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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進⼝⽇本食品⼤增 
藉港作跳板⾛進⼤灣區
隨着中國內地⺠眾收入增加，他們的購買⼒及對
優質進⼝食品的需求持續提升，不少⽇本食品商
以香港為平台，從粵港澳⼤灣區⾛進內地市場。
2022年7⽉20⽇

⽇本農林⽔產省數據指出，內地⾸度成為⽇本食品最⼤進⼝
國，去年進⼝的⽇本食品總額⾼達149.5億港元，按年增⻑
23%。為協助業界了解箇中商機，香港貿發局「T-box升級
轉型計劃」（T-box）早前舉辦網上研討會，邀請香港及⽇本
業界代表分享兩地企業如何透過合作，以⼤灣區為切入點，全
⾯開拓內銷市場。 
 

⽇企視香港為⼤灣區⾨⼾

⽇本公益財團法⼈岐⾩縣產業經濟振興中⼼經營⽀援部⻑渡邊
佳宏表⽰，香港⼀直是岐⾩縣企業備受關注的巿場，該中⼼⾃
2013年起參與香港貿發局主辦的美食博覽，既協助兩地餐飲
企業合作，也推廣岐⾩縣的特⾊美食。 
 
他期望，通過此次網上研討會，讓⽇本企業對香港及⼤灣區食
品市場有更深入的認識，「這次研討會分享了食品業在物流、
發展⽅⾯等趨勢，我們期待全球疫情進⼀步回穩、國際回復⾃

營商有法

https://www.hktdc.com/event/hkfoodexpo/tc
https://hkmb.hktdc.com/tc/Section/%E7%87%9F%E5%95%86%E6%9C%89%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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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通關往來後，能再次到香港推廣並舉⾏不同活動。」 
 
香港貿發局⽇本（⼤阪）辦事處代表馮政淼指出，不少香港⼈
⼀向熱衷到⽇本旅遊，在疫情下對⽇本食品需求更⾒殷切。
「香港⼈對⽇本食品的熱衷程度及購買⼒不可忽視，⽇本向香
港出⼝的農林⽔產超過116億港元，佔香港同類食品進⼝額不
到5%，反映⽇本企業未來可進⼀步向香港市場推廣更多⽇本
優質食品。」 
 
他表⽰，由於愈來愈多內地⺠眾追求⾼品質⽣活，他們對各類
進⼝食品的需求持續增加，⽽香港作為⼤灣區的⾨⼾，其便捷
的交通網絡有助⽇本企業接通擁有逾8,600萬⼈的⼤灣區巿
場。 
 
「當⽇本農⺠在早上把採摘的食品送抵成⽥或關⻄機場後，當
⽇下午已能在香港通關，黃昏時份已可送抵香港的零售店、餐
廳等。因應⼤灣區⺠眾對⽇本新鮮食品的需求甚⾼，我們期望
在不久將來可以通過香港，把⽇本食品即⽇送抵⼤灣區。」 
 
 

不少香港⼈⼀向熱衷到⽇本旅遊，在疫情下對⽇本食品需求更
⾒殷切，⽽⽇本食品商亦可透過香港⾛進⼤灣區市場。 
 
 
 

內地海關更新食品進⼝註冊制度

香港貿發局研究部商務諮詢主管趙永礎指出，中國內地已成為
全球的龐⼤消費市場，2021年進⼝食品額⾼達2,089億美
元。香港企業可循「⼀般貿易」和「跨境電商」兩個渠道把食
品出⼝⾄內地。 
 
「香港作為轉⼝港，每年出⼝⼤量食品⾄內地，當中超過九成
來⾃歐美、亞洲等產地，經香港轉⼝⾄內地。值得留意的是，
從今年1⽉1⽇起，所有外國食品⽣產商在進入內地時，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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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向中國海關總署申請註册的18類進⼝食品

⾁與⾁製品 腸衣 ⽔產品

乳品 燕窩與燕窩製品 蜂產品

蛋與蛋製品 食⽤油脂和油料 包餡麵食

食⽤穀物
穀物製粉⼯業產品
和麥芽

保鮮和脫⽔蔬菜以及
乾豆

調味料 堅果與籽類 乾果

未烘焙的咖啡豆與
可可豆

特殊膳食食品 保健食品

 
 

GS1貨品識別碼助拓內銷市場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GS1 Hong Kong）⾼級供應鏈顧問潘國
濂表⽰，GS1是⼀家提供全球獨有識別碼的全球標準組織，⽤
以識別從製造商到消費者供應鏈上的貿易項⽬、物流單位、位

取得中國海關總署進⼝註冊證明，
其中18類進⼝食品的境外⽣產企
業，須由所在國家或地區的主管單
位作代表，向中國海關總署申請註
册；其他進⼝食品的境外⽣產企
業，須⾃⾏申請其註册系統賬號
後，⽅可把食品進⼝⾄內地。另
外，所有進⼝食品也需要與內地⽣
產食品⼀樣，必須符合《食品安全

法》和相關的食品包裝標籤要求，全⾯提升所有食品的品質要
求。」 
 
對於有意進軍內地市場的海外食品商來說，趙永礎建議，他們
可以透過「跨境電商」的B2C渠道，在豁免有關註冊證明的情
況下，以⼩批量⽅式為產品測試市場⽔溫，惟相關食品只能⾯
向B2C市場直接售予個別消費者，不能轉售或作B2B⼤批量銷
售。 
 
