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有限公司
日期
地點
出席

：
：
：

2017 年 1 月 19 日 (星期四)
【城景國際】五樓鑽石廳，香港九龍窩打老道 23 號
主 席
李遠康
副主席
林查理 林國亮 陳家強 黃浩鈞 楊振年 謝寶達 朱淑煒 何健
會 董
陳楚國 陳強
陳岳成 陳德鍵 鄭柏文 周海傑 周啟棠 何群
何萬豐 金源先 郭麗娟 劉榮民 梁寇鴻萍 梁進 梁錦文 李智仁
李楸夏 李玉蘭 盧錦發 羅孟慶 羅偉光 馬大炘 曾偉
曾遠航
謝海發 袁春年

２０１７年１月份會董會議撮錄
【會議程序】
一、 主席於六時宣佈開始。
二、 大會通過今次會議議程，李智仁會董動議，郭麗娟會董和議，無修改，無討論，無反對，一
致通過。
三、 大會通過上次會議紀錄，何萬豐會董動議，周海傑會董和議，無修改，無討論，無反對，一
致通過。
【跟進項目】
- 並無跟進項目
【主席工作報告】
總結 2016 年 12 月份會務工作及活動包括:
1.

支持及參與「貿發局」舉辦之寧波餐飲協會代表團到訪交流

2.

「餐飲業自動化提升計劃」基金項目活動「雲端智能餐廳研討會 暨 科技展覽(7/12)

3.

基金書刊「餐飲業自動化技術指引」派發

4.

由「餐飲聯青委」舉辦的「青委聖誕聯歡活動 2016」(Club One 舉行，7/12)

5.

由「餐飲聯青委」舉辦的 2016 餐飲聯體育邀請賽 及 晚宴 (11/12)

6.

本會出席「浙江省餐飲業管理訪港團」交流活動 (19/12)

7.

董事會例會 (15/12)

8.

出席環保署- 「廢物管理特別職務科」約見餐飲聯，分享「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法例
的會議 (19/12)



主席工作匯報
日期

工作撮要

29/11/2016

出席 2 屆「香港餐飲聯業展 2016」、記者招待會及
餐飲聯 17 週年晚會

06/12/2016

出席稻苗學會第 9 屆就職典禮

8/12/2016

主持餐飲聯主席團會議

8/12/2016

出席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28 週年會慶

8/12/2016

主持董事會例會

15/12/2016

主席團會議

一、

行政部 – 陳家強副主席報告
1.行政部將重整架構，需增添人手協助母會及青委發展
2.董事會例會將繼續美食文化推廣(1 月份-新佛香食品有限公司)、重量級嘉賓講座及政府部
門資訊
3. 處理慈善基金每年之核數報告

優勢

預算推行

行政部 – 餐飲聯新收費模式 (誠意推介)
1. 縮短交易時間 (節省現金找贖時間和人手)
2. 轉帳、過數方便快捷
3. 支援日常財務報表(每日結算)
4. 本年度 2 月。詳情請留意協會最新公佈

特別消息 – 會董劉長燦退出餐飲聯董事局 ﹕
應屆會董劉長燦(五代同糖餐飲管理有限
公司)，因私人理由而申請退出。協會方面
，考慮到多方面因素，及劉長燦本人未能
履行未來一年會董職務；經主席團商議，
一致通過上述有關申請。

•

十六週年晚會欠款跟進 :
比亞比雪糕 - $6,000 (跟進中)

•

十七週年晚會欠款跟進 :
煩請各會員、會董盡快繳交。詳情可與秘書處職員聯絡。
行政部 為嚮應環保，協會新措施每次例會只派發少量會議紀錄及議程(PowerPoint)，以節省資源，
減少浪費。請大家支持！
餐飲聯青委 12 月份活動
青委聖誕聯歡活動 2016 (7/12)
餐飲聯青委體育邀請賽 及 晚宴 (11/12)
青委籃球隊 - Master Club 冬季聯賽 (進入四強)
溫馨提示 ﹕青委一年一度續會又到，新一年青委主席團不單已計劃好全年精彩活動，仲有
特別迎新禮品，源源不絕，保證驚喜。
由即日起，青委繳交首年年費後 ($1,500)，其後每年續會會員，均可享有優惠價續會
($1,000)。各位青委會員請把握良機，盡快辦理續會手續。所有最新資訊，均以大會公佈為
準。

二、

福利部 – 林查理副主席

2017 年 1 月份 - 飲食交流團已經順利完成
日期: 16/1/2017 (一)
餐廳: 金蘭花私房菜(銅鑼灣)
地點: 銅鑼灣怡和街 22 號 3 樓
參加總人數: 40 人
 餐飲聯春茗活動:「雞年新春團拜晚宴」
日期: 2017年2月15日(三)
地點: 彩福皇宴(尖東)
晚宴時間: 八時正入席
三、

