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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開拓內地市場。

2016年似乎過得特別快，不經不覺夏季又來臨了。近年，受氣候
環境轉變及全球暖化影響，香港氣溫忽冷忽熱又異常潮濕，細菌
更容易滋生，飲食業從業員在處理食物時必須加倍小心，注意個人
及環境衞生，防止食物受到污染。
在芸芸食品之中，米可算與我們的關係最為密切，亦是華人社會
生活的主要食糧。食米業在香港有著悠久的歷史，屬於一個傳統
行業，相信不少人對上世紀到米舖「糴米」的情景仍印象深刻。
究竟米業如何與時並進，並在激烈的競爭之中保持優勢及開拓
商機？今期「會員巡禮」非常榮幸邀得本會會長兼香港米行商會
理事長陳建年先生分享香港米業發展的新趨勢及如何創新。
本會去年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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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支持計畫）撥款資助，推行為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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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重點項目是本會將於6月2日至5日首次帶領
十多間香港食品企業進駐廣州琶洲保利世貿博覽館舉行之「第五屆
中國（廣州）國際食品食材展覽會」
，並於1館C01展位設立「香港
館」
，透過香港「長青食品品牌」產品展示、香港本地及進口食品
展銷、香港名廚烹飪示範及各項文化交流活動，協助香港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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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館」開幕儀式將於6月2日於館內主舞台舉行，屆時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鄧家禧主任、廣州市貿促會主辦
單位代表、本會陳建年會長及香港星級名廚余健志(Jacky Yu)、
曾偉及蔡家富(Gabriel Choy)將出任主禮嘉賓，進行簡單而隆重的
開館儀式。展覽期間，本會將舉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動，包括由
三位星級名廚即場示範炮製融合傳統與創新特色佳餚的「香港懷
舊新『煮』意」及「港式雞蛋仔試食活動」，歡迎會員到場參觀
及指導。
本會另一重頭活動「第2屆香港國際美食巡禮」已定於10月20日至
24日一連五日假九龍界限街花墟公園舉行，現正進行招展工作。
「第2屆香港國際美食巡禮」設7大展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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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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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助中小企業，推動本土經濟。歡迎會員踴躍參與及推介友好
企業參展。
誠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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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小姐(電話：3925 6802)聯絡。

王榮記
傳統米業與時並進
食米是華人社會的生活必需品，傳統上的“開門七件事”，它就佔一席位。
但正正因為“傳統”此一標籤，讓很多人誤以為米業因循守舊。事實上，隨經濟
環境改變，米業這門緊扣生活的行業，亦與時並進，積極開拓商機。
在香港工業仍然蓬勃發展的時代，不少市民倚靠勞力賺取金錢，含豐富碳水
化合物的米飯因此成為他們的必需品。然而，今天香港已搖身一變成為國際
大都會，知識型經濟主導的社會需求的更多是“腦力”而非“勞力”
，白米的角色
相應地作出了改變。
本會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團體會董、香港米行商會理事長陳建年坦言，食米
進口量多年來雖然保持穩定，但隨着人口急速膨漲，人均消耗量實際上是減少了。
然而，白米始終是不少市民的主食，在華人社會依然重要。他舉例謂，
“沙士”
肆虐時，一度誤傳本港成為疫埠，當時市民爭相搶購的兩類必需品，其一是廁紙，
其二就是食米，由此可見市民的重視。
港人近年愈趨重視健康飲食，於此風潮之下，不少學者提倡以營養更為豐富的
五穀雜糧，例如糙米、紅米、黑米，代替白米作為主食。陳建年認為，香港市民
對於食米質素的要求，已從單純的味道與口感，改為着重於健康方面，但五穀
雜糧的口感偏硬，多數人會混合白米煮食，因此食用人數與銷量目前仍只佔少數。

