡出本行業後爭相向中國商標局申請在西餅、餅乾、月餅、糕點

等商品註冊該商標。歷經愈十載的法律程式，最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2014年確認寶佳公司是用於西餅、餅乾、糕點

等商品的超羣商標的真實所有人，中國商標局隨之核准了寶佳公司數個在第30類商品上“超羣”商標的註冊，註冊號為

1968914和2018547，核准商品包括西餅、麵包、麵點、餅乾、點心、糕點等，有效期分別於2004年9月7日和2005年9月

28日開始。 

寶佳公司特此聲明： 

寶佳公司作為1968914號和2018547號的超羣商標的所有人，未經其許可，任何人不得在該商標核准商品和類似商品

上使用與該商標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否則構成商標侵權。 

作為李曾超群女士在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超羣”知名商譽、字號的受讓人，任何人未得寶佳公司許可將其與李曾超群、

1966年成立的香港超群相聯繫，將引人誤以為其和李曾超群女士和、或寶佳公司關聯，是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構成

不正當競爭。 

本公司絕不容忍以上侵權、不正當競爭行為，定必採取適當手段以保障其自身和消費者的利益。
 

寶佳商標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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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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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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申請及執行機

構，自本年5月起已成功舉辦五場實務工作坊，邀得十多名專家學者及業界代表擔

任講者，分析香港及內地食品業現況和發展前景、分享「香港品牌效應」的形成及

建立自家品牌的要訣、講解檢測驗證和報關等貨品進出口運作上的方法、介紹新興

電子銷售平台及自貿區帶來的機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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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反應理想，獲得出席者一致好評。本會將繼

續舉辦不同主題的工作坊及企業分享會，各位會員歡迎瀏覽項目網站，或與本會秘

書處聯絡（電話：39256802 或電郵：info@hkfc.org.hk) 了解詳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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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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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為期18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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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希望

借助「香港品牌效應」及香港「長青食品

品牌」在內地的知名度及信心保證，協助

香港食品製造企業發展品牌及進軍國內

市場。項目網站已於本年7月完成，內容包

括項目背景資料、活動回顧和預告等。歡

迎 各 位 會 員 瀏 覽 項 目 網 站

http://www.hkfoodbrands.com/，進一步了

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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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網站

 實務工作坊(一)至(六) 實務工作坊(一)至(六)

為推廣本地優質食品及香港作為「國際美食之都」的形象，本會將於今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一連五日假九龍界限街花墟公園舉辦「2015年

香港國際美食巡禮」，以「中西薈萃、質優味美」為主題，設有300個戶外攤位，分佈於7大展區包括百年及知名品牌區、國際食品區、鮮活及

社企區、參茸海味區、家居及生活用品區、休閒食品區，以及美食區。展會旨在提供一個平台，一方面協助本港食品製造及相關企業推廣產品

及發展品牌，增加消費者對他們的認識；另一方面讓廣大市民以優惠價錢購買及品嚐本土及世界各地食品。

「2015年香港國際美食巡禮」入場費全免，地點花墟公園位處深水埗區與旺角區交界的黃金地段，交通便利，多條巴士路線途經此處，從

旺角東及太子港鐵站更可步行前往。為方便參觀人士前往會場，本會更安排免費穿梭巴士接載參觀人士往返會場及石硤尾港鐵站，預計可吸引

20至25萬名市民及遊客入場消費。

展覽期間，本會將安排表演團體於周末在展會表演台演出，讓入場觀眾盡享購物樂趣之餘，更可欣賞精彩表演。為配合活動宣傳，本會將透過

不同渠道包括新聞發布、電子媒體、印刷媒體、社交媒體及移動媒體等向全港市民及內地遊客進行大規模宣傳，並會印製現金購物券

及購物優惠券，向區內長者及參觀人士派發。

「2015年香港國際美食巡禮」已開始招展，歡迎各會員/公司利用此難得機會，宣傳品牌及銷售產品。機會難逢，萬勿錯過。如欲參展

或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3925 6812與本會夏小姐聯絡。

2015年香港國際美食巡禮

支援計劃）撥款資助，執行為期18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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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希望