項目拓展部 – 黃浩鈞副主席報告

HOFEX 2017-第十七屆香港國際食品餐飲展
2017 年 5 月 8-11 日 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第十七屆國際食品及飲料、酒店、餐廳及餐飲設備、供應及服務展覽會
 來自歐美、澳洲、東南亞、中國等地 2,500 家國際知名廠商、餐飲公司參展
HKFORT (餐飲聯) 會員專享﹕
 組織買家團 - HOFEX 參觀指導﹐同行團員更獲升格為 VIP 貴賓﹐尊貴待遇：
 貴賓歡迎包；
 展覽指南 及 展覽會紀念品；
 免費享用 HOFEX 貴賓廊之設施及參與特別同場活動；
第十八屆中國國際食品和飲料展覽會 上海
2017 年 5 月 17-19 日 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此活動吸引超過 7 萬名海外和國內專業買家，涵蓋了食品進出口、經銷商、批發與零售商，到酒店、
餐飲和食品採購等等。
HKFORT (餐飲聯)會員專享﹕
 餐飲聯會員之參展商優惠：免費廣告宣傳、餐席優惠；
 海外展覽可申請中小企基金，能提供最高五成資助；
香港美食博覽 2017
2017 年 8 月 17-21 日 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特別推介 ﹕
 為會員提供更多參展優惠；
 瀏覽最新活動資訊及其他優惠詳情；
 詳情可留意秘書處的通告；

四、 培訓部 – 楊振年副主席報告
為提升餐飲從業員專業水平及認受性，培訓部於本年申請兩個一級資歷架構課程
1. 中式餐飲出品基礎證書課程 (一級)
2. 餐飲業基礎證書課程 (一級)
餐飲聯舉辦的兩個資歷架構一級課程，已經正式通過評核，為期 3 年。現積極籌備未來與合作機構
「勵行會」的工作計劃及會議，以商討未來一年課程之計劃詳情(招生、場地和課程內容)等。
與港燈合作舉辦培訓課程及其他贊助項目

五、

傳訊部 – 林國亮副主席報告
 飲食薈萃
2017 年 2 月第一期 即將推出，詳情請密切留意！
 傳訊部將會拜訪政府部門，以協助反映業界意見！
2017 年擬定拜訪政府部門 : 食物環境衛生署、水務署、酒牌局、環境保護署
 餐飲聯 APPS (最新跟進)
APPS 精彩內容包括 :
- 每月董事例會內容 (PowerPoint)
- 活動分享和最新花絮
- 活動報名方式
- 飲食薈萃 (季刊) 重溫
- 連接餐飲聯 FACEBOOK，方便瀏覽

2016 年 12 月 - 2017 年 1 月傳訊部工作事項

六、 國際事務部 –朱淑煒副主席報告
19/12/2016 浙江省餐飲業管理訪港團
• 學習瞭解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的架構與運作
• 認識香港餐飲環保概念
• 副主席朱淑煒、黃浩鈞、陳家強及林國亮代表協會出席於「香港理工大學 - 企業
發展院的交流分享會」
22/12 出席廣州市越秀區工商聯合會活動
 出席越秀區總商會第二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由企業家分享成功經營經驗；
 由國際事務部副主席朱淑煒及李曉莉(前副主席)代表出席
國際事務部 - 未來發展
 積極加強與內地及海外機構/團體聯繫，以配合餐飲聯發展需要，
為會員提供本地以外的市場發展情況
 提昇協會的知名度和為業界開拓更大的商貿平台、支援
七、 公共事務部 –謝竇達副主席報告
 「公共事務部」目標﹕
 關注餐飲業界相關政策事項及跟進
 按需要時訂立專題講座
 發放跟進事項、資訊予會員
(一) 環保及相關事項小組

(二) 勞工事務小組
議題﹕有關政府擬取消強積金對沖事宜
張宇人議員誠邀餐飲業界代表出席以下會議﹕
日期﹕1 月 18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三時
地點﹕立法會
以討論、交代最新政府就擬取消強積金對沖事宜的方案。

(三) 食品安全及危機應變小組
• 政府將進一步加強規管網上銷售食物，當中針對近年許多沒有實體店但在網上銷售有關「限制
出售食物」，例如刺身、壽司及生蠔等的經營者；
• 另外，本港還有僅透過 whats app 群組代購海外食物、或；
• 直接從外地網站訂購食物到港再分銷
(四) 牌照事務小組
跟進與餐飲業相關牌照事務，例如新法例實施內容和更新，增加牌照內容等事項 ，均會為會員提
供最新資訊及留意事項
八、 會員事務部 –何健副主席報告
會員事務部 – 本月份會最新資訊
會員事務部 - 2017 年 1 月份「新會員」審批名單
總結 1 月份，共通過審批會員共有 9 位

(餐飲業:

6 位，聯業: 3 位)

九、 財務報告行政部
【財務報告】
由陳家強副主席報告 12 月份財務報告：
i. 截至 31.12.2016 銀行月結為
ii. 12 月收入月結為$96,090.00
iii. 12 月支出月結(活動成本) 為$888,653.60
iv. 12 月支出月結(行政成本) 為$156,346.26
【下次會議日期】
2017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
【下次會議地點】
尖東 彩福皇宴 (安達中心 13 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遠康主席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主席
2017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