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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兩年香港踏入「選舉年」，政界可謂風起雲湧！今年9月及
12月本港分別舉行了「立法會選舉」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選舉」；而明年3月則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
本會為「批發及零售界」功能界別團體，在剛舉行的「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選舉」中，本會已登記成為選民的會員可以投票選出
18位「批發及零售界」代表進入選委會，再代表業界選出能
團結港人及造福社會的行政長官，為業界創造更佳的營商環境。
本會衷心祝賀本會黃光輝候任副主席順利當選及進入選委會，
今期「會員巡禮」正好介紹這位候任副主席，讓大家有更深入的
認識。

無獨有偶，本會亦於12月舉行2017至2018年度常務會董選舉，
結果由陳建年當選新一屆主席，吳永恩、王柏源、林鳳明及黃光輝
為副主席，蔡少森、黃錫禧、馬介欽及蘇傑開為常務會董。
新一屆會董將於2017年1月1日正式上任，任期至2018年12月31日，
為期兩年。

由本會主辦的重點活動「第2屆香港國際美食巡禮」原定於今年
10月份假九龍界限街花墟公園舉行，適逢颱風「莎莉嘉」及
「海馬」分別於展會舉行前夕及期間吹襲香港，帶來狂風暴雨，
香港多處地區出現嚴重水浸，期間天文台更懸掛八號風球。大會
雖已進行展會搭建工作，惟考慮到參展商及參觀人士的安全，
以及因應眾多參展商的要求，遂決定將「第2屆香港國際美食
巡禮」延至明年11月舉行。我們現正積極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磋商，希望盡早落實展會舉行日期，並會盡快通知大家。

2017年將至，在此祝願各位新年進步、身體健康、生意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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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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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網上購物越來越流行，不少商戶都開設網店出售各類貨品，當中包括食物。業界必須留意，在網上銷售食品和傳統銷售一樣，

都要遵守與進口、宣傳及銷售食品相關的食物安全規例。

商戶在進口指定高危食物（例如牛奶、奶類飲品、冰凍甜點、野味、肉類、家禽和蛋類）時，需留意有關食物受《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香港法例第132章）的附屬法例所監管。進口野味或蛋類須事先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的批准，而進口肉類、家禽或蛋類則僅限

來自食環署認可的來源地，進口商須提供出口國家/地方的發證實體所簽發的衞生證明書。有關食物入口管制的詳情，請參考食物安全中心

相關網頁：http://www.cfs.gov.hk/tc_chi/import/import_ifc.html。

在食物業牌照方面，網上經營者亦須根據其經營模式和所售賣食品的類別，按法例規定領取相關牌照/許可證。針對近年沒有實體店而在

網上售賣限制出售食物的經營者，食環署已推出網上銷售限制出售食物的許可證。有關許可證規定食物來源必須合法，運送過程中時刻

保持衞生及保存在安全合適的溫度，以保障食物安全。經營者亦須於網站提供許可證上的資料，供消費者參考及於食環署網頁核實。

領有相關食物業牌照/許可證的處所如透過網上銷售食物，亦應在其網站標示其食物業牌照/許可證上的資料，供消費者查證，亦須確保

食物在運送過程中時刻保持衞生及保存在安全合適的溫度。此外，商戶在網上銷售、宣傳或展示預先包裝食物時，亦要符合法例有關食物

標籤的規定，詳細條文可參閱《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第132W章）。

除了上述規定外，任何從事食物業的人士（包括進口或分銷），必須

根據《食品安全條例》（第612章）的規定，登記成為食物進口商或

分銷商，並備存食物進出紀錄，以及遵守《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第V部的基本食物法例及其附屬法例。

由此可見，開設網店與開設實體店鋪售賣食物一樣，都要確保所銷售

的食物可供安全食用，店主們必須認識並遵守所有相關的食物法例。

資料來源：食物安全廣播站二零一六年季刊第二期 

http://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multimedia_p

ub_fse_201602.

