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 董事會例會 - 會議議程

2020年7月份董事例會
7月16日 (星期四)
即日發佈，只供網上瀏覽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7月董事例會暫停

主席會務活動
煤氣公司抗疫消毒大行動

2020年5月5日

飲食業申請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 網上直播簡介會

2020年5月13日

「餐飲齊心 食得放心」攝製抗疫歌曲

2020年5月18日

香港中華煤氣「撐飲食 ‧ 振經濟」計劃啟動禮

2020年6月8日

中電「齊心抗疫，節能營商網上講座」

2020年6月11日

主席團會議

2020年6月18日

陳茂波司長連同飲食業界代表會見傳媒 業界推餐飲優惠 飲食連環賞「7月7折，8月8折」簡報會

2020年7月8日

飲食連環賞「7月7折，8月8折」簡報會

「撐飲食 ‧ 振經濟」計劃啟動禮

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動議/和議)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動議/和議)
主席工作撮要報告
各部門重要工作撮要報告
新會員入會審批
財務報告
(動議/和議)
其他事項/專題討論
下次會議日期及地點

中電「齊心抗疫，節能營商網上講座」

2020年3月27日

齊心抗疫，節能營商網上講座

1.
2.
3.
4.
5.
6.
7.
8.
9.

日期︰2020年6月8日（星期一）
時間︰15:00至16:15
地點：透過網上平台進行講座

陳茂波司長連同飲食業界代表會見傳媒

講座內容：
中電分享：節能設備升級計劃
鴻福堂集團主席謝寶達先生：
公司的抗疫紓困方案及成功案例
星展銀行企業及機構銀行執行董事黄子祥先生：
銀行的融資及數碼方案以助中小企抗疫紓困

「餐飲齊心 食得放心」攝製抗疫歌曲
日期﹕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6:30
地點﹕彩福婚宴 尖沙咀國際廣場 25樓
由黃家和會長發起拍攝的「餐飲齊心 疫境
同行」MV 及餐飲抗疫歌曲，當晚進行部份
拍攝。邀請各餐飲同業好友蒞臨，一起歡聚。

香港中華煤氣「撐飲食 ‧ 振經濟」計劃啟動禮
2020年5月18日
煤氣公司推出第二階段的餐飲業復甦
支援行動，名為「撐飲食‧振經濟」計
劃，合共三項舉措，助力餐飲業界戰
勝疫情、度過困境。
(一) 廚房設備租購計劃
(二) 會員積分計劃及網上換購平台「好氣Fun」
(三) ZA餐飲業抗疫保障金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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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氣公司抗疫消毒大行動
煤氣公司全力支持餐飲業界抗疫，經張宇人議員協助聯繫，現有1000 枝納米光觸
媒長效消毒劑可免費派發予各會員，消毒劑能於餐廳常用物品表面形成保護膜，持
續3個月，有效殺滅99.9%細菌及病毒，讓食客食得安心又放心！
煤氣公司亦贊助100套SANI-QUAT QAC消毒殺菌劑（包括一枝1公升消毒劑連噴
樽一個）可免費派發予各會董。新加坡國家環境局公布0.05%QAC有效對抗冠狀病
毒，物料安全無刺激性，可接觸皮膚衣物，2分鐘有效消毒。

中電送出長效殺菌除臭嘖霧 助食肆抗疫
中電全力支持餐飲業界同心抗疫，加強食肆防疫消毒，現送出1000枝
GERMAGIC長效殺菌+除臭嘖霧（每枝200ml）予餐飲聯會員。嘖霧
30天長效持久表面殺菌，有效殺滅99.9%*的病毒、細菌及真菌，嘖霧
加入天然百里香精油為最有效的天然殺菌配方，瞬間去除異味。

領取方法
由於噴霧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餐飲業會員優先。為了使更多會員
能夠受惠，每位會員最多可申請5枝。有興趣的會員請先填妥回條
登記，經秘書處確認後將會收到通知安排取貨。
（一）可攜同確認回條，親身 或自行安排速遞至餐飲聯秘書處領取。
（二）可攜同確認回條，於餐飲聯例會當日到接待處領取。

