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業界諮詢論壇第七十二會議紀要 

 

日期:二零一九年十一月二十九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58 號新灣仔街市 1 樓 102 室會議室 

 

出席者： 

政府代表政府代表政府代表政府代表    

 

楊子橋醫生 顧問醫生(社會醫學)(風險評估及傳達) 主席 

孟震宇醫生 高級醫生(風險傳達) 

鄭雋先生 衞生總督察(傳達及回應) 

陳蓉蓉女士 科學主任(科技刋物)2 

林漢基博士 科學主任(毒理) 

梁美詩女士 高級衞生督察(進/出口)檢察及調查  

蔣發葵先生 總監(風險傳達) 秘書     業界代表業界代表業界代表業界代表        
楊玉瑜女士 屈臣氏實業 

張泳女士 英王麵包(香港)有限公司 

何健熙先生 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 

李世傑先生 Ausino Food Holdings Ltd.  

(沒有提供中文名稱） 

劉天偉先生 澳洲商務及投資署 

何芷君女士 拜耳醫療保健有限公司 

林柏華先生 百好食品有限公司 

庾展瑋先生 英國駐港總領事館 

李淑儀女士 必維國際檢驗集團 

曾驊謙先生 卡樂 B 四洲有限公司 

梁殷瑜女士 中龍檢驗認證(香港)有限公司 

黃智先生 中國檢驗有限公司 

梁以薇女士 華潤萬家(香港)有限公司 

陳詩泳女士 彩鷗國際有公司 

陳祖楓先生 City Super Limited  

(沒有提供中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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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傑先生 廚房壹號有限公司 

冼靜茵女士 印度駐港總領事館 

黃婉真女士 馬來西亞外貿促進局 

Ms. Merve YILMAZCAN

（沒有提供中文姓名）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Office of the Commercial Attaché 

（沒有提供中文名稱） 

張永耀先生 大昌貿易行有限公司 

關子俊先生 達能 

Mr. Carlo Catingan 

（沒有提供中文姓名） 

Dole Hong Kong Ltd. 

（沒有提供中文名稱） 

梁瓊文女士 環境化驗有限公司 

張詠賢女士 歐陸食品檢測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陳琪倩女士 中港食品安全交流協會 

黃天信先生 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 

陳淑銘女士 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 

方俊緯先生 食品檢測有限公司 

何佩明女士 園心食品有限公司 

麥玉香女士 General Mills HK Ltd. 

（沒有提供中文名稱） 

黃妙蘭女士 吉利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梁峻軒先生 高美好食品有限公司 

鄭曦然女士 香港君悅酒店 

林沛恩女士 Greenroll Limited 

（沒有提供中文名稱） 

張天恩女士 香港元素有限公司 

趙炳權教授 香港食品科技協會 

廖玉貞女士 香港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 

吳詩敏女士 香港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 

林財達先生 合發食品公司 

馮俊賢先生 洲際海景嘉福酒店 

簡慧薇女士 國際食品安全協會 

區穎琛女士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 

黃芷欣女士 伊藤忠商事(香港)有限公司 

周天任先生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前田久紀先生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岑慧怡女士 怡和飲食集團 

羅子豪先生 怡和飲食集團 

詹瑞賢女士 怡和飲食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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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玲女士 康師傅飲品控股有限公司 

黃慧敏女士 李錦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陳麗行女士 敍福樓餐飲有限公司 

莫美芝女士 麥當勞有限公司 

楊美怡女士 麥當勞有限公司 

王沛森先生 天一環球有限公司 

馬榮生先生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黃思敬先生 日清食品(香港)管理有限公司 

黃舒婷女士 海皇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張仲雯女士 伯伯加奴太平洋有限公司 

鄧漢輝先生 PizzaExpress (Hong Kong) Limited 

（沒有提供中文名稱） 

林家堅先生 保能(環境)有限公司 

陳鈺文女士 富豪飲食(麗豪)有限公司 

吳子暉先生 富豪酒店國際有限公司 

勞麗姍女士 慎昌有限公司 

張成錦先生 香港中華總商會 

林偉光先生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雷兆豐先生 牛奶有限公司- 惠康 

歐陽海儀女士 嘉頓有限公司 

謝靜寶女士 香港賽馬會 

韓燕女士 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 

Winnie KWOK 

（沒有提供中文姓名）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Ms. Amy CHAN 

（沒有提供中文姓名） 

W Hong Kong 

(沒有提供中文名稱） 

郭穎宜女士 浩新貿易有限公司 

伍韋軒先生 威信國際冷凍食品(香港)有限公司 

陳偉財先生 榮華食品有限公司 

林之瑤女士 惠氏(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源美棠女士 源隆行有限公司 

 

開會詞開會詞開會詞開會詞 

 

