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 董事會例會 - 會議議程

2020年10月份董事例會
10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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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董事例會暫停

主席會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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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氣公司全力支持餐飲業界抗疫，送出
2000 枝納米光觸媒長效消毒劑予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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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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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8日

飲食連環賞「7月7折，8月8折」簡報會

2020年8月5日

聯同其他飲食業商會刊登報章向特首發公開信

2020年10月23日

食環署與餐飲業界攜手加強防疫措施

齊心抗疫，節能營商網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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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送出防疫/消毒產品 助食肆抗疫

2020年5月5日

2020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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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飲食 ‧ 振經濟」計劃啟動禮

中電支持餐飲業界同心抗疫，加
強食肆防疫消毒，送出1000枝
GERMAGIC長效殺菌+除臭嘖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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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食連環賞「7月7折，8月8折」簡報會

陳茂波司長連同飲食業界代表會見傳媒

贊助100套SANI-QUAT QAC消毒殺菌劑
免費派發予各會董。

餐飲聯與Hoegaarden聯營推出口罩保存
封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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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聯絡餐飲聯秘書處領取

2020- 2021年度「董事局成員競選」
週年會員大會 (AGM)暨特別會員大會(EGM)
日期：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
網上直播：Facebook及zoom
2020-2021年度70位董事局成員及主席團已順利
選出，謹此祝賀新一屆主席團及董事局！

傳訊部
陳家強 副主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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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 –飲食薈萃

季刊 –飲食薈萃

出版月份

專題報導

2020年1月第15期

環保餐具

20

2020年4月第16期

餐廳防疫工作及如何有效保持生意流動

15

2020年7月第17期

雪中飄香 冰河期的餐飲經營

10

第18期

(即將推出)

2020年《飲食薈萃》廣告公司數目
15

16
政府廣告(個)

8

商業廣告(個)

5
0

2

2

2

第15期

第16期

第17期

2020年《飲食薈萃》商業廣告贊助商(排名不分先後)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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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燈
中電
煤氣
味珍味
金百加
唯特奇香港有限公司
Lucky Tech
香港天廚有限公司

8. 水管家有限公司
9. 維他奶
10. 佳澤科技有限公司
11. 菲仕蘭(香港)有限公司
12. Well Sy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13. 卓加傳媒有限公司
14. 中原〔工商舖）
15. 標記食品廠有限公司

餐飲聯網站– 廣告招募
廣告類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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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udweiser HK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17. Champion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
18. KIA Motoes Hong Kong
19. 裕寶工程
20. 基快富食品有限公司
21. AsiaTop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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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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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訊部會議

部分擬定功能

日期：2020年1月13日
議程：商討開發餐飲聯APP及
傳訊部未來發展

日期：2020年5月6日
議程：餐飲聯APP投標公司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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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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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部

「公共事務部」目標：
1. 關注餐飲業界相關政策事項及跟進

曾偉 副主席 報告

2. 按需要時訂立專題講座
3. 發放跟進事項、資訊予會員

公共事務部會議(3/7/2020)

愛回收 – 月賞‧回收
為鼓勵市民大眾進行回收，並提供嶄新而全面的回收服務
體驗，愛回收推出全新的手機應用程式「iRecycle」
市民大眾只要登記成為 iRecycle 用戶並於指定的回收點
進行回收(包括玻璃樽及/或塑膠樽(1號及2號))，即可賺取
積分，超過100名用戶於指定日期內累積最高積分將可贏
取涵蓋飲食、購物、娛樂及保健多方面的優惠獎賞。
下載 iRecycle 手機應用程式及詳情：
http://gmc.baguio.com.hk/iwantrecycleawardmay/

愛回收 –預約到戶回收
為提供更方便的回收途徑，碧瑤為iRecycle愛回收用戶提供貼心到戶玻璃樽及膠樽回收服
務，以改善香港環境。用戶可透過指定的WhatsApp專線預約到戶回收，便可以足不出戶
地保護環境。
到戶回收三部曲
1. 集齊不少於10個已清洗的膠樽及/或玻璃樽 (以單
一收集點計算)

行政部
林國亮 副主席 報告

2. 發WhatsApp 短訊至 (852) 6300 0133 進行 預
約，回收服務供應商收到預約後將與用戶聯絡，並於
14個工作天內進行到戶回收 (公眾假期除外)
3. 回收服務供應商會於回收當日再次跟用戶確認實
際地點及時間到戶回收。回收時用戶可以【iRecycle
愛回收】賺取積分