港燈「節能設備資助計劃」
為非住宅客戶包括飲食業及中小企提供資助，以更換或添
置節能設備，包括LED燈膽及光管、一級能源標籤冷氣機及
高能源效益的冷氣系統。
每單一場所於計劃有效期内（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
月31日）的類別1及類別2資助總和上限為港幣15萬，資助
額將發放於申請人的電力賬戶內並用以抵消賬單的電費。
資助設備類型（一）
․ LED 燈
․ 一級能源標籤窗口式 /
分體式冷氣機

資助設備類型（二）
非《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內的高能源效益
的冷氣設備，包括：氣冷式冷水機、水冷式冷水
機、可變冷凍劑流量系統、單式組裝冷氣機。

資助率為設備購買淨價的50%
上限港幣5萬元

資助率為設備購買淨價的50%
上限港幣15萬元

傳訊部
陳家強 副主席 報告

飲食業申請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 網上直播簡介會
日期﹕2020年5月5日(星期二)
時間﹕中午12:00
地點﹕立法會506室
簡介會邀請食環署代表簡介餐飲處所(社交距離)資助計劃申請方法，可到張宇人
議員Facebook收聽重溫
https://www.facebook.com/tommycheungyy/videos/1120935004972473/

季刊 –飲食薈萃
第16期飲食薈萃已經推出！
專題報導:
餐廳防疫工作及如何有效保持生意流動
隨書附送
餐飲聯設計防疫貼紙
香港警務處贊助口罩保存封套
嗚謝 香港警務處
商業罪案調查科，反詐騙協調中心 贊助口罩保存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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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聯資訊-口罩訂購
餐飲聯希望為業界開拓更多資源，為長遠的防疫措施作更好準備
早前經會員介紹下，餐飲聯接獲多間口罩代理商資料，本會經過初部篩選後有5間
具認證及價錢合理的公司供會員自行選擇，詳情可留意餐飲聯電郵。
註：資料謹供參考，有關價格等詳情請直接聯絡相關公司了解

計劃申請科技券資金 開發餐飲聯APP
（已截止投標，進行開發程序）
部分擬定功能
•每月活動時間表 – 定期介紹協會最新活動
•活動報名 – 供會員/非會員於餐飲聯活動報名
•支付系統
•會員登入 – 開設平台/登入系統，以辦別會員身份、權限
•資訊分享 - 部門簡介、餐飲業界動向、協會資訊、例會會議紀錄
•會員通知 / 提醒功能
•會員活動相冊

快速支付系統 (PayMe)

傳訊部會議
日期：2020年5月6日
議程：餐飲聯APP投標公司匯報



餐飲聯即將推出PayMe 支付系統，讓各位會員更方
便、快捷繳付活動、餐席費用!

全面推出

餐飲聯擬定推出其他支付平台

餐飲聯網站– 廣告招募
廣告類型（1）

為讓各位會員在參與餐飲聯活動
上更靈活支付活動費用，擬定新
增支付平台

於網頁頁尾「廣告贊助」位置擺放貴公司
logo並連結到貴公司網頁

廣告類型（2）

a) 於「會員簡介」頁面擺放貴公司logo並
連結到一頁廣告（PDF檔）
b) 於網頁頁尾「廣告贊助」位置擺放貴公
司logo並連結到貴公司網頁

基於疫情影響，有關申請可能有少許延遲，詳情有待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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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聯季刊 –《飲食薈萃》廣告招募




透過餐飲聯龐大的人際網絡，令廣告商品和服務直接接觸目標客源
提升會員品牌和建立知名度
如有興趣，請致電25236128與餐飲聯秘書處聯絡

公共事務部
曾偉 副主席 報告

公共事務部會議(3/7/2020)
「公共事務部」目標：
1. 關注餐飲業界相關政策事項及跟進
2. 按需要時訂立專題講座
3. 發放跟進事項、資訊予會員

恒生銀行支援中小企措施視像主題分享

2020中電「中小企延繳電費計劃」

鑑於最近新型肺炎對飲食業造成的影響，本會努力尋求能夠幫助各位會員渡過疫
情的方法。得悉恒生銀行推出支援中小企商戶計劃，已與對方聯繫以舉辦一個視
像主題分享。簡介恒生支援中小企計劃，包括『百分百擔保優惠貸款』及『紓困
措施』的介紹。

中電推出「中小企延繳電費計劃」予合資格的餐飲業，零售業及酒店業
客戶。成功獲審批的客戶，其2020年5月及6月的電費，可分別延期兩
個月至2020年7月及8月繳交。