借助「香港品牌效應」及香港「長青食品

品牌」在內地的知名度及信心保證，協助

香港食品製造企業發展品牌及進軍國內

包

括項目背景資料、活動回顧和預告等。歡

迎 各 位 會 員 瀏 覽 項 目 網 站

，進一步了

  項目網站  項目網站
支援計劃）撥款資助，執行為期18個月的

  項目網站
支援計劃）撥款資助，執行為期18個月的支援計劃）撥款資助，執行為期18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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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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新會員新會員新會員新會員新會員新會員新會員新會員新會員新會員
歡迎歡迎

公 司： 新聯食品有限公司
  Sun Luen Food Products Co Ltd
代 表： Christine Chan (Assistant Director)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及批發

個人會員

公司會員

公 司： 迪高(香港)發展有限公司
  Tako (HK) Development Co Ltd
代 表： Erin Cheung (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及批發

公 司： 晉天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Rise Sky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Limited 
代 表： 李際樂 (總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及批發

公 司： 德鴻行國際有限公司
  Tak Hung 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代 表： 聶詠殷 (市場策略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及零售

公 司： 香港中大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ong Tai Limited
代 表： 陳明理
業務範圍： 貿易服務業、保健品業

公 司： 雅翠堡有限公司
  Aqua Green Limited
代 表： 劉慶南 (執行董事)
業務範圍： 水耕種植、加工清洗、批發及銷售

公 司： 超力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Chewy International Foods Limited
代 表： 莫傑琳小姐 (董事總經理)
業務範圍： 製造及包裝食品

公 司： 寶湖飲食集團
  Treasure Lake Catering Holdings Limited
代 表： Yuki Chow (市場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製造、婚宴場地服務

公 司： 大德蘇記海味
  Tai Tak (So Kee) Marine Products
代 表： 王志高 (銷售經理)
業務範圍： 参茸海味、零售及批發

公 司： 新天地美食
代 表： 馮永恒 (經理)
業務範圍： 高級凍肉、海產零售

公 司： 高格行有限公司
  Cougar Hong Kong Limited
代 表： Catherine Lau (Marketing Executive)
業務範圍： 食品代理及分銷商

公 司： 誠興棧(香港)有限公司
  Shing Hing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黃龍金 (總經理)
業務範圍： 海味蔘茸食品

公 司： 恩倍施有限公司
  Uneplux Limited
代 表： 鄭照東 (市場經理)
業務範圍： 生產咖啡粉囊

公 司： 五金世代有限公司
  Gen-X Hardware Limited
代 表： 王誠緯先生 (董事)
業務範圍： 代理廚具用品/家庭用品/嬰兒用品

公 司： I-Detox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代 表： Carmen Mak (General Manager)
業務範圍： 健康產品及服務

公 司： 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td
代 表： 鄧梅芬 (執行董事)
業務範圍： 健康產品

公 司： 惟郁貿易公司
  Wai Yo Trading Company
代 表： 陳志芳 
業務範圍： 食品及即溶咖啡

公 司： 耀興隆
  Yiu Hing Lung
代 表： 陳敏珊 (東主)
業務範圍： 蔘茸海味

公 司： Olympian Investments Limited
代 表： 李祝靜(董事)
業務範圍： 奶類製品

公 司： 金源米業國際有限公司
  Golden Resources Developmeny Ltd.
代 表： 吳嘉偉(營業經理)
業務範圍： 食米製造/批發 

公 司： 寶佳商標有限公司
  Bakery Trademark Limited
代 表： 陳錫堯(董事)
業務範圍： 註冊商標持有人

公 司： The New Green Holdings Limited
代 表： Siu Kwok Leung (Director)
業務範圍： Development of Hydroponic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個人會員： 黎建强教授
  Prof Lai Kin Keung
院 校： 香港城市大學 (Chair Professor) 

(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