可回收物品的種類及服務詳情請參閱官方網站
http://gmc.baguio.com.hk/door2door-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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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年度「董事局成員競選」
週年會員大會(AGM)及特別會員大會(EGM)已於9月17日透過Facebook及zoom網
上直播形式順利完成，感謝各位會長、會董及會員的出席，多謝支持！

請各位會董盡快於遞交二十一週年會刊
廣告至餐飲聯秘書處info@hkfort.org.hk

是次特別會員大會通過增加董事局成員名額由60席至70席，而餐飲業會員及聯業
會員則維持以3 ﹕1比例 (即52席餐飲業會員及18席聯業會員)，餐飲聯衷心感謝上
屆會董熱心支持會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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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
餐廳：陶源酒家
地點：尖沙咀國際廣場 2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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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飲食交流團「北園酒家（上環）」(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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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二十一週年晚會暨2020-2021年度會董就職典禮
朱淑煒副主席為二十一週年晚會籌委會主席

二十一週年晚會週年會刊廣告刊登
廣告刊登價目

週年會刊 - 廣告刊登

$6,800

內頁全版

$3,600

內頁半版
內頁半版

內頁全版

活動 /展覽資訊

香港餐飲展(RBHK) X 亞洲高端食品展(GA) 2020

或受疫情影響
有待最新公佈

活動 /展覽

日期

亞洲素食展2020

2020年10月23日至10月25日（暫定）

香港餐飲展 x 亞洲高端食品展
亞洲天然及有機博覽2020

2020年11月11日至11月13日（暫定）

第55屆 工展會

2020年12月12日至2021年1月4日（暫定）

第31屆 Food Expo美食博覽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美酒展

2021年1月28日至2月1日（暫定）

2020香港工展會․澳門

2021年4月2日至4月5日（暫定）

第8屆 香港美食嘉年華

取消舉行

開放時間：11月11至12日(11:00-18:30)，11月13日(11:00-17:00)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香港餐飲展（RBHK）是亞洲頂尖食品及款待業展覽，展出各品牌食品、飲料、器材等豐富
展品，促進業界交流，啟發創新商業意念。同場舉行亞洲高端食品展（GA），將展出高檔食
品飲料、優質海鮮肉類、精緻烘焙食品及糕點，以及頂級葡萄酒，買家可獨家盡覽環球熱門
產品，拓展精緻食品市場。
或受疫情影響
有待最新公佈
RBHK專屬展區
‧葡萄酒、烈酒及啤酒
‧餐飲服務及設備
‧餐飲設計及供應品
‧餐飲科技

GA專屬展區
‧食品和飲料
‧肉類及海鮮
‧烘焙及糕點
‧咖啡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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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屆工展會
日期：2020年12月12日至2021年1月4日
地點：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網址：www.hkbpe.com.hk/
或受疫情影響
查詢：(852)2542 8689
有待最新公佈
因應疫情影響，短期內旅客入境受限，大會推出
全新網上工展會平台，與實體工展會同步上線，
將於12月12日至1月11日舉行，協助參展商抓緊
線上線下龐大商機。
網上工展會（online.hkbpe.com.hk）

培訓部
謝海發 副主席
報告

飲食業職安健督導委員會(2020-2022)

派發職安健記事簿

謝海發副主席及林國亮副主席將繼續代表協會參加飲食業職安健督導委員會工作

飲食業職安健督導委員會編印的「2021年飲食業及旅遊業職安健記事簿」將近
印製完成，稍後可免費派發予各會員分發給員工，加強推廣工作間的安全意識，
宣傳職業安全健康，有興趣索取的會員可留意秘書處通知。

- 收集飲食業對業界職安健的意見，並向職安局匯報和提出意見
- 就整合局方在飲食業方面的宣傳、教育訓練、研究和資助計劃等各項服務

勞工處 飲食業安全凝聚計劃(2020/2021)

職安健星級食肆計劃

為了推動業界切實採取安全措施及改善工作環境，加強飲食業僱主、僱員及業內人
士的工作安全和健康意識，勞工處與業界合辦「飲食業安全凝聚計劃」。

為進一步提升飲食業的工作安全表現，職安局推出「職安健星級食肆計
劃」。計劃下員工可接受相關的安全訓練，食肆亦可獲免費5S良好工作場
所整理顧問服務，資助購買安全設備及服務。

推行日期：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
參與方法及嘉許
僱主和僱員代表簽署工作安全聲明 共同承擔並攜手改善食肆職安健
填上回條連同一張展示已在店內貼上安全聲明相片於2020年10月31日或之前交回勞工處
如參與食肆在上述期間內没有發生任何嚴重或致命的工業意外/事故，無接獲勞工處發出
的「暫時停工通知書」，及沒有違反職安健及相關法例而被勞工處檢控，參與食肆將獲頒
參與證書及精美禮品，以作鼓勵。