網上售賣食物要注意什麼?行業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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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參與社會事務  積極反映業界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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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會員巡禮」要為大家介紹的，正是剛於12月中旬舉行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順利勝出並以「批發及零售界」代表身份進入明年3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選委會的
本會候任副主席黃光輝先生。黃光輝先生現為泉昌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從事中藥業及進出
口業務數十年，從商經驗豐富，對香港及內地營商環境可謂瞭如指掌。

泉昌公司成立於1931年，並於1937年重組成泉昌有限公司。公司發展至今，已經有八十多年
歷史，由家族第三代後人黃光輝先生繼承業務，出任董事總經理一職。泉昌自五十年代起，
主要經營中成藥、食品、茶葉等商品進出口及批發業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國貨經銷商，
更加是聞名中外的老字號北京同仁堂傳統產品於香港市場的獨家總代理，六十多年來雙方合作
無間、關係密切。究竟兩間公司的合作關係是如何建立呢?那就要追溯到1949年了。

1949年解放戰爭後，為加強香港與內地解放區的貿易往來，當時香港的進步人士特別開闢一條
香港至天津的航線，供港商運輸物資回內地；同時將內地土特產運回香港轉口，泉昌也是經
由此航線運輸中藥貨品來往內地及香港，並在那時開始接觸北京同仁堂。後來泉昌更將北京
同仁堂老鋪的中成藥引進本港並轉口至東南亞及歐美國家等地，與北京同仁堂建立起超過半個
世紀的業務關係。

一直以來，黃光輝先生都十分支持國家經濟發展。他表示，自改革閞放後，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教育、文藝等各方面
迅速發展，整個社會以至營商環境是完全一番新景象。2000年起，泉昌有限公司積極與北京同仁堂合資拓展國內外中藥銷售市場，
包括於國內及加拿大等地成立企業管理諮詢公司、製藥工廠、藥業連鎖店等多間企業，此外還在廈門開設製麵廠。泉昌積極拓展多國
市場，配合多元化的發展，令公司業務更上一層樓。

為配合長遠發展及監控產品質量，泉昌除了位於上環的辦公室總部外，亦於港島柴灣自置廠房及倉庫。除了家喻戶曉的產品如「北京
牛黃解毒片」、「白鳳丸」及「安宮牛黃丸」等成藥之外，近年業務更擴展至其他保健食品、茶葉及個人護理產品多達400種。展望
未來，泉昌會繼續穩中求變、與時並進，務求保持大眾心目中值得信賴的品牌形象。

黃光輝先生除了本身家族生意外，多年來亦不遺餘力參與社團的工作，致力推動中藥業及食品業發展。黃先生於1993年獲邀出任北京
市政協委員，更一連做了3屆共15年。2008年任期屆滿後轉任北京市政協港澳臺委員會顧問；同時獲邀出任重慶市政協委員。同年，
黃光輝先生更榮獲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

黃光輝先生在擔任北京及重慶市政協委員期間，憑藉多年豐富的營商經驗及獨特的見解，為國家出謀獻策。問到黃先生兩大城市的
城建規劃及發展重點有何不同時，他表示在擔任北京政協委員期間正值中國經濟起飛，北京主張發展成為四大中心，包括政治、文化、
對外交流及科技創新。而擔任重慶政協委員期間，該市正主力發展三峽水庫工程、西部大開發及老工業基地改革等，要協助解決當時
三峽居民遷徙、扶貧及生態環境建設等問題。黃先生亦認為重慶地勢和香港有幾分相似，同樣有山有水，夜景壯麗。

除了擔任本會新一屆副主席之外，黃光輝先生現同時出任多個商會要職，包括香港南北行公所副主席、香港南北藥材行以義堂商會
永遠榮譽會長、香港中成藥商會創會會長、香港中藥業協會創會會長及香港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委員。