港人“嘴尖”首選泰香米
泰國一直是本港食米進口的一個重要來源地，其所佔進口量一度高至九成。
而在芸芸泰國食米品種之中，泰國香米因為其香味及口感，最受港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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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年指出，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經濟起飛，市民生活環境改善，比以往更追求食米的
質素，質優的泰國香米成為“嘴尖”的港人的首選。
儘管泰國香米的市場領導地位從未改變，越南香米卻曾因泰國政府新政策而受惠，進口量於
2013年一度超逾四成。事源於泰國政府在2007年後透過補貼農民及收購大米措施，以穩定出口
米價於較高水平，2013年泰國香米的全年平均進口價就高見每公斤9.13港元，為2003年時的
1.62倍。這次升幅給予剛開放食米出口市場的越南一個機會，憑藉較低廉的價格搶佔市場。直至
2014年後相關措施有所改變，泰米價格回落，泰國香米進口量才回升並重新擴闊與越南米之差距。
陳建年認為，泰國香米始終是不少市民的首選，仍然主導着進口市場。他解釋，泰國的成功之處
在於懂得回應香港人的高要求，提供最優質的食米。同時，泰國對於國內米業的重視，造就種植
技術及品種開發的進步，提升供應的穩定性，有助彈性面對競爭。

與時並進 非“為變而變”
談到米業，不少人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上世紀“糴米”的米舖，形象傳統。陳建年解釋，從前在配額制度之下設三級制，米商
劃分為入口商、批發商與零售商，按規定入口商不可“跳級”賣米予零售商。隨着社會發展及市場開放，配額制於2003年正式
取消，讓食米可自由買賣。他認為，這體現了米業的與時並進，但這種改變與其他行業有所不同：
“我們不會‘為變而變’，
而是當社會現況出現改變時，才審視是否有改變制度的需要。”
他又透露，其實業內亦有不少新嘗試，以開拓銷路。例如近年網購興起，坊間就有網購公司引入食米作為商品，以應對消費
模式的改變。此外，業界亦積極引入新的食米品種與相關產品，開拓市場。早前香港米行商會就組團前往泰國實地考察，
見識到當地自行培育的新米種“Riceberry有機米”（Riceberry Organic Rice）。這種新米種是當地人以泰國茉莉香米與黑
紫米混種培育而成，營養豐富之外，亦比一般雜糧易入口，且烹調容易，未來有望引入本地市場。除此以外，米糠油、
胚芽米、米奶等多種各具好處的米產品亦早已於市場上有售，可見米業雖然傳統，卻沒有固步自封。
至於經營上的最大挑戰，陳建年直言必定是物流與儲藏的配套。進口米又重又大包，搬運上極不方便；而米糧儲藏的溫度
及濕度均十分講究，否則很容易長出“穀牛”，所以亦須嚴格處理。然而，無論經營環境或條件如何，他認為，經營食米
生意最重要是明白當中的社會責任，自會明白質素的重要，並會想辦法尋求最妥善的安排。
（摘錄自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6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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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重溫

「2015年香港國際美食巡禮」
由本會首次主辦的「2015年香港國際美食巡禮」於去年11月
27日至12月1日假九龍界限街花墟公園舉行，設有約150個
攤位，分佈於7大展區包括百年及知名品牌區、國際食品區、
家居及生活用品區、蔘茸海味區、休閒食品區、美食區及
鮮活區，入場費全免。是次展會除了全力推廣本地食品品牌
外，亦展銷不同國家如澳洲、東南亞、愛沙尼亞等優質食品。
為方便巿民購物，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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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
參觀人數眾多，為期五天的展會共吸引近20萬市民及遊客
參觀，成績理想。