日期: 2020年4月23日
時間: 下午3時正至3時45分
地點: Zoom視像會議
(會議ID: 354-559-303 )
(會議密碼: 20200423)
主持: 曾偉副主席
主講: 恒生銀行商務理財業務總監
陳紹樂先生

合資格客戶必須同時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1.非住宅客戶，以及
2.餐飲業，零售業或酒店業
有意申請者需準備以下文件：
1.填妥並遞交此申請表，以及
2.將所需證明文件 (商業登記證照片 及 店舖正面照片, JPG/PNG 格式)
電郵至 SMEdefer@clp.com.hk
申請表：https://clp.to/SMEd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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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進修學院 酒店及旅遊課程諮詢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

收緊社交距離措施（7月15日起生效，為期七日至7月21日）
餐飲處所
•
•
•
•
•

日期: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4時30分

顧客數目不得超過座位數目的一半，不得多於4人同坐一桌
除特定豁免處所，由下午6時至翌日上午4時59分不設堂食，只准外賣
關閉酒吧/酒館，以及餐飲處所的吧枱
暫停餐飲處所內的現場表演、跳舞、卡拉OK及麻將天九活動
其他規定及限制維持

地點:沙田火炭坳背灣街13號鍾偉平大樓3樓
表列處所(共12類)
• 所有表列處所須停業：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遊樂場所、公眾娛
樂場所、派對房間、美容院、夜店/夜總會、卡拉OK場所、麻將天九耍樂
處所及按摩院
• 會所必須關閉，當中的餐飲處所除外

羣組聚集最多4人（7月15日起生效，為期十四日至7月28日）
在公眾地方進行羣組聚集人數限制由50人收緊至4人
調整豁免羣組聚集如下：
• 豁免婚禮上不多於20人的羣組聚集，婚禮上不得供應食物或飲品
• 收緊股東會議人數限制，每個房間/區隔範圍不多於20人，會議
上不可供應食物或飲品
• 撤銷豁免宗教活動中的羣組聚集

現金發放計劃-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
登記期

2020年6月2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登記資格

於2021年3月31日或之前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性居

電子登記

可選擇經21間參與計劃的銀行中擁有以個人名義開立的本地港元儲蓄或往來銀行
帳戶，便可透過指定的個人戶口收取款項。。6月30日後以銀行電子登記，可於登
記後一星期收款。

書面登記

按出生年份組別分三批遞交書面登記表格，可選擇向有關銀行遞交書面登記表格，
透過指定的個人戶口收取款項；或選擇向香港郵政遞交電子或書面登記表格，領取
「抬頭支票」。市民亦可郵寄書面登記表格到香港郵政信箱182020號。如在本地
寄出，無需貼上郵票。
1955年或以前
➡ 2020年6月21日開始登記
1956年至1970年 ➡ 2020年7月5日開始登記
1971年至2002年 ➡ 2020年7月19日開始登記

新聞公報：https://bit.ly/3fpIqRB

計劃網站：www.cashpayout.gov.hk

「保就業」計劃
申領期為期六個月的工資補貼將會分兩期支付
第一期：支付2020年6月至8月的工資
第二期：支付2020年9月至11月的工資

第一期
共接獲申請428,659份，
168,799份來自僱主，259,860
份來自自僱人士

僱主須承諾
接受補貼期間不會裁員；及
把政府工資補貼金額全數用於僱員工資

當局已發放五批工資補貼合共涉及
約296億元，涵蓋接近11萬名僱
主和超過130萬名僱員。

行政部
林國亮 副主席 報告

保就業計劃秘書處會以電郵和短信通知獲批者，並將工資補貼
存入其指定銀行賬戶。
申請者可登入計劃網頁，查閱獲批補貼額和
承諾6月至8月的受薪僱員人數。
https://www.ess.gov.hk/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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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例會開始將更換場地
由2019年6月份起，董事例會將更換場地
6月份例會地點: 香港海景嘉福洲際酒店

呼籲參與商户推行「外賣7月7折8月8折」
飲食業商會原定於7月15日推出「7月七折 8月八折」優惠活動，因應近日
疫情迅速變化，經各合辦機構開會商議後，暫時按情況將計劃調整成「外
賣7月7折8月8折」，希望參與商户將原訂優惠計劃轉做外賣打折，配合政
府防疫之餘，也顧及市民安全。

(九龍尖沙咀東部麽地道 70 號)