黃光輝先生擔任上屆選舉委員會委員期間，深感到選舉委員除了代表業界選出行政長官，還有責任在任內聯繫業界，及時向行政長官和
政府反映業界及選民的意見及訴求。對於今屆批發及零售界18人團隊全票當選，黃先生非常感激選民對他們的支持及信任，更喜見
市民積極參與，創出投票新高，足以證明市民越來越關注社會事務及懂得爭取公民權益。黃先生有感近來社會分化及對立問題日趨
嚴重，他會利用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身份積極為業界服務及向特區政府表達意見。他期望明年3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
能選出具領導能力的行政長官，團結香港市民，為香港締造更佳的營商環境，共創和諧社會。

黃光輝先生最後寄語業界要共同努力，維繫香港食品業的穩定發展，並祝願各會員在新一年生意興隆、事事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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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12月13日假香港中華總商會俱樂部舉行2017至2018年度正、
副主席及常務會董選舉，由本會名譽法律顧問翁余阮律師行代表陳漢標
律師及義務核數師王振邦會計師負責監票，結果選出陳建年為主席，
吳永恩、王柏源、林鳳明及黃光輝為副主席，蔡少森、黃錫禧、馬介欽
及蘇傑開為常務會董。新一屆常務會董將於2017年1月1日正式上任，
任期為兩年，至2018年12月31日。

本會於今年3月舉行特別會員大會，通過會章修訂議案。本會新一屆會董
會將改行「主席會長制」，屆時將以「主席」及「副主席」取代現有

的「會長」及「副會長」，新一屆「主席」退任後將獲會董會委任為「會長」兼「永遠榮譽會長」。另由於本會團體會員
數目增至28個，按會章規定常務會董人數將增至9名，包括1位主席、4位副主席及4位常務會董。

陳建年先生在剛舉行的常務會董選舉中，榮膺新一屆主席。陳建年先生自2000年起以香港進出口米商聯合會代表身份
加入本會後，一直熱心參與本會會務工作，先後出任本會副主席及副會長，2015年更接替洪克協先生成為會長，代表本會與
香港特區政府就業界關注的各項議題進行磋商，並積極協助會員開拓本港及內地食品市場。

陳建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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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續任新一屆香港食品委員會主席，陳建年先生衷心感謝會董會的支持與信賴，並希望聯同新一屆
會董齊心協力將會務工作做好。他特別感謝洪克協永遠榮譽會長及李歡永遠榮譽會長過去對本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奠定了
良好的基礎。

後排左起： 孔慶輝、唐大錦、林查理、伍威全、陳運文、顏文正、馬介欽、黃錫禧、蘇傑開、李福榮、楊金炎、吳嘉禮、
 鄺迪能、劉松新、周定文、許偉堅
前排左起： 陳漢標、林鳳明、吳永恩、洪克協、陳建年、李歡、王柏源、黃光輝、王振邦

本會2017至2018年度常務會董會誕生
香港米行商會理事長陳建年續任新一屆主席

香港食品委員會2017至2018年度常務會董會名單

主席 ： 陳建年（香港米行商會有限公司）
副主席 ： 吳永恩（港九果菜行工商總會）
  王柏源（香港九龍醬料涼果聯合商會）
  林鳳明（香港食油業協會有限公司）
  黃光輝（南北行公所）
常務會董 ： 蔡少森 (香港食品安全協會)
  黃錫禧 (港九糖果餅乾麵包西餅同業商會有限公司)
  馬介欽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蘇傑開 (香港海味雜貨商會有限公司)
會董 ： 伍威全 (香港中華總商會)
  唐大錦 (香港進出口米商聯合會)
  孔慶輝 (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
  符策雄 (大中華工商企業聯合會)
  劉松新 (港九新界冰鮮禽畜零售商會)

  

  
  周定文（香港食用油進出口商總會有限公司）
  陳運文 (香港食米供應商聯會有限公司)
  林查理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顏文正 (港九茶葉行商會有限公司)
  關思聰 (香港粮油業商會有限公司)
  楊金炎 (香港豐貴堂蛋業商會)
  許偉堅 (香港豬肉行總商會有限公司)
  林國坤 (港九凍肉行商會有限公司)
  鄺迪能 (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有限公司)
  李福榮 (香港油行商會有限公司)
  吳寶舜 (香港日本食品輸入業協會)
  李彩華 (香港海鮮業聯合總會有限公司)
  吳嘉禮 (海外入口果菜頭盤欄商聯會有限公司) 
  伍威全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烘焙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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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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食材展設「香港館」