展會期間，本會在表演台安排了一系列精彩節目，包括由著名
歌星尹光領銜演出的經典金曲演唱會、茶藝表演、烹飪示範及西班牙傳統法蘭明高(Flamenco)舞蹈表演等，讓入場人士盡享
購物樂趣之餘，更可欣賞精彩表演。另外，本會特別於11月30日及12月1日在表演台進行「驚喜時段」問答遊戲，送贈精美
禮品包予答中簡單問題的參觀人士。本會亦透過多個慈善團體向深水埗區內有需要家庭派發每張總值港幣20元的現金購物券，
並招待他們到場欣賞表演及送贈禮品包，讓他們於展會開心購物及玩樂，藉以回饋社會。
「2015年香港國際美食巡禮」邀得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環境保護署、工業貿易署、深水埗區議會、深水埗民政
事務處及多間本港主要食品行業商會出任支持機構。是次展會的贊助商包括金贊助商威馬企業有限公司及合興油廠有限公
司，其他贊助商包括南順(香港)有限公司、李錦記有限公司、鉅發源有限公司以及Transform健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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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食品委員會32周年晚宴
暨百年食品品牌耀香江
為慶祝本會踏入第32個年頭，本會於3月15日假香港中區
大會堂低座美心皇宮舉行「香港食品委員會32周年晚宴暨
百年食品品牌耀香江」，筵開47席，出席嘉賓包括本會會
董會成員及會員、香港特區政府政策局及部門首長、
中聯辦領導、立法會議員、各國駐港領事、工商社團會長、
本港知名食品品牌代表，以及由荊州市市委書記李新華
率領的代表團，合共超過500人，場面盛大。本會邀得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出任主禮嘉賓，
他除於典禮上致辭外，並頒發「百年食品品牌」獎項予
12個歷史悠久的香港食品品牌及「卓越成就獎」予李錦記
集團主席李文達。

本年度榮獲「百年食品品牌」獎項的品牌包括「李錦記」、
「同珍」、「王榮記」、「嘉頓有限公司」、「香港天廚」、
「獅球嘜」、「奇華餅家」、「維他奶」、「美心西餅」、
本會會長陳建年於「香港食品委員會32周年晚宴暨百年
「金像牌」、「刀嘜」以及「超羣」（排名不分先後）。
食品品牌耀香江」典禮上致辭
「李錦記」、「同珍」及「王榮記」（排名不分先後）更獲
頒發「經典百年食品品牌」榮譽紀念狀，以凸顯這三個
長青品牌擁有超過一百年悠久歷史。香港食品委員會今年首次頒發「百年食品品牌」獎項，希望藉此喚起香港特區政府
及市民大眾對香港食品業的關注，亦希望這個「金漆招牌」有助獲獎企業進行宣傳推廣，強化香港的「區域品牌效應」，
為食品業創造新機遇。
由本會頒授的「百年食品品牌」獎項乃根據以下標準甄選得獎品牌：1.創立年期（須為50年或以上）；2.知名度 (香港、中國
內地及海外)；3.產品特色；4.品質及5.形象。「百年食品品牌」得獎品牌經由香港食品委員會甄選委員會嚴格挑選，為香港
唯一同類型獎項，獲獎品牌均為業內表表者，公信力強。
此外，本會亦首次頒發「卓越成就獎」予李錦記集團主席李文達，以表揚他成功帶領李錦記成為有口皆碑的「國際知名民族
品牌」的超卓成就。
本會會長陳建年於典禮上致辭時表示，過去一年，承蒙香港特區政府和各方友好機構的鼎力支持及協助，本會成功籌辦了
多項大型活動，並取得理想的成績。今年，本會將繼續舉辦多項大型活動，他祈望香港特區政府及各方友好機構繼續支持
本會會務工作，讓本會能夠貫徹成立宗旨，致力促進香港食品業發展及為業界提供適切的支援。

主禮嘉賓與本會會董合照

主禮嘉賓與獲獎品牌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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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會長續稱，本會很高興藉著這個冠蓋雲集
的盛會，首次頒發「百年食品品牌」獎項予
12個歷史悠久、家喻戶曉及信譽昭著的香港
食品品牌。此外，藉此難得機會，本會亦
首次頒發「卓越成就獎」予李錦記集團
主席李文達。他讚揚李主席高瞻遠矚、勇於
創新，在出任李錦記掌舵人四十多年來不斷
為集團注入新思維、新動力，並深懂企業
傳承之道，成功打造李錦記成為跨越百年
的國際知名民族品牌。李主席榮獲「卓越
成就獎」，可謂實至名歸！
「香港食品委員會32周年晚宴暨百年食品
品牌耀香江」的出席嘉賓包括食物及衞生局
品
局長高永文、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
陳 旭 斌、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楊文明、中共
荊州市委書記李新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荊州市
常任秘書長(工商及旅遊)容偉雄、香港
郵政署長丁葉燕薇、立法會議員張宇人、
食物安全中心食物安全專員譚麗芬、李錦記
集團主席李文達、香港食品委員會會長
陳建年、永遠榮譽會長洪克協、永遠榮譽
會長李歡、名譽會長尹德勝、副會長吳永恩、
副會長林鳳明及副會長王柏源等。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左二）頒發「卓越
成就獎」予李錦記集團主席李文達（中），旁為本會會長
陳建年（右二）、永遠榮譽會長洪克協（左一）及香港食品
委員會永遠榮譽會長李歡（右一）

