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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要為
大家介紹
的是本會
團體會員
兼香港歷

史最悠久的社團組織––南北行公所
(南北行)，提到南北行大家自然會想起
人稱「歡叔」的現任南北行公所主席
李歡先生。原來歡叔起初並非經營食品
業務的，正是南北行的緣故，令他與
食品業結下數十年來的不解緣！ 

南北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早建立的華人
商業社團組織，於1868年成立，經營
所在地名南北行街(後改稱為文咸西街)，
現為文咸東、西街及永樂街之區域，
其宗旨是維護從南洋到內地的華商同業
利益。南北行之主要業務為經營華南、
華北及南洋一帶之各種名產，貫通南北
貿易，故有南北行之稱，及後漸次發展
遠洋貿易，遍及全世界。

新中國誕生之後，祖國經濟百業待興。
1956年於廣州舉辦的「華南土特產
物資交流會」，南北行率先響應。翌年
首屆「中國出口交易會」(廣交會)開幕，
南北行即發動首批會員商號派員赴會。
此後每年春秋兩屆，公所會員均有出席。
廣交會歷時五十餘年、舉辦至今已是
116屆，現任主席歡叔作為南北行代表，

每屆均有出席，從未間斷。歡叔出席
第105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時，
獲商務部鍾山副部長接見並頒發永久
榮譽「老廣交」紀念證。歡叔曾兩次
榮獲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授勳，2002年
獲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授予榮譽勳章；
2008年再獲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授予
銅紫荊星章，以表彰他為促進香港貿易
發展所作的貢獻。

歡叔出生於廣州市，祖籍台山，1946年
從內地移居香港。當時只有廿餘歲的
歡叔，初期和朋友從事西藥、醫療機械
及藥房生意。由於位處中西區，靠近
南北行，歡叔因而認識了一些南北行
成員。五十年代初，在機緣巧合下歡叔
加入了食品行業，其後更創立遠大貿易
有限公司，為港澳、台、東南亞及世界
各地提供優質罐頭糧油糖果餅乾等食品，
一做數十年，至今已有逾半個世紀了。
1965年開始，歡叔加入南北行成為
會員，其後曾出任常務監事、理事、
交際部主任以至理事長，及至2005年
南北行公所第三十屆會董會改為主席制，
續任主席一職，一直蟬聯至今。幾十
年來，歡叔不遺下餘力推動南北行公所
會務發展，貢獻良多。

歡叔說，「南北行」這個名稱，其最早
是指轉運內地長江以南，以及華北線貨物

的意思。及後又指「南」者，是香港
以南(南洋)，包括泰國、新加坡、馬來
西亞、文萊、印尼、菲律賓，後來更包括
歐美等地；而「北」者，乃統指中國
大陸。如此南北通商的行業及發展過程，
和香港的經濟歷史興衰有緊密的關係。
多年來，南北行公所成員經營的商品種
類繁多，包括有參茸、藥材、海味、
京果雜貨、糖、米及各類罐頭食品。

百餘載以來，南北行前輩樹立誠信模楷，
秉承重信譽、守諾言及團結的良好傳統，
也成為今日商會、社團的典範。而南北行
的經營模式，當中的理念，亦帶動著香港
成為今日重要的貿易港口。南北行公所
成立至今已是146年，一個民間商業組織
穿越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時光隧道，依然
不斷發揚光大，實屬難得！

貫 通 南 北  繁 榮 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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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萬物欣欣向榮，在這個群花競艷的時節，又是
本會電子會員通訊「薈萃」出版的日子！

不經不覺，本會秘書處已運作了一段短時間，承蒙各位會員
的鼎力支持及悉心指導，運作漸見暢順。隨著內地消費者
對食物安全及質量越來越重視，香港食品業面對的不再是
一個只得700多萬人口的本地市場；而是一個包含超過13億
人口的龐大市場。為了協助會員掌握先機，迎來更廣闊的
發展空間，本會邀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首任署長梁世華先生
以顧問身份專責項目發展。畢業於香港大學及政務官出身的
梁世華先生在政府工作超過30年，歷任不少要職，包括
副港九政務署長、副運輸司、香港駐日本首席
經濟及貿易代表，以及康文署署長等。退休後，
梁先生亦曾出任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行政總裁
一職達6年之久。相信以梁先生豐富的行政經驗
和強大的人脈網絡，必有助本會會務發展。

今期「會員巡禮」特別邀得人稱「歡叔」的現任
南北行公所主席兼本會常務會董李歡先生接受
訪問，暢談南北行公所的由來及他與南北行的
淵源。另外，「惜食減廢」已成為新趨勢，
「行業資訊」欄目將詳細介紹環境局於今年2月
公布的「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2014-2022」。

歡迎會員就「薈萃」的內容或任何影響行業的政策法規
提出意見或建議，並歡迎提供優惠或任何相關行業資訊。
請將意見或資料以電郵(in fo@hk fc .o rg .hk )或傳真
(2537 6864)方式通知秘書處。如有查詢，請隨時與本會
秘書處職員聯絡。