今年6月2日至5日，本會帶領16間香港食品中小企參加假

廣州琶洲保利世貿博覽館舉行的「第五屆中國（廣州）國際

食品食材展覽會」，以「品味香江」為主題設立總面積共

480平方米的「香港館」，館內設有表演台、香港知名食品

品牌產品展示區及21個展位，旨在推廣香港食品企業及品牌，

協助香港食品中小企開拓內地市場。「香港館」得到廣東省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機構，以及多間香港食品企業等

多方支持，獲得空前成功，參觀人士眾多。

推廣活動

展會舉行期間，本會於「香港館」表演台舉行了四場名為「香港

懷舊新『煮』意」的廚藝表演，分別由三位香港名廚─囍宴

創辦人余健志（Jacky Yu）、HAPPY HOUR 行政總廚蔡家富

（Gabriel Choy）及烹飪大師曾偉（Jimmy Tsang）示範多款

揉合中西特色及使用多種烹飪技巧的菜餚；另更有雞蛋仔製作

示範及免費試食，以及參展商速銷活動，讓入場人士盡享購物

樂趣之餘，更可欣賞精彩表演及品嚐香港風味小食。

項目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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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已於今年7月順利完成。是次項目

共舉辦了8場實務工作坊、4場企業分享會、2個國內展覽，並製作了宣傳短片、網頁及電子書等，以推廣香港食品品牌及協助

食品企業拓展內銷市場。本會在此衷心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廣東省人民政府、業界、各承辦商、

協辦機構及參展商的鼎力支持和參與。

重溫重溫重溫重溫重溫
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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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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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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文正會董及黎玉美總經理應香港郵政邀請出席於6月17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管理專業協會48屆最傑出

推銷員獎頒獎晚宴」。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48屆最傑出推銷員獎頒獎晚宴

林鳳明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食物安全中心於6月30日假藝術與

科技教育中心舉行的食物安全日2016「全城減鹽減糖」及參與

「食物安全『誠』諾」支持儀式。

全城減鹽減糖及食物安全
誠諾支持儀式

陳建年會長出席菲律賓領事館於6月14日假香港港麗酒店舉行的The 118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clamation of Philippine 

Independence酒會。

The 118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clamation 
of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本會與揭陽市人民政府及香港潮州商會於7月24日及25日

聯合舉辦「揭陽市考察團」，組團前赴揭陽市考察該市的投

資環境和最新發展，重點瞭解當地食品業的發展前景及投資

機遇。

揭陽市考察團

林鳳明副會長及陳沛盈經理代表出席香港貨品編碼協會於7月18日

假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創新樓舉行的2016食品安全論壇。林鳳明

副會長並代表本會擔任「優質食品源頭追踪計劃」頒獎嘉賓。

2016食品安全論壇

活動活動

本會於7月15日舉辦參觀團參觀楊氏水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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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20名會員參加

是次活動並互相交流認識，了解行業最新發展。

有機魚養殖場、檢驗認證中心
及室內水耕種植工場參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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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源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

辦事處於8月3日假廣州富力君悅大酒店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十九週年紀念酒會」。

駐粵辦香港特區成立
十九週年紀念酒會

本會應吉林省人民政府駐深圳辦事處邀請出任為「吉林省綠色

食品推介會暨中國新加坡吉林食品區推介會」協辦單位，有關

活動於8月12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紫荊廳舉行。本會陳建年會長

擔任活動主禮嘉賓，其他出席者包括吳永恩副會長、黃光輝常務

會董及蔡少森常務會董、香港豬肉行總商會許偉堅理事長、港九

新界冰鮮禽畜零售商會劉松新主席、海天堂集團主席吳耀明博士

及其他企業會員代表等。

吉林省綠色食品推介會暨
中國新加坡吉林食品區推介會

王柏源副會長應《信報月刊》邀請進行「百年食品品牌」專訪，有關訪問刊登於《信報月刊》八月號。

信報月刊百年食品品牌專訪

林鳳明副會長及陳沛盈經理代表出席於9月26日假日本人俱樂

部舉行的「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業協會成立典禮」。

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業協會
成立典禮

活動活動

陳建年會長及黎玉美總經理代表出席越南總領事館於9月6日假

金鐘香格里拉酒店舉行的71st National Day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酒會。