活動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春茗
陳建年會長及黎玉美總經理代表出席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於2月24日假香港港麗酒店舉行的春茗晚宴。

新界總商會2016年新春酒會
陳建年會長代表出席新界總商會於2月25日假尖沙咀喜來登酒店舉行的2016年新春酒會。

「中小企好幫手」流動應用程式開幕酒會
陳建年會長代表出席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於2月26日假生產力大樓舉行的「中小企好幫手」流動應用程式開幕酒會。

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成立75周年暨丙申年春節
會員聯歡宴會
陳沛盈經理代表本會出席於3月3日假倫敦大酒樓舉行的「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成立75周年暨丙申年春節會員聯歡宴會」。

南北行公所成立148周年第35屆會董就職典禮暨丙申年
春節聯歡宴會
王柏源副會長、劉耀輝榮譽會長、黎玉美總經理及陳沛盈經理代表出席南北行公所於3月7日假香港北角富臨皇宮舉行的
「南北行公所成立148周年第35屆會董就職典禮暨丙申年春節聯歡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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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特別會員
大會

本會2016年特別會員大會於3月8日假南北行公所會議室
完滿舉行，當日邀得本會名譽法律顧問翁余阮律師行陳漢標
律師出席，並通過了會章修訂議案。

香港郵政署交流會議
陳建年會長、吳永恩副會長、顏文正會董、黎玉美總經理及陳沛盈經理於
3月9日與香港郵政署助理署長周伊君及該署其他代表進行交流會議，聽取
其介紹郵政署工作及探討合作機會。

2016香港工商界商會新春團拜
陳建年會長、林鳳明副會長、王柏源副會長、蔡少森常董及秘書處代表出席香港工商界商會於3月10日假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的「2016香港工商界商會新春團拜」。

「推廣生物資源的可持續使用」焦點小組會議
黃悅澄助理項目經理代表出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3月11日假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的「推廣生物資源的可持續使用」
焦點小組會議。

職安局行業安全及
健康委員會迎新暨感謝典禮
王柏源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職業安全健康局於3月15日舉行
的「職安局行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迎新暨感謝典禮」並獲頒授
感謝證書。

香港商會會長交流會
王柏源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駐粵經濟貿易處於3月17日假深圳香格里拉酒店舉行的「香港商會會長交流會」。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春茗
王柏源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於3月21日假尖沙咀彩福皇宴舉行的春茗
晚宴。

「2016年中國國際食品和飲料展覽會」媒體介紹午餐會
黎玉美總經理及陳沛盈經理代表出席於3月22日假香港銀行家會所舉行的「2016年中國國際食品和飲料展覽會」媒體介紹
午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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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食品安全協會春茗聯歡晚宴
陳建年會長出席國際食品安全協會於4月7日假佐敦彩福皇宴舉行的春茗聯歡晚宴。

Food Innovation Australia Limited交流會面
劉耀輝榮譽會長及黎玉美總經理於4月8日於政府新聞處北角辦公室與Mr Peter Schutz, Chairman Food Innovation Australia
Limited (FIAL) Australia進行會面及交流食品行業資訊。

李錦記集團「創業紀念日晚宴」
陳建年會長、林鳳明副會長、李啟揚副會長及秘書處代表等應李錦記集團邀請出席於4月23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
「創業紀念日晚宴」。