總經理黎玉美小姐  電話：3925 6818
經理陳沛盈小姐   電話：3925 6808
項目副統籌員王美華小姐  電話：3925 6820

以顧問身份專責項目發展。畢業於香港大學及政務官出身的
梁世華先生在政府工作超過30年，歷任不少要職，包括

九政務署長、副運輸司、香港駐日本首席
經濟及貿易代表，以及康文署署長等。退休後，

聯合會行政總裁
一職達6年之久。相信以梁先生豐富的行政經驗

今期「會員巡禮」特別邀得人稱「歡叔」的現任
主席兼本會常務會董李歡先生接受

訪問，暢談南北行公所的由來及他與南北行的
新趨勢，

月
。

歡迎會員就「薈萃」的內容或任何影響行業的政策法規
提出意見或建議，並歡迎提供優惠或任何相關行業資訊。

南北行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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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劉耀輝副會長、林鳳明會董、吳永恩會董

及黎玉美總經理於2月13日到訪河源市，為

5月份的大型訪問團作先遣部隊，進行考察。

考察團獲河源市外經貿局熱情款待，參觀了

油茶基地、有機農場及檸檬莊園。

河源考察團

為加強與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的聯繫，本會洪克協會長於3月17日率領

會董及部分會員到訪工業貿易署作禮節性拜訪，獲該署麥靖宇署長及

盧世雄副署長等接見，就食品業相關課題進行交流。

工業貿易署禮節性拜訪

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於2月26日舉行2014年度周年大會暨「食品開發及食物安全」專題講座晚宴，本會陳建年

副會長應邀出席，當晚有近百名食品同業及相關機構代表出席，濟濟一堂，場面熱鬧。

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周年大會暨
「食品開發及食物安全」專題講座晚宴

香 港 食 品 業 總 會 會 員 通 訊

由《都市盛世》雜誌主辦的第八屆「都市盛世大中華超卓商譽品牌獎」嘉許典禮於2月21日

舉行，本會王柏源副會長（中）擔任活動評審委員及頒獎嘉賓，以表彰跨越地域界限表現

卓越的大中華品牌，並鼓勵更多企業創造出傲視國際的優秀品牌。

第八屆「都市盛世大中華超卓商譽品牌獎」

本會非常榮幸邀得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區偉光太平紳士(右圖前排左三)於3月

18日出席本會午宴演講會並擔任講者，

以「特區政府減廢藍圖及工商界的參與」

為題發表精彩演說，並與本會會董及

會員進行交流。當日出席者對環保課題

十分感興趣，各人均踴躍提問。

環保署區偉光助理署長午宴演講會

為加強與製造業及食品業的交流及聯繫，

本會於3月11日假中環新證美食宴請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友好，就食品及製造業的趨勢

及發展進行深入交流。當日午宴氣氛融洽，

出席嘉賓均踴躍發表意見。

廠商會同業友好午餐會

活動活動



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推介
活動活動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培訓培訓

香 港 食 品 業 總 會 會 員 通 訊

P.3

由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製作的「食品衞生及安全網上學習平台」，現誠意推介予食品業界，希望藉著網上學習平台為食品機構制訂

良好的培訓基制，為在職或新入職的員工進行既定的訓練，使員工們能溫故知新並時刻具備食品衞生及安全專業知識和掌握最新行業資訊。

食品衞生及安全網上學習平台，既不受時間及地域限制，能靈活地讓同工們利用工餘時間獲取食品衞生及安全知識；而完成學習平台既定的

內容後，可獲會方簽發的「食品衞生及安全網上學習修畢證書」，持此證書可自行參加會方按時安排的兩小時面授課程及考試，在面授課程

中導師會將食品衞生及安全知識作重點撮要，完成後學員更可選擇參加英國環境衞生協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U.K., CIEH)

的「第二級飲食業食物安全證書(Level 2 Award in Food Safety in Catering)」考試，讓學員考取國際認可資格，進一步提升個人專業地位。

為鼓勵食品業同工持續進修，進一步鞏固食品衞生知識，確保所生產的食物合符安全標準；由即日起將免費送出100個「食品衞生及安全網上

學習平台」登入帳戶，讓食品業同工透過網上學習平台取獲更多食品衞生及安全知識。由於名額有限，送完即止，有興趣索取登入帳戶資料，

請致電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秘書處（電話：852-22433466）與劉先生聯絡。

食品衞生及安全網上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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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卓爾食品公司
  Hong Kong Cheer Confectionery 
  Company
代 表： 符策雄 (董事)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批發及貿易

公 司： 生記棧有限公司
   San Kee Chan Limited 
代 表： 吳嘉禮 (總經理)
業務範圍： 蔬菜及生果供應

公 司： 勁寶食品有限公司
  A & W Food Service Ltd.
代 表： 孫靜儀 (行政部副經理)
業務範圍： 餐飲及食品行業

公 司： 超群麵包西餅有限公司
  Maria’s Bakery Co. Ltd. 
代 表： 曹端杰 (人力資源經理)
業務範圍： 麵包及西餅產品

公 司： 天網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Skynet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代 表： 梁振宇 (市場總監)
業務範圍： 食品管理雲端平台開發