免費派發 餐飲聯xHoegaarden口罩保存封套
餐飲聯全力支持餐飲業界抗疫，與Hoegaarden聯營推出口罩保存封套，可
免費派發予各餐飲聯會員，尤其是餐廳會員及他們食客，可以在進食前安全
衛生地收納口罩。
注意事項

回應「禁酒令」記者會（25/3/2020）
餐飲聯 聯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及各餐飲界商會舉行記者會回應「禁酒令」提出一系列
自發性措施，希望業界嚴緊遵守，最少維持兩至三星期，至令政府不會考慮用立法去
規管餐廳業。
部份措施包括：
-餐桌之間預留足夠空間，最好比原來減少50%座位
-取消Live Band 或者相關歌舞表演項目
-盡量鼓勵外賣(例如提供八折優惠)，甚或不設堂食
-食肆如發現顧客佩戴了衛生署電子隔離手帶，必須
嚴禁內進，並向「衛生署防護中心」舉報

1. 非餐飲業會員最多可申請100個。
2. 餐飲業會員每間食肆/公司可申請100個。
3. 為了使更多餐飲能夠受惠，每個集團最
多可獲分派400個(如貴集團多於4間, 最
高上限亦只可獲分派400個) 。

歡迎聯絡餐飲聯秘書處領取

向瑪麗醫院前線醫護 送上愛心防疫包

香港餐飲聯慈善基金 義工活動
向長者免費派發防疫用品 (2020年2月28日)

香港正值抗疫的重要時刻，醫護人員的工作
十分繁重，餐飲聯感謝全港醫護人員堅守崗
位，跟市民同心協力共渡難關！

市面防疫用品供應短缺，市民連日排隊
採購口罩，本會主席團成員聯同一班善
心會員，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特意準
備了一批口罩及滅菌噴霧，免費派發予
樂華邨的長者居民，希望藉着今次活動
幫助有需要的市民，加強防疫，解決燃
眉之急，同時提醒大家注意個人衛生。

餐飲聯慈善基金於3月初向瑪麗醫院的前線
醫護人員送上愛心防疫包，
當中包括健康飲品、防疫用品及湯包，希望
為前線醫護送上健康，齊心抗疫！

特別鳴謝：
健榮國際有限公司Ken Li 贊助口罩
Mr. Expan 贊助天然防疫滅菌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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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業界應對新型冠狀病毒

餐飲聯積極做好防疫工作 減低染病風險

去信地產商/業主，要求作出的措施協助餐飲業渡過難關
餐飲商會包括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稻苗學會及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業協
會，已發信給以下地產商/業主：領展、長實(和黃、置富)、
新鴻基、新世界發展、恒基兆業、港鐵、信和、華人置業
及基匯資本。要求取消底租，只收租金分成，為期6個月；
取消冷管費，為期6個月；取消只准電子消費才發泊車優惠。

-

於經常接觸的電制及密碼鎖貼上膠貼，定時消毒
為員工及訪客量度體溫
於當眼位置擺放酒精搓手液，可隨時消毒雙手
更改會議室座位擺放模式，保持一定距離
定時於辦公桌及公用空間噴消毒噴霧，殺滅細菌

訂購口罩及免水洗手啫喱
因應餐飲業對抗菌用品的需求，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先生正
為業界尋找口罩及免水洗手啫喱，由餐飲聯協助會員報名
及分發。

福利部
劉敏玲 副主席
報告

陶源酒家-知心好友聚餐
(圓滿結束)
餐廳：陶源酒家
地點：尖沙咀國際廣場 24樓

7月份飲食交流團「稻庭養助（尖沙咀）」
（因應疫情的最新情況，活動已取消）
活動詳情：
日期：2020年7月20日 (星期一)
餐廳：稻庭養助（尖沙咀）
地點：尖沙咀北京道12A號太子集團中心17樓

飲食四會庚子年新春聯歡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仍然嚴峻，場地未能
提供合適日子，為保障參加者的安全，及減
低疫情傳播風險，短期內將未能安排舉行飲
食四會庚子年新春聯歡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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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飲食交流團「北園酒家（上環）」(圓滿結束)
活動詳情：
日期：2020年1月13日 (星期一)
餐廳：北園酒家(上環)
地點：上環德輔道中安泰街7號康威花園一樓