企業派員工完成職安健培訓、接
受顧問服務並執行安全顧問提出
的改善建議後，可向職安局申請
認證，企業須提交5S良好工作場
所整理計劃書及相關文件。
若審核結果符合規定，職安局將
推薦向企業頒發「職安健星級食
肆」資格，並發出證書，食肆可
在公司信箋、信封、報章、廣告
及其他宣傳刊物中展示認可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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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局 網上講座
飲食業及旅遊業之「預防上肢勞損」
飲食業從業員可能會因長時間工作而引致上肢勞損，
為提高業界對上肢勞損的認識，職安局將邀請勞工處
代表講解上肢勞損的主要成因和各種預防措施。職安
局代表會介紹「零時間運動」，鼓勵從業員利用坐着
時、站着時及行路時多做不同動作活動身體，進行簡
單運動。歡迎報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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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職安局網站報名

https://sms.oshc.hk/portal/enrollment/activityT.aspx?act
ivityid=7427

楊振年副主席將連任處理項目拓展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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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拓展部
楊振年 副主席
報告

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向受措施影響的行業和人士提供援助
四類合資格的食物業牌照持牌人
普通食肆、小食食肆、水上食肆及工廠
食堂，按處所面積可獲發一次性
$50,000-$250,000資助

卡拉OK場所、夜總會及酒吧／酒館
每間按照指示須關閉整個持牌處所範圍的餐飲處
所可額外獲發25,000元的一次性資助

學校及專上院校餐飲供應商
為每一符合資格的餐飲供應點提供一次過
40,000 元的紓困資助

小學及中學的飯盒供應商
為飯盒供應商提供一筆過紓困津貼，以每
一供應商服務的學校5,000 元計算

食環署街市內的熟食／小食攤檔承租人
以及在公營屋邨持有小販牌照經營熟食的攤檔承租人
可獲25,000 元的一次性資助

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餐飲處所資助計劃
政府在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下的餐飲處所資助計劃向合資格並營運中的普通食肆、小食
食肆、水上食肆和工廠食堂的持牌人按其牌照訂明樓面面積發放一筆過5萬元至25萬元資助。
食環署收到填妥的申請表格及相關文件並經審核後，一般於約兩星期發放資助款項，以劃線
支票寄往相關持牌食物業店鋪。
申請期：10月13日上午九時至11月12日下午五時
持牌處所面積
(按牌照上訂明的樓面面積)

資助金額 (港幣)

不超過100平方米

50,000元

100平方米以上至200平方米

100,000元

200平方米以上至400平方米

150,000元

400平方米以上至700平方米

200,000元

700平方米以上

250,000元

申請方式﹕
可親身或以郵寄方式向食環署分區
環境衞生辦事處（如酒牌則須向各
牌照辦事處）遞交申請，食物業牌
照持牌人亦可透過食環署網頁遞交
資助申請

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政府物業租金寬減、收費豁免和差餉寬減
- 政府物業及短期租約等合資格租戶75%或100%租金寬減延長6個月
- 豁免27類政府收費1年及額外7類政府收費一年
- 非住宅用途水費及排污費75%減免措施延長4個月
- 第三及第四季非住宅物業差餉寬減上限增至5,000元
- 房委會、房協、機管局、科學園及數碼港向非住宅租戶提供租金寬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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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多項資助計劃（只供參考）
遙距營商資助計劃
（防疫抗疫基金）

RETAAS 零售業人力需求管
理科技應用支援計劃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政府推出為期6個月、總額5億元 資助零售企業應用科技管理人力 向中小企業提供資助，以鼓勵中
的「遙距營商計劃」，透過十天 需求並提升生產力。項目必須與 小企業參與出口推廣活動，藉此
特快批核，資助企業利用創新與 管理零售人力需求有關。常見例 協助其擴展香港境外市場。
科技，在疫情期間開拓遙距業務。子包括:電子商店 (e-Shop) 、電
子付款系統、庫存管理系統、安 企業可參與項目包括：香港境外
每間合資格公司可獲最多30萬元 全和監控系統 (例如：閉路電視 展銷/展覽會、香港境外商貿考察
總額資助，當中每個遞交方案最 系統）。
團、以香港境外市場為主要對象
多可獲10萬元的全額資助。
的本地展銷/展覽會、在以香港境
資助金額按等額方式提供，即企 外市場為主要對象的貿易刊物上
業最多可獲項目開支50%的資助。刊登廣告、建立或優化申請企業
每間企業最多可獲合共港幣5萬 所擁有的以香港境外市場為主要
元資助，以推展最多兩個項目。
對象的公司網站/流動應用程式作
出口推廣等。