傳承惜食計劃午餐演講會
本會邀得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會長麥黃小珍及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陳浩賢於4月25日為會員講解「傳承惜
食」計劃推動香港減少廚餘項目，教導各中小企採取減
少浪費食物措施，並提供減少浪費食物的專業意見。在
場人士深感興趣，紛紛踴躍發問。

第119屆廣交會採購商參觀體驗活動
本會與部分會員於5月3日一同參與第119屆廣交會採購商參觀體驗活動。

食物環境衞生署交流會議
陳建年會長，洪協克永遠榮譽會長、林鳳明副會長、王柏源副會長、劉耀輝
榮譽會長及秘書處代表於5月10日與食物環境衞生署助理署長李家驥、高級
總監岑兆衍及衞生總督察鄭作榮等進行交流會議，了解食品牌照申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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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八)及企業分享會(一)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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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藉著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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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去年5月至9月成功舉辦的5場實務工作坊，至今已成功舉辦另外3場實務工作坊及2場企業分享會，邀得10多名
專家學者及業界代表擔任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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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內容包括講解香港
食物法例及進出口檢測注意事項、介紹以郵政方或進行各類宣傳、分析香港食品進口內地物流發展情況等。而企業分享會中亦邀請到香港
著名食品品牌代表，包括合興食油、捷榮集團及王榮記菓子廠分享其經營之道及成功要訣。活動反應理想，獲得參加者一致好評。
本會計劃於6月底舉辦項目中最後兩場企業分享會，歡迎各位會員瀏覽項目網站(www.hkfoodbrands.com)，或與本會秘書處聯絡
(電話：39256802或電郵：info@hkfc.org.hk) 了解詳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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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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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新春(年貨)購物節「香港食品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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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香港食品中小企發展品牌及進軍國內市場。
項目的重點活動是帶領香港食品中小企組成「香港食品館」到國內參展。首場參展活動乃是假中國成都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舉行的2016年
四川新春(年貨)購物節。是次參展在四川省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機構及多間香港食品企業等各方支持下順利完成。

「香港食品館」概覽
「香港食品館」佔地共308平方米，主題為「品味香江」，以香港地標建築物尖沙咀「鐘樓」及「碼頭」為設計概念，館內設有主舞台舉行
開幕儀式及宣傳活動、陳列架展示香港著名食品品牌產品、展示板介紹本項目、館內參展商名單、香港地道飲食文化及播放項目宣傳片等。

宣傳攻勢
為吸引市民參觀「香港食品館」，本會特意於場館外牆及該館
鄰近位置設置大型橫額、安排宣傳人員作流動宣傳及派發環保袋
作為紀念品。另外，本會亦應主辦單位的邀請及安排，作為該年度
國際館的重點參展商，接受2間當地電視台直播訪問，而是次
「香港食品館」活動亦為當地傳媒報道及轉載。

開幕儀式
「香港食品館」開幕儀式於國際館開幕首天（1月29日）舉行，
由本會會長陳建年聯同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
劉錦泉、四川新春(年貨)購物節組委會主任楊曉林擔任主禮嘉賓及
為活動致辭。儀式中亦包括蓉港兩方代表簽訂合作協定和香港烹
飪大師示範賀年菜式，最後由一眾嘉賓主持簡單而隆重的剪綵儀式，
為活動揭開序幕。出席嘉賓包括多位四川省政府官員、國內外參展商
及現場觀眾等近100人，場面熱鬧。

推廣活動
除了開幕儀式，「香港食品館」也在週末期間於表演台
安排了多場精彩節目，推廣香港飲食文化及當地市民對
本港食品品牌的認識。節目包括由香港烹飪大師曾偉示
範炮製賀年菜式、港式奶茶沖泡示範及有獎問答遊戲，
讓入場人士盡享購物樂趣之餘，更可欣賞精彩表演、
品嚐香港風味及贏取獎品，滿載而歸！

參展企業
「香港食品館」邀得7家香港本地食品企業參展，售賣多種食品包括食油、海味、中成藥、餅乾、零食、健康飲品以及香港地道小吃，其中
不乏香港名牌如獅球嘜、嘉頓以及鴻福堂等，讓入場人士大飽口福。