71st National Day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王柏源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吉林省人民政府於7月27日至29日於吉林省長春市舉行的「首屆全球吉商

大會」，包括開幕典禮、高峰論壇及各項考察活動。

首屆全球吉商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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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年會長、吳永恩副會長、林鳳明副會長、

王柏源副會長及蔡少森常務會董等代表出席香

港餐飲聯業協會於11月29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

中心舉行的「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十七週年晚會

暨2016-2017年度會董就職典禮」。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十七週年晚會暨
2016-2017年度會
董就職典禮

陳建年會長及王柏源副會長代表出席於12月8日假九龍灣郵輪碼頭舉行的「香港餐務管理

協會成立28週年暨第14屆會董會就職典禮」。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成立28週年暨
第14屆會董會就職典禮

陳建年會長、吳永恩副會長及林鳳明副會長代表

出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於10月29日假葵涌

運動場舉行的「第5屆香港食品嘉年華」開幕禮，

陳會長並擔任台上嘉賓。

第5屆香港食品嘉年華
開幕禮

陳建年會長及陳沛盈經理代表出席於10月28日假香港貨品編碼協會舉行的「香港信心產品x樂滿郵」

發布會。

香港信心產品x樂滿郵發布會

陳建年會長代表出席於11月25日假佐敦彩福皇宴舉行的「國際食品安全協會5週年晚宴」。

國際食品安全協會5週年晚宴

重溫重溫重溫重溫重溫
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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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重溫重溫重溫重溫
活動活動 香港貿易發展局美食博覽2016

陳建年會長應貿發局邀請出席於6月21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貿發局各屆

人士交流酒會。

貿發局各屆人士交流酒會

陳建年會長及黎玉美總經理代表出席於7月27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

「2016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新聞發佈會」。

2016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新聞發佈會

陳建年會長代表出席香港貿發局於8月11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2016美食博覽開幕典禮」。

2016美食博覽開幕典禮

陳建年會長及陳沛盈經理代表出席香港貿發局於8月11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2016國際茶展

開幕酒會」。

2016國際茶展開幕酒會

吳永恩副會長代表出席湖北省恩施州人民政府於8月10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湖北省恩施州

富硒產業(香港)合作商機說明會」。

湖北省恩施州富硒產業(香港)合作商機說明會

陳建年會長及陳沛盈經理代表出席黑龍江省商務廳於8月11日假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舉行的「黑龍江(香港)食品產業對接會」。

黑龍江(香港)食品產業對接會

陳建年會長及吳永恩副會長代表出席湖南省人民政府於8月11日假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的「2016湖南(香港)優質農產品推介會」並擔任嘉賓。本會為

是次推介會的協辦機構之一。

2016湖南(香港)優質農產品推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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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活動

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

中小企業「營商友導」計劃

本會應工業貿易署邀請出任工業貿易署2016至2018年度中小企「營商

友導」計劃協辦機構。2016至2018年度中小企「營商友導」計劃由

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簡稱SUCCESS)主辦，並獲80家工商

機構及專業團體協辦，目的是提供機會讓新進中小企業東主以一對一

形式，向經驗豐富的企業家、高級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免費請教營商

技巧。

有意成為該計劃學員的中小企業東主，請與本會秘書處梁寶殷

小姐(電話：3925 6812；電郵：alinaleung@hkfc.org.hk) 聯絡

或登入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網頁查詢詳情：

http://www.success.tid.gov.hk/tc_chi/sme_men_pro/sme_

men_pro.html 

為推動可持續的良好廚餘管理及配合日後將廚餘運往「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循環再造的目標，