 主席歡迎所有業界代表出席第 72 次業界諮詢論壇會議，並介紹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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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次會議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紀要 

上次會議紀要無須修訂，獲得通過。 

 

議程項目一議程項目一議程項目一議程項目一 

巴西肉類巴西肉類巴西肉類巴西肉類、、、、禽肉和蛋類進口香港的新安排禽肉和蛋類進口香港的新安排禽肉和蛋類進口香港的新安排禽肉和蛋類進口香港的新安排 

 

2. 鄭雋先生向與會者簡述，在 2017 年 3 月，有傳媒報道巴西肉類生產商涉嫌賄賂

政府官員以換取獲批准售賣和出口據稱受污染肉類，其中有部分輸入香港。同年9月獲

巴西當局證實有關衞生證明書屬偽造。食安中心的調查發現，事件涉及 10 批相關肉類

產品，全部經香港轉口，並沒有流出本港市面。食安中心亦已把事件通報相關進口國家。 

 

3. 食安中心已即時加強抽取巴西進口肉類。截至今年 10 月底，共抽驗了超過 1,050 

個樣本，檢測結果全部合格。事件後，食安中心在檢視巴西肉類衞生證明書正本時，會

同時核對巴西當局的網上系統的資料。其後，沒有再發現偽造的衞生證明書。 

 

4. 因應上述事件，食安中心亦訂定特定入口要求，以確保巴西的進口肉類食用安全；

其中包括: (i) 更清晰闡明雙方法律標準; (ii) 加強食物溯源能力; (iii) 更清晰要求符合世

界動物衞生組織及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 (iv) 更具體要求符合食物安全重點控制 

(HACCP) 食物安全系統及優良製造規範 (GMP); 及(v) 強化風險為本的獸醫審計和藥

物監測計劃。 

 

5. 直至今天，巴西當局已向食安中心提供其認為符合特定入口要求的458間合資格廠

房名單。根據食安中心統計，該名單已涵蓋所有過去1年曾經從巴西出口產品至香港的

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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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進口新安排將於 2020 年 5 月 18 日起全面實施，巴西當局只會就合資格廠房簽

發經修訂後的衞生證明書籍以加強食物溯源能力，而食安中心則相應簽發進口許可證；

業界有 6 個月過渡期作採購安排。為保障業界利益，食安中心建議應從合資格廠房進

口 其 肉 類 、 禽 肉 和 蛋 類 ， 並 在 進 口 前 先 查 閱 巴 西 當 局 的 網 址

( www.agricultura.gov.br/arquivos-eventos/establishmnt-hkg.pdf/)，核實有關廠房是否在合

資 格 廠 房 名 單 內 。 業 界 可 於 食 安 中 心 網 頁

(www.cfs.gov.hk/tc_chi/committee/committee_tcf_2019.html)得悉進口新安排或致電 2867 

5577查詢有關詳情。 

 

7. 一位業界代表詢問，針對巴西肉類進口香港安排是否亦適用於進口其他國家的肉類

產品。梁美詩女士回答說因應上述事件，有關安排只適用於進口巴西肉類產品，而有關

458 間合資格廠房之名單是由巴西政府提供。 

 

議程項目二議程項目二議程項目二議程項目二 

在餐牌上就高風險食物向消費者作出食用忠告的業界指引在餐牌上就高風險食物向消費者作出食用忠告的業界指引在餐牌上就高風險食物向消費者作出食用忠告的業界指引在餐牌上就高風險食物向消費者作出食用忠告的業界指引 

 

8. 陳蓉蓉女士簡述，指引適用於食物業處所及食品零售商，有助業界告知消費者所供

應的即食食物含有生的或未煮熟的食材╱配料，消費者須注意食用風險。生的或未煮熟

的食物如沒有經過熱處理或熱處理不足，未能徹底消除食物中的微生物，包括「超級細

菌」，這些「超級細菌」不論是否有致病性，都有可能把抗藥性基因轉移到人體內的其

他細菌，日後我們使用抗生素治病時，藥效便可能受影響。 

 

9. 陳蓉蓉女士進一步說明，「超級細菌」是已產生抗菌素耐藥性的微生物 (如細菌)，

它們具有抑制多種抗菌素 (如抗生素) 的能力；從「農場到餐桌」的整個過程，食物都

有可能受「超級細菌」污染。業界應使用「食物安全五要點」(主要由世衞制定) 以應付

抗菌素耐藥性問題，其中包括: (1) 精明選擇; (2) 保持清潔; (3) 生熟分開; (4) 煮熟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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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5) 安全溫度。以上要點是基於科學證據而訂出，對預防食源性疾病極為有效。 

 