公 司： 中國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Food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代 表： 李淑媛 (董事)
業務範圍： 食品進出口

公 司：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
  GS1 Hong Kong
代 表： 何雅賢 (高級企業拓展經理)
業務範圍： 貨品編碼

個人會員： 梁世華先生

公 司： 吉野家快餐（香港）有限公司
  Yoshinoya Fast Food (Hong Kong) Ltd. 
代 表：曹端杰 (人力資源經理)
業務範圍：快餐連鎖店

公 司： 同盈資本集團有限公司
  Winning Brothers Capital Group 
  Limited 
代 表： William Lau (Chairman)
業務範圍： Business Consulting



P.4

行業行業

香 港 食 品 業 總 會 會 員 通 訊

減少廚餘，人人有責

環境局於今年2月公布「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014-2022」，集中討論香港的有機廢物，提出處理廚餘及

園林廢物的策略，並訂立10年目標，旨在2022年或以前，

把人均都市固體廢物棄置率減少百分之四十。

環境局草擬了為期10年的時間表(下圖)，主要透過幾個

策略，包括「全民惜食」、「食物捐贈」、「廚餘收集」

及「轉廢為能」，期望將現時每日棄置量3,600公噸減至

2022年的1,500公噸。

「惜食香港運動」

香港特區政府於2012年12月成立了「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

以進一步落實行政長官就減少廚餘的承諾。委員會由環境局

局長出任主席，並與有關界別的領袖合作，制訂「惜食香港

運動」及監察推行情況，另協調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以身

作則，減少廚餘。「惜食香港運動」包括多項活動及行動，

例如向工商界傳遞及宣揚良好作業方式，以及與政府部門、

學校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向普羅大眾進行宣傳推廣。

「食物捐贈」

現時有非政府機構開設食物銀行，派發乾糧，並把熟食從

食肆拿到社區中心；也有非政府機構利用鮮活食物市場的

過剩物資，直接分送給有需要人士，或在社區廚房烹調

熱食後再轉送。政府希望加強支援非政府機構向工商界

收集剩餘食物的工作，提供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資助，

舉辦食物捐贈活動。

「惜食約章」

誠邀各企業/機構成為「惜食夥伴」，參與「惜食香港運動」，

並透過簽署「惜食約章」，承諾進行支持減少廚餘的活動。

參與企業/機構名單將上載於「惜食香港運動」的網頁中

(網址：http://www.foodwisehk.gov.hk)，與全港市民分享。

「廢物徵費」

政府最快將於2016年實施「廢物按量徵費計劃」，預計

推行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可令廚餘量在2017至2022年期間

再減少10%至15%。

「廚餘收集」

在過去幾年，政府已推行不少教育及宣傳活動，在不同行業和

地區推動減少廚餘、宣傳廚餘源頭分類和回收等訊息，包括：

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

廚餘消減活動

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廚餘消減及循環再造項目

「轉廢為能」

九龍灣廚餘試驗處理設施

為了累積廚餘源頭分類收集和

應用生物技術回收的經驗及

相關資料，環境保護署在

2008年年中於九龍灣廢物

回收中心設立了一個廚餘試驗處理設施。設施包括密封

預處理室、兩組密封式堆肥裝置、腐熟平台、產品篩選機

及生物空氣過濾裝置，設施總處理量為每天4公噸。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鑑於工商業機構一般產生較大量的廚餘及擁有更多空間，

因此工商業廚餘會比較容易進行廚餘源頭分類，以作進一步

收集和運送處理。另一方面，由於現時香港的家居廚餘與

其他家居廢物混合收集，加上大部分香港家居的空間都比較

狹窄，以及收集家居廚餘可能帶來的氣味及衛生等問題，

要推行大規模家居廚餘源頭分類和收集並不容易。因此，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會首先接收和處理來自工商業機構已作

源頭分類的廚餘。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1期將於北大嶼山小蠔灣興建，每天處理

200公噸來自工商業機構已作源頭分類的廚餘。第1期回收

中心將會在2014年開始設計和興建，預計可於2016年落成。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2期將位於北區沙嶺，其可行性研究和

環境影響評估已於2011年年底展開。第2期回收中心將會在

2015年開始設計和興建，預計於2018年投入服務。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3期將位於石崗，預計在2018年開始設計

和興建，期望於2021年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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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樓A室 
查詢：王小姐        電話：3925 6820 
傳真：2537 6864       電郵：info@hkfc.org.hk  
網址：http://www.hkfc.org.hk

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2014-2022

本刊由香港食品業總會秘書處製作

秘書處

環境局於今年2月公布「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014-2022」，集中討論香港的有機廢物，提出處理廚餘及

園林廢物的策略，並訂立10年目標，旨在2022年或以前，

把人均都市固體廢物棄置率減少百分之四十。

食物回收計劃及收集點可登入以下網址：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apps/vicinity_result.jsp?collection_type=outlet&material_type=col_food&district_id=0 
資料來源：環境局「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2014-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