國際事務部
朱淑煒 副主席
報告

誠邀參與—飲食連環賞「7月7折 8月8折」

活動 /展覽資訊

適逢政府派發一萬元，為吸引市民消費，餐飲業界
將於七及八月份推出飲食連環賞「7月7折 8月8折」
優惠活動，希望帶動消費氣氛，提高消費意欲。

香港書展

延期舉行

香港運動消閒博覽

延期舉行

教育及職業博覽

延期舉行

亞洲素食展2020

延期舉行

第31屆 Food Expo美食博覽

2020年8月13至17日（待定）

2020香港工展會․澳門

2020年9月4日至9月7日（待定）

「現金折扣」優惠，例如：

第8屆 香港美食嘉年華

2020年10月31日至11月8日（待定）

7月份：全單七折、套餐七折或個別食品七折
8月份：全單八折、套餐八折或個別食品八折

第55屆 工展會

2020年12中旬至2021年1月上旬（待定）

活動 /展覽

主辦機構：香港餐飲聯業協會、香港飲食業聯合總
會、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稻苗學會、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業協會。
推廣期：由2020年7月15日至2020年8月31日
立即報名：
https://forms.gle/iPZ5DJeFuVthxAeA6

第31屆 Food Expo美食博覽

或受疫情影響
有待最新公佈

日期

第8屆 香港美食嘉年華
或受疫情影響
有待最新公佈

日期：2020年8月13至17日 （星期四至星期一）
地點：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開放時間：(13/8-16/8) 上午10時晚上10時，(17/8) 上午10時晚上6時

日期：2020年10月31日至11月8日（共9日）
地點：香港葵涌運動場（待定）
或受疫情影響
開放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晚上9時
有待最新公佈

主題展區
‧健康養生區
‧休閒食品區
‧餐飲用具區
‧為食Guide
‧香港原味道市集

精彩活動
‧萬聖節嘩鬼非凡才藝大賽
及嘉年華
‧ 「美饌廚藝坊」烹飪示範
‧工作坊
‧有獎攤位遊戲
‧抽獎活動
網址：www.foodhk.com.hk
查詢：(852)342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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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屆工展會
日期：2020年12中旬至2021年1月上旬
地點：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網址：www.hkbpe.com.hk/
查詢：(852)2542 8689
或受疫情影響
有待最新公佈

培訓部
謝海發 副主席
報告

香港科技園
IndustryConnect - LIVE (疫境營商篇)
日期：2020年6月16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網上直播@ZOOM

免費派發 職安健貼紙
為宣傳職業安全健康，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製作了職安健
貼紙，可免費派發予各會員，張貼於店鋪或分發給員工，加強推廣工作
間的安全意識

邀請了約12間園區公司作視像介紹，當中分享的技
術包括：網上營商、網上客戶服務和推廣、數碼支
付/ 流動裝置零售管理系統、網上會議工具、虛擬
團隊管理和溝通等技術。
簡介最新政府的資助計劃包括：科技券（TVP），
遙距營商計劃（D-BIZ PROGRAMME）等
有興趣索取的會員可聯絡餐飲聯秘書處

職安局 網上講座
「工作間的感染控制及建立正向思維」
勞工處代表將講解工作間的感染控制，衛生署代表將分
享如何於工作間內如何建立正向思維，而職安局代表亦
會講解工作間的衞生概念，歡迎有興趣人士報名參加。
講座設出席證明，成功報名者將收到確認電郵，電郵內
附網上講座連結。
日期

2020年7月30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6時30分至8時30分 (下午6時25分開始登記)

職安局網站報名

https://bit.ly/2O9XGGg

正確體力處理操作 職安健繪畫暨標語創作比賽
職安局轄下的文職及專業服務業、資訊及通訊業安
全及健康委員會合辦「正確體力處理操作職安健繪
畫暨標語創作比賽」，鼓勵學生及公眾透過繪畫及
標語創作，以創意宣揚體力處理操作的相關職安健
訊息。截止日期：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
主題
․體力處理操作的危害
․體力處理操作的風險因素
․正確提舉重物的方法
․預防及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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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拓展部
楊振年 副主席
報告