10. 陳蓉蓉女士表示，高危人士 (包括孕婦、嬰幼兒、長者及免疫力弱的人士)應避免食

用生或未煮熟的食物，業界可透過在餐牌上就此等食物給予消費者食用忠告或提示；也

可在菜單展示板、小冊子、招牌、食品標籤及∕或紙牌上作出食用忠告，國外某些國家

就高風險食物已在餐牌上作出食用忠告，例如美國及英國。此外，食安中心屬下之消費

者聯繫小組曾於 2019年九月舉行聚焦小組討論會，與會者表示餐牌標示的文字和圖像

宜清楚簡單，有助市民作出合適的選擇。 

 

11. 陳蓉蓉女士表示，高風險食品包括: (1) 供生吃或未煮熟的魚類; (2) 所有其他供生

吃或未煮熟的水產; (3) 供生吃或未煮熟的蛋; (4) 以生蛋製成的沙律醬和蛋黃醬; (5) 以

生蛋製作的甜點; (6) 以生乳製成的軟芝士 (7) 供生吃的即食蔬菜 及 (8) 生的或未煮

熟的肉類。陳蓉蓉女士補充說，經特別處理後可生吃或非全熟食用的食物 (例如: 以巴

士德消毒處理的蛋製成品、軟芝士及熱熏三文魚)，業界可無須向消費者作出食用忠告，

但仍應就此等食物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認可標籤，以確保食用安全。 

 

12. 主席補充，美國之FDA 對在餐牌上就高風險食物向消費者作出食用忠告是一個強

制性要求，作為預防食物中毒、病菌引致之疾病及排除抗藥性細菌把抗藥性基因轉移到

人體內的其他細菌的可能性。 

 

13. 一位業界代表查詢，署方會否針對抗藥性細菌發出相關指引，主席回答說，針對預

防抗藥性細菌之傳播，焦點應集中在控制食物源頭上，署方不會另外訂立指引。 

 

14. 一位業界代表查詢，現時是透過餐牌上就高風險食物向消費者作出食用忠告，這些

忠告將來會否亦應適用於預先包裝食物，陳蓉蓉女士回答說由於現時有關指引是自願性

質，故它亦適用於預先包裝食物的食物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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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三三三三 

最近社會事件與食物安全最近社會事件與食物安全最近社會事件與食物安全最近社會事件與食物安全 

 

15. 鄭雋先生簡述，鑑於近期社會事件，一些食肆和食品零售店關注其售賣的食物或材

料可能受到催淚煙或其他物質污染。其實，食物污染源頭很多，而催淚煙或其他污染物

會否對食物安全構成影響則視乎多種因素，例如食物的貯存情況、食物暴露於污染物的

時間、污染物的濃度等。因此，食物須妥為貯存於適當地方，例如放在清潔及已蓋好的

食物容器內，以減低食物受污染的風險，如食肆或食品零售店附近有催淚煙發放，應關

閉所有門窗，並關上空調，及可用濕布封上門窗隙罅，以減低室內受到污染的機會。事

後亦應留意食物包裝是否完好，並檢查食物有否受到損壞或污染；如懷疑食物受到污染

或有異樣，為審慎起見，便不應進食。在一般情況下，以流動水清洗一些食物，例如水

果或蔬菜，可減少食物表面的污染物，但如懷疑食物受到污染或有異樣，便不應進食。

此外，業界應時刻遵守「食物安全五要點」。最後，鄭雋先生建議業界，如有需要，可

瀏覽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網頁: ( https://www.cfs.gov.hk/tc_chi/index.html) 獲取

有關資訊。 

 

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四四四四 

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 

 

16. 鄭雋先生簡述，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 (FTP) 為業界提供以下各種網上服務，包括: 

(i) 處理申請食物進口商 / 分銷商登記及續期; (ii) 申請進口許可證、進口准許; (iii) 記

錄食物抵港的資料; 及 (iv) 提供有關食物安全和進口管制的資訊。食安中心在過去一

年，先後多次在諮詢小組會議及業界諮詢論壇聽取業界意見，並在2019年5月起為業界

舉辦了多場試行操作訓練課程。 

 

17. 鄭雋先生進一步說明，FTP所提供的服務將分階段推出：2019年12月23日開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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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可以開立FTP使用者帳戶，及進行食物進口商/分銷商新登記、續期和更新資料；預計

2020年第一季開始，業界可以： (i) 申請肉類及家禽的進口許可證； (ii) 申請肉類、家

禽及野味的進口准許； (iii) 記錄食物抵港的資料; (iv) 查詢合資格的屠宰工廠及加工廠

的名單;及 (v) 查詢暫停進口的食物名單；預計2020年第三季開始，業界可以申請奶類

及冰凍甜點的進口准許；預計2021年第二季開始，業界可以申請蛋類的進口准許。 

 