品牌展示
「香港食品館」亦邀得14家香港著名食品品牌提供產品
作展示用途，藉着這些著名品牌在內地的知名度，加強
當地消費者對本港食品中小企的信心。其中嘉頓有限
公司、鴻福堂集團、海天堂有限公司及超力國際食品
有限公司更免費贊助產品於現場派發，讓入場人士能
親自品嚐香港品牌的優質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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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食品委員會
有機魚養殖場、檢驗認證中心及室內水耕種植工場參觀團
參觀行程

香港食品委員會為促進同業交流及協助會員掌握最新食品科技及資訊，
現於7月15日(星期五)舉辦「有機魚養殖場、檢驗認證中心及室內
水耕種植工場參觀團」，讓會員透過參與活動，互相交流認識，了解
行業最新發展。是次活動將參觀位於元朗的楊氏水產有限公司、中龍
檢驗認證（香港）有限公司及The New Green新格林室內水耕種植
工場，相關介紹及參觀行程如下：
楊氏水產有限公司──位於元朗西北濕地內，鄰近米埔自然保護區。
養魚場擁有現代化設備及管理系統，為香港最具規模的陸上養魚場，
總面積超過六十萬平方米，分為約一百個魚塘；主要養殖烏頭魚、
寶石魚、龍躉魚及金鼓魚。「楊氏水產」近年積極發展有機魚養殖，
現時的銷售量更佔香港總產量的70%以上，以自產自銷的方式經營，
直接送至餐廳食肆及街市定點銷售，標榜「品質建立品牌，品牌確保
質素」。2006年成功通過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優質養魚場計劃」，其後
更於2010年獲取了「清真認證」。是次參觀團將安排團員於小桃園
海鮮酒家享用楊氏水產出產的鮮魚。
中龍檢驗認證（香港）有限公司──位於元朗工業村，於1993年成立，
是中國檢驗有限公司的檢測中心和全資子公司，是一所獨立、公正的
品質檢測服務機構，範圍包括化工、化妝品、環保、食品、玩具、
生活消費品及重工業在內的各類工業檢測。所有檢驗均於香港的自資
實驗室內進行，以ISO/IEC17020 和 17025體系國際管理標準運作，
並分別獲得了香港HOKLAS（編號068）、中國CNAS（編號L0064）和
美國CPSC（編號1006）的國際認可，以確保檢測服務的精確性、公正性
及公認性，並為全球客戶提供中國內地政府部門認可或推薦的各項
服務、檢測服務和諮詢服務。
The New Green新格林室內水耕種植工場──位 於 觀 塘 的 T he N ew
Green新格林室內水耕種植工場，是一間農業科技公司，也是香港其中
一間最大型的室內水耕植物工場之一。主要研究室內水耕科技、推廣
綠色生活及健康食品。新格林的Health Farm Station提供B to B商業方
案給學校、商場、餐廳等，推廣綠色生活和品味。
誠邀會員踴躍參加。倘有查詢，請與方嘉雯小姐 (Edmund)
(電話：3925 6802；電郵: info@hkfc.org.hk)聯絡。

活動

推介

第2屆
香港國際美食巡禮

現正
招展

日
期： 2016年10月20至24日(展期5天)
開放時間： 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地
點： 九龍界限街花墟公園
查詢電話： 方小姐 (3925 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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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集合時間
集合及解散地點

2016年7月15日（星期五）
上午9時15分至下午4時30分
上午9時正 (請準時到達集合地點，逾時不候)
九龍塘港鐵站F出口(地面7-11便利店對出)

時間
9:15–10:00
10:00–11:15
11:15-11:45
11:45-12:30
12:30–13:00
13:00–14:15
14:15–15:00

行程
於九龍塘港鐵站F出口集合，乘專車前往元朗
參觀楊氏水產有限公司
乘專車前往中龍檢驗認證（香港）有限公司
參觀中龍檢驗認證（香港）有限公司
乘專車前往小桃園海鮮酒家
於小桃園海鮮酒家享用海鮮午宴
午宴完畢，乘專車前往The New Green室內
水培種植工場
參觀The New Green新格林室內水培種植工場
參觀完畢，乘專車前往九龍塘港鐵站
返抵九龍塘港鐵站解散