項目拓展部 – 工作目標 ﹕
1. 協助籌辦未來一屆「香港餐飲聯業展」活動；
2. 發展交流、展覽平台；
3. 拓展相關、交流合作平台；

政府多項資助計劃（只供參考）
餐飲處所(社交距離)資助計
劃（防疫抗疫基金）

遙距營商資助計劃（防疫抗
疫基金）

合資格並營運中的普通食肆、政府推出為期6個月、總額5
水上食肆、小食食肆及工廠 億元的「遙距營商計劃」，
食堂的持牌人可按其持牌處 透過十天特快批核，資助企
所已批核的總面積獲一次性 業利用創新與科技，在疫情
資助，資助會透過兩筆付款 期間開拓遙距業務。
預先分發，主要用作支援在
其申請獲批後的六個月內支 每間合資格公司可獲最多30
付其員工的薪酬。
萬元總額資助，當中每個遞
交方案最多可獲10萬元的全
額資助。

RETAAS零售業人力需求管
理科技應用支援計劃
資助零售企業應用科技管理
人力需求並提升生產力。項
目必須與管理零售人力需求
有關。常見例子包括:電子商
店 (e-Shop) 、電子付款系
統、庫存管理系統、安全和
監控系統 (例如：閉路電視
系統）。
資助金額按等額方式提供，
即企業最多可獲項目開支
50%的資助。每間企業最多
可獲合共港幣5萬元資助，
以推展最多兩個項目。

政府多項資助計劃（只供參考）
科技卷

BUD 專項基金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

資助本地非上市企業/機
構使用科技服務和方案，
以提高生產力或將業務
流程升級轉型。

任何有助個別香港企業
透過發展品牌、升級轉
型及/或拓展中國內地
及自貿協定經濟體之項
目均可申請資助。

向中小企業提供資助，以
鼓勵中小企業參與出口推
廣活動，藉此協助其擴展
香港境外市場。

資助非分配利潤組織推
行項目，以提升香港整
體或個別行業的非上市
企業的競爭力。每個獲
批項目最高可獲基金資
助港幣500萬元或該項
目總核准開支的90%。

自2020年4月1日起，
政府已進一步優化科技
券，將每個獲批項目的
資助比例由三分之二提
高至四分之三，每名申
請者的資助上限由40萬
元增加至60萬元，而獲
批項目數目的上限亦由
四個增加至六個。

資助按對等原則提供，
即政府最多資助個別項
目總核准開支的50%，
而企業須以現金形式承
擔不少於該項目總核准
開支的50%。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項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試行項目
項目總結發佈會(圓滿結束)
試行工作亦於2019年4月開始並於2019年
8月底完成。參與項目的公司和項目合作伙
伴發放項目資訊及總結心得，舉辦項目總結
發佈會。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企業可參與項目包括：香
港境外展銷/展覽會、香港
境外商貿考察團、以香港
境外市場為主要對象的本
地展銷/展覽會、在以香港
境外市場為主要對象的貿
易刊物上刊登廣告、建立
或優化申請企業所擁有的
以香港境外市場為主要對
象的公司網站/流動應用程
式作出口推廣等。

日期 (Date)

11月1日 - 3月31日

現階段進度︰
- 測試期於4月1日起正式開始，為

1月1日 - 3月31日

項目活動可包括研討會、
工作坊、會議、展覽會、
調查研究、獎勵計劃、
最佳營運守則、數據庫、
服務中心、支援設施和
科技應用示範等。

階段 (Phase)

工作 (Item)

籌備階段

檢視現行情況、
商討協作及垃圾處理情況調查

2018年11月 2019年3月
(5個月)

進行宣傳及教育活動

期5個月
- 每週1次於各工場進行巡查，量

4月1日 - 8月31日

試行階段

測試「多棄多付」收費模式

4月1日 - 8月31日

2019年4月 –
2019年8月
(5個月)

每月發放模擬賬單

度垃圾重量及評估垃圾袋使用量
- 遞交半年工作進度計劃書

5月15日 - 6月14日及
7月15日 - 8月14日

進行問卷調查
後期檢討階段

9月1日 - 10月31日

2019年9月 –
2019年10月
(2個月)

編製/完善良好作業指引
成果發佈會
宣傳及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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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委員會匯報

青委6月份飲食交流團
日期: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
地點:LCB Roasterie
（銅鑼灣駱克道487-489號駱克駅3樓）

活動安排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情況的最
新發展，為減低疫情在社區擴散
的風險，盡量減少人與之間緊密
接觸，擬定之青委內地考察團將
會取消。