環境保護署於2009年與有關工商業團體成立「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現誠邀本會從事食品

工業的會員企業參加此計劃，名額兩個，目的是推廣良好廚餘管理文化，避免及減少廚餘

產生。

參加計劃的機構須實踐廚餘源頭分類並將經分類的廚餘放置於環境保護署提供的回收桶

及協定的收集點，該署會把所收集的廚餘運送到九龍灣廚餘處理試驗設施以轉化成堆肥原材料，

而廚餘回收桶的清洗，則由環保署負責。

計劃亦包括制訂廚餘管理守則、舉辦研討會和講座等活動，讓業界分享減少製造廚餘的經驗、

交流廚餘源頭分類方法、探討廚餘減量及回收裝置。環境保護署將會頒發嘉許證書給參加計劃

的機構，並把參與機構名單上載至網站，以肯定及表揚他們在良好廚餘管理方面的努力。環境

保護署亦委託環保團體「綠領行動」負責協辦相關活動。

有興趣參加者，請與本會秘書處梁寶殷小姐 (電話：3925 6812；電郵：alinaleung@hkfc.org.hk) 

聯絡或登入環境保護署網頁查詢詳情：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

/prob_solutions/owt_foo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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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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勝行有限公司
  Luck Triumph Limited
代 表： 陳美寶(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製造廠、零售、批發

公 司： 香港寶之素集團有限公司
  HK Baozhisu Group Limited
代 表： 羅青(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製造

公 司： 橫琴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Hengo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 Limited
代 表： 羅建偉(常務聯絡官)
業務範圍： 招商引資、註冊公司

公 司： 河北贊皇縣璀璨商貿有限公司
  Hebei Zanhuang Bright Trade Co., Ltd
代 表： 秦瑞軍(總經理)
業務範圍： 有機天然大棗、核桃、核桃仁、大棗夾
  核桃仁、大棗核桃飲料、蜂蜜、柿餅
  黑棗、土雞、土雞蛋

公司會員

公 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HKU SPACE Po Leung Kuk Stanley Ho
  Community College
代 表： 魏凱怡(項目總監)
業務範圍： 教育

公 司：卜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C.P. Intertrade Co., Ltd.
代 表： Maria Tse (經理)
業務範圍： 食米出口商

公 司： 專業餐飲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Pro Interior Design And Decoration Ltd.
代 表： 林福民(董事)
業務範圍： 香港、中國和澳門餐飲業之牌照、設計、
  裝修工程及家俱一條龍服務

公 司： 僑豐行有限公司
  Kiu Fung Hong Ltd.
代 表： 黃偉鴻(行政總裁)
業務範圍： 食品批發貿易、品牌策略發展

公 司： 華光現代農業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Wah Kwo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Limited
代 表： 趙何琍琍(董事長)
業務範圍： 農產品  

公 司： 新億食品有限公司
  Sun Yik Food Limited
代 表： 胡應針(董事長)
業務範圍： 食品製造

公 司： 廣昌隆食品有限公司
  Princess Margaret China Limited
代 表： 陳家德(總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進出口貿易  

公 司： West England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B.K.S.S Shyom (董事及股東)
業務範圍： 食米、葵花籽油、椰子油、糖、茶葉

個人會員

個人會員： 趙覺邦(營運經理)
從事業務： 食品製造及貿易  

個人會員： 江倩如(顧問)
從事業務： 市場推廣

個人會員： 曾美梅(集團採購部經理)
從事業務： 快餐

個人會員： 張景南(董事)
從事業務： 設計

個人會員： 黃華燊(合夥人)
從事業務： CPA (Accounting, Audit and Assurance,
   Advisory, Company Secretarial Services)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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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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本會網站現正進行全面更新，更新後的網站將於2017年第一季推出，內容包括

「本會介紹」、「最新消息」、「會務動態」、「會員活動」、「行業資訊」等，另新

增「最新展會」一欄供會員及業界了解本會舉辦的展覽活動，敬請留意我們稍後的

通知！

香港食品委員會
全新網頁快將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