18. 食安中心已於2019年11月開始向已登記/獲豁免登記的肉類、家禽和野味的進口商

發出郵件/電郵邀他們請開立FTP賬戶。之後，食安中心會按食物商登記到期日分批向其

餘進口商發出邀請，亦會陸續安排其他獲豁免登記食物商開立賬戶。 

 

19. 鄭雋先生請與會者留意： (i) 使用FTP的電子服務屬於自願性質； (ii) 當網上申請

進口許可證和進口准許的服務推出時，將採用新的申請表格及新的進口許可證/進口准

許式樣； (iii) 與此同時，現有的紙張申請模式仍會繼續維持，但須使用新的申請表格；

(iv) 食安中心鼓勵業界盡早開立FTP使用者帳戶，以享用FTP方便快捷及環保的網上服

務。 

 

20. 一位業界代表查詢，營養標籤少量豁免網上平台會否合併入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

另一位業界代表查詢業界現時向食安中心申請食品進口時，需要遞交正本文件，若業界

使用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進行申請時，是否遞交相關掃描文件已符合要求。鄭雋先生表

示將會以會後補充方式回答以上兩個問題。 

 

21. 會後補充: 食安中心短期內未有計劃將營養標籤少量豁免網上平台合併入食物貿

易商入門網站，但會考慮有關意見。此外，業界在使用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進行申請時，

如需提交附加文件，可將有關文件的影像檔案上傳到網站。食安中心會按情況，要求申

請人提交文件的正本以作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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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五五五五 

食品商的登記食品商的登記食品商的登記食品商的登記 

 

22. 鄭雋先生簡述，根據香港《食物安全條例》(第612章)，第4和第5條規定，任何從事

食物進口或分銷業務的人士需向食環署署長登記為食物進口商/食物分銷商，"食物進口

商" 指任何人所經營的業務是把食物以航空或循陸路或水路運入香港，"食物分銷商" 指

任何人所經營的主要業務是以批發方式在香港供應食物。任何人直接從事進口/分銷食

物的交易並已獲取有關食物 (取得食物的管有權或控制權，即使有關食物未必由其直接

保管)，不論是通過電子或其他途徑，都被視為食物進口商/食物分銷商。 

 

23. 為方便營商，已根據其他條例登記或取得政府牌照的食物商，可獲豁免遵從登記的

規定，包括根據《食物業規例》(第132X章)、《冰凍甜點規例》(第132AC章)、《小販

規例》(第132AI章)、《奶業規例》(第132AQ章)、《厭惡性行業規例》(第132AX章)、

《屠房規例》(第132BU章)、《儲備商品(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規例》(第296A章)、《海

魚養殖條例》(第353章) 、或《商船(本地船隻)(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規例》(第548D章)批

出的准許的持證人或牌照的持牌人。然而，獲豁免登記的食物進口商和分銷商仍須向食

環署提供食物進口或分銷業務的補充資料。 

 

24. 鄭雋先生向與會者解釋，登記制度有助在發生食物事故時，迅速辨識和聯絡某一組

別的食物商。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就其食物進口或分銷業務登記為食物進口商或分

銷商，即屬犯罪，可被處最高罰款50,000元及監禁6個月。登記有效期為3年，已登記的

食物進口商及食物分銷商須每三年續期。首次登記及續期費用分別為195元及180元。《食

物進口商和食物分銷商登記制度指引》已上載食物安全條例網頁，以供參考    (網址︰

www.foodsafetyord.gov.hk)，亦可透過電郵  (fso_enquiry@fehd.gov.hk) 或電話 (2156 

3017/ 2156 3034)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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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聲稱進口的大閘蟹來自陽澄湖聲稱進口的大閘蟹來自陽澄湖聲稱進口的大閘蟹來自陽澄湖聲稱進口的大閘蟹來自陽澄湖 

 

25. 鄭雋先生簡述，根據香港法例，《食物業規例》(第132X章)，售賣大閘蟹必須附有

食物環境衞生署認可由出口地當局簽發的衞生證明書，並必須領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申介

貝類水產動物（大閘蟹）售賣許可證。根據食安中心資料顯示，現時香港並無輸入陽澄

湖大閘蟹的紀錄。如巿民在市面上見到有聲稱「陽澄湖大閘蟹」出售，可致電政府熱線

1823，方便相關政府部門作出調查同跟進。 

 

26. 一位業界代表表示今年是沒有人申請進口陽澄湖的大閘蟹，抑或沒有人成功申請進

口陽澄湖的大閘蟹，梁美詩女士回答進口陽澄湖的大閘蟹是毋須事先申請許可，只須在

進口時附有食物環境衞生署認可由出口地當局簽發的衞生證明書，供口岸食環署職員檢

查便可。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27.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決定。 

 

28.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四時三十五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