青委主席團會議
日期：2020年5月14日
議程：
-商討下半年度計劃
-本年度AGM安排
下次會議日期：
2020年7月16日
Zoom網上會議

2019-2020年度 餐飲聯青委周年會員大會(AGM) (圓滿結束)
日期:2019年10月29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6時30分（登記入場）
下午7時正（AGM）、下午7時半 (晚宴)
地點 : 尖東Clu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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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聯青委健身隊群組成立
開放群組互相交流健身心得及保健營養等資訊，
每星期一齊去做健身活動。健身設施有有氧器
械例如跑步機，單車，太空機及大量力量訓練
設施。
地點：Goji，尖沙咀THE ONE 9-11樓
開放時間：週一到週五：0630-2330
週六週日+假期：08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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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密切關注
最新消息

會員事務部
黃浩鈞 副主席 報告

會員事務部 – 本月份會最新資訊

7月份 - 會員審批及通過
總結7月份，共通過審批會員共有 4 位
(餐飲業: 3，聯業: 1)

歡迎各會員介紹更多餐飲業、聯業
好友成為會員!

會員事務部 — 工作目標 ﹕
1.增加更多本地及海外會員加強餐飲聯的國際知名度
2.加強新會員溝通
3.安排一些新會員福利讓新會員參與率提升
4.亦要多現有或比較長時間的會員帶起不同年代的會員溝通。

會員事務部 - 2020年7月份「新會員」審批名單
會員
編號

姓名

性別

公司名稱

業務
性質

產品類型

餐 聯
飲 業
業

1 1219P/R

梁淦鈞

先生 Momentum coffee limited

餐飲

食品製造工場,非
中式餐館(Coffee
shop)



2 1220P/R

陳嘉滎

先生 廈門德榮美食店

餐飲

中式餐館



3 1221C/R

蘇芷翹

小姐 陸館有限公司(牛大人)

餐飲

非中式餐館(火鍋)- 
牛大人(旺角)

4 1222P/RT

鄺發炫

先生 鄭鄭稅務有限公司

聯業

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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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行政部)

財務報告 (收入月結表)
收入

5月
-

-

會員會藉費- 餐飲聯

-

-

會董餐費收入

-

-

雜項收入

-

-

例會暨春茗收入

-

-

交流聚會收入

-

-

會訊廣告收入

$2,000.00

$4,000.00

$2,000.00

$4,000.00

總收入

財務報告 (支出月結表-活動)
支出 (行政支出)

6月

-

-

會計費

-

-

銀行手續費

-

-

EPS 手續費

-

-

PAYME 手續費

$762.00

$1,602.00

19/(20)週年晚會支出
19/(20)週年晚會會刊及宣傳支出
19/(20)週年晚會雜費
主席團會議餐費
交流聚會支出
會訊廣告支出
總成本

財務報告 (支出月結表 – 行政)

5月

例會餐費 - 董事/會員/嘉賓

-

-

$25,000.00

$0.00

$25,762.00

$1,602.00

支出 (行政支出)

宣傳品/公關/記者會費用
強積金供款
員工薪金
水、電費

財務報告 (支出月結表 – 行政)
支出 (行政支出)
飲水機租借費用
維修及保養費
電話通訊、年費服務
網絡費
郵遞, 速遞費
文具及文儀用品、名片費

6月

例會餐費收入 - 會員/嘉賓

5月

6月

$3,750.00

$3,750.00

$600.00

$1,200.00

-

-

-

-

-

$233.00

$3,156.25

$2,796.94

$79,774.19

$70,425.00

$109.00

$246.00

財務報告 (支出月結表 – 行政)

5月

6月

$220.00

$220.00

支出 (行政支出)
秘書費用

$1,000.00

$1,100.00

清潔費

$1,581.00

$1,581.00

交通運輸費

-

-

$40.00

$40.00

$1,822.77

$1,648.00

大廈管理費

$3,250.00

$3,250.00

法律及專業費用

$1,000.00

-

廣告費
雜費
總額行政支出

5月

6月

-

$1,440.00

$600.00

$1,680.00

$240.00

$467.70

$998.00

-

-

$1,961.37

$98,141.21

$92,0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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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銀行帳)
銀行月結
(至2020年6月30日)

銀行月結﹕$ 1,132,268.10

未過戶支票

銀行往來戶口結餘

$55,275.00
$ 1,187,543.10

下次會議擬定於：

2020年 8月20日 (星期四)
香港海景嘉福洲際酒店 (尖東)
因應疫情最新情況，例會如有特別安排
請留意秘書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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