青年委員會匯報

政府多項資助計劃（只供參考）
科技卷

BUD 專項基金

資助本地非上市企業/機構使 任何有助個別香港企業透過
用科技服務和方案，以提高生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或拓
產力或將業務流程升級轉型。 展中國內地及自貿協定經濟
體之項目均可申請資助。
自2020年4月1日起，政府已
進一步優化科技券，將每個獲 資助按對等原則提供，即政
批項目的資助比例由三分之二 府最多資助個別項目總核准
提高至四分之三，每名申請者 開支的50%，而企業須以現
的資助上限由40萬元增加至
金形式承擔不少於該項目總
60萬元，而獲批項目數目的
核准開支的50%。
上限亦由四個增加至六個。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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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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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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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飲食交流團（活動預告）

青委中秋晚飯

日期:2020年10月21日(星期三)
地點:會所1號 維港皇宴
（尖沙咀麼地道68號帝國中心1樓）

日期: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
地點:龍圖閣海鮮飯店
（尖沙咀漆咸道南17-19號帝后廣場1樓）

！！歡迎大家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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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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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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本年度AGM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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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事務部
黃浩鈞 副主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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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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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事務部 – 本月份會最新資訊

會員事務部 - 2020年10月份「新會員」審批名單

10月份 - 會員審批及通過

會員
編號

姓名

總結10月份，共通過審批會員共有 4 位

1 1231P/R

葉峻亨

(餐飲業: 3，聯業: 1)

2 1232C/R

陳德安

歡迎各會員介紹更多餐飲業、聯業
好友成為會員!

財務報告
(行政部)

3 1233C/R

郭慧敏

4 1234C/RT

鄧雪芬

性別

業務
性質

公司名稱

先生 KOKOROZASHI 志
Korean Corner (by
教授 Inno Thinking Group
Limited)
Milk Top (Hokkaido
女士 Marche Hong Kong
Limited)
小姐 金京發展有限公司

21週年晚會會刊及宣傳支出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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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中式餐館(日本
菜:KOKOROZASHI志 
-尖沙咀)

餐飲

非中式餐館
(Korean)

餐飲

食品製造工場、其

他(Milk Top Plus
Cafe)

聯業

餐飲批發及零售商
(西班牙火腿)

8月





9月

-

-

會員會藉費- 餐飲聯

-

-

會董/會員餐費及廣告收入

$80,300.00

$256,500.00

雜項收入

$8,535.80

-

例會暨春茗收入

-

-

交流聚會收入

-

-

會訊廣告收入

$44,625.00

-

$74,439.00

-

$207,899.80

$256,500.00

財務報告 (支出月結表-活動)
21週年晚會支出

餐飲

例會餐費收入 - 會員/嘉賓

總收入

例會支出費用 - 董事/會員/嘉賓

餐 聯
飲 業
業

財務報告 (收入月結表)
收入

保就業補貼

支出 (行政支出)

產品類型

財務報告 (支出月結表 – 行政)

8月

9月

-

$6,000.00

支出 (行政支出)
會計費

-

-

銀行手續費

-

-

EPS 手續費

-

-

PAYME 手續費

$557.00

$1,818.80

-

-

$25,000.00

-

$25,557.00

$7,818.80

宣傳品/公關/記者會費用
強積金供款
員工薪金
水、電費

8月

9月

$3,750.00

$3,750.00

-

$660.00

-

-

-

$31.92

$4,500.00

-

$3,143.75

$3,187.50

$70,875.00

$71,750.00

$173.00

$1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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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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費
郵遞, 速遞費

9月

$220.00

$220.00

$400.00

-

$6,871.00

$5,741.00

-

$2,891.87

$60.00

文具及文儀用品、名片費
大廈管理費
法律及專業費用

財務報告 (支出月結表 – 行政)

8月

支出 (行政支出)
秘書費用
清潔費
交通運輸費
廣告費
雜費

$5.00

$4,666.00

-

$3,250.00

$3,250.00

-

-

總額行政支出

8月

9月

-

-

$360.00

$260.00

$143.20

$91.60

-

-

$3,330.20

$923.70

$101,742.15

$92,929.59

財務報告 (銀行帳)
銀行月結
(至2020年9月30日)

銀行月結﹕$1,341,687.74

*未過戶支票

銀行往來戶口結餘

$0
$ 1,341,687.74

下次會議擬定於：

2020年 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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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