15:00–16:00
16:00–16:30
16:30
收費

會員每位港幣380元、非會員每位港幣450元
（包專車及海鮮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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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
團體會員

公司會員

團體會員： 香港日本食品輸入業協會
Hong Kong Japanese Foods Importer
Association
代
表： 吳寶舜(主席)

公

司： 重信亞洲有限公司
Zhongxin Asia Limited
代
表： 鄒銳(董事)
業務範圍： 進口貿易

公

團體會員： 香港豬肉行總商會
Pork Traders General Association
of H.K(Ltd.)
代
表： 許偉堅(理事長)

公

公

團體會員： 香港海味雜貨商會
Hong Kong Dried Seafood And Grocery
Merchants Association Limited
代
表： 蘇傑開(主席)

公

團體會員： 香港海鮮業聯合總會
Hong Kong Chamber of Seafood
Merchants Limited
代
表： 李彩華(主席)

公

司： 創歷國際有限公司
Botron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代
表： 吳慧雯 (經理)
業務範圍： 代理商

公

團體會員： 港九新界冰鮮禽畜零售商會
代
表： 劉松新(主席)

公

公

團體會員： 香港豐貴堂蛋業商會
Hong Kong Egg Merchants Association
(Fung-Kwai-Tong)
代
表： 楊金炎(理事長)
團體會員： 海外入口果菜頭盤欄商聯會
代
表： 吳永恩(會長)

司： 海生行海產食品有限公司
Hai Sang Hong Marine Foodstuffs
Limited
代
表： 蘇啟國(董事)
業務範圍： 進出口、批發、零售

個人會員： 林秉鴻先生(買手)
Mr Lam Ping Hung, Marcus
從事業務： 批發、零售
個人會員： 蔡光紅先生(市場總監)
Mr Cai Guanghong
從事業務： 產品開發，銷售

司： 新榮記食品有限公司
Sun Wing Kee Food And Beverage
Company
代
表： 李建全 (市場經理)
業務範圍： 急凍食品

司： 廈門市雅子餐飲服務有限公司
公
司：
Xiamen Masaki Catering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周鷺紅(總經理)
代
表：
業務範圍： 餐館、熱菜、預先包裝食品、餐飲管理等 業務範圍：

司： 鋕好食品實業公司
Geehoo Food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Company
代
表： 程家榮 (董事)
業務範圍： 批發、零售商
公

司： 宏大商貿
Wanda
代
表： 蔡先生 (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批發、零售、進出口
公
司： 香港偉利達(集團)有限公司
代
表： 吳智偉(東主)
業務範圍： 美食、熟食

個人會員

司： 皇廷食品有限公司
Dynasty Food Supplies Limited
代
表： 文如錦 (東主)
業務範圍： 食品生產、加工、代理商

偉華商品拓展有限公司
Wai Wah Commercial Development
Limited
郭偉軍 (董事)
零售

司： 凱達海味貿易公司
Hoi Tat Seafood Trading Company
代
表： 鄭志坤(東主)
業務範圍： 進出口、批發、零售
司： 香港凱潤食品有限公司
Kairun Food HK Limited
代
表： 馬小姐 (董事)
業務範圍： 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
公

司： 威隆貿易有限公司
Ever Prosper Trading Limited.
代
表： 劉聖新 (經理)
業務範圍： 罐頭食品

(排名不分先後)

公

司： 黑酢家
Kurozu
代
表： 陳志成 (董事)
業務範圍： 進口貿易，零售

秘書處
香港食品委員會秘書處
地址：香港九龍青山道704號合興工業大廈1字樓A座
電話：(852) 3925 6808 傳真：(852) 2537 6864
電郵：info@hkfc.org.hk 網址：http://www.hkfc.org.hk
Facebook: 香港食品委員會 The Hong Kong Food Council
本刊由香港食品委員會秘書處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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