「跨境電商的好處是無論是進⼝稅、增值稅等稅率，都比⼀般
貿易商低30%，也免除進⼝關稅，能以簡易渠道把食品進⼝
⾄內地。隨着海外食品進⼝商爭相進軍內地市場，優質的進⼝
食品商將較具競爭優勢，特別是從事食品轉⼝的香港企業，他
們不但對內地市場及相關法規有更深入了解，也可以藉《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優勢進入
內地市場，⽇本等海外企業也可以夥拍香港企業，開拓⼤灣區
以⾄內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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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資產。GS1識別碼（例如GTIN、或稱條碼）是全球被廣
泛使⽤的商貿標準，⽤以提升商貿間的資訊交流，每⽇條碼掃
瞄次數⾼達60億次。 
 
隨着內地城鎮化進程加速，中產⼈⼝不斷上升，內地消費者對
食品安全意識也持續提⾼，他引述內地數據指出，內地食品冷
鏈物流市場於2020年的總規模，已達3,832億元⼈⺠幣，同
比增⻑13%，預計今年的規模將增加⾄4,567億元⼈⺠幣。 
 
潘國濂認為，要把食品打進⼤灣區市場，必先做好「創造」、
「溝通」、「追蹤」及「構建」四步曲。「⾸先是創造獨⼀無
⼆的產品⾝份，助企業和消費者從農場到餐桌，做好產品資訊
管理⼯作；然後是透過電⼦數據，在社群上溝通和追蹤整個供
應鏈的數據，這都有助構建數據分析平台，有助企業按數據作
更⻑遠的營商決策和佈局。」 
 
「由今年1⽉1⽇起，部份入境中國內地的產品，包括嬰幼兒
食品、麵食、餅乾、啤酒、化妝品等，都必須填報商品條碼編
號GTIN（GS1），企業只需「憑碼申報」，中國海關就能進
⾏「智能反填」，秒速獲得產品名稱、品牌、分類、原產地、
規格等資訊，加快企業跨境通關的流程。他⼜表⽰，協會在
EPCIS的基礎上研發了「蹤橫網」（ezTRACK），讓企業可
以實時檢閱對業務運作⾄關重要的多項資訊，包括⽣產進度、
產品倉存數據及送貨⽇程等，也讓企業與貿易夥伴隨時隨地進
⾏訊息互通。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GS1 Hong Kong）⾼級供應鏈顧問潘國
濂表⽰，GS1是是⼀家提供全球獨有識別碼的全球標準組織，
有助企業加快報關過程，開拓⼤灣區市場。

港⽇本食品代理商參展增知名度 

不少海外食品品牌藉香港企業作跳板，成功⾛進⼤灣區。在香
港食品界屹立超過50年的僑豐⾏，擁有⾃家物流團隊，在香
港開設了31家零售店，由⽇本、韓國、台灣、歐洲等地進⼝
多達3,000款食品。僑豐⾏⾏政總裁黃偉鴻博⼠表⽰，該公司
早在1980年代已把⽇本有趣的零食玩具產品引入香港，⽬前
進⼝超過15個⽇本知名食品品牌，包括⽇清、不⼆家、三幸
製菓、YBC等。 



8/10/22, 5:20 PM 內地進口日本食品大增 藉港作跳板走進大灣區 | 營商有法 | HKMB - 商貿全接觸

https://hkmb.hktdc.com/tc/POQQoUZL/營商有法/內地進口日本食品大增-藉港作跳板走進大灣區 5/7

資料提供

 
他認為，不少香港企業樂於與⽇本食品商合作，除了是⽇本食
品有品質保證外，也由於彼此的營商理念和共同⽬標市場⼀
致。「⽇本食品深受內地消費者歡迎，根據⽇本農林⽔產省數
據指出，內地去年進⼝⽇本食品總額⾼達149.5億港元，在疫
情下仍按年增⻑23%。內地⾸度成為⽇本食品最⼤進⼝國，
連續16年居⾸的香港緊隨其後。」 
 
黃偉鴻認為，隨着⽇本各類食品在內地掀起熱潮，⽇本食品商
可以藉香港的國際級物流和貿易優勢，以⼤灣區為切入點開拓
內地市場。企業亦可參與香港及內地不同展覽開拓內銷市場。 
 
「例如，我們早在多年前已參與香港貿發局主辦的『美食博
覽』，另也參加『⼯展會』；內地展覽⽅⾯則參與上海環球食
品展、東北亞博會、進博會、糖酒會等。⾯對近年網購熱潮，
我們的產品除了繼續在各⼤連銷超市上架外，也登陸香港及內
地各⼤網購平台，如HKTV Mall天貓商城、京東、淘寶等，
務求做到線上線下同步發展。」 
 

僑豐⾏⾏政總裁黃偉鴻博⼠表⽰，去年內地已成為⽇本食品最
⼤進⼝國，⽇本食品商未來可以藉香港的國際級物流和貿易優
勢，以⼤灣區為切入點開拓內地市場。 
 
 

T-box助香港企業尋找商機 
 
為協助香港企業實踐業務轉型、開拓機遇，香港貿發局以
「沙盒」概念為藍本，推出「T-box升級轉型計劃」（T-
box），提供包括商務諮詢、⼯作坊、政府資助、市場資訊及
交流機會，協助港商掌握趨勢、提升技能及擴展商脈。 
 
該計劃⾃推出以來反應良好，累計已有超過2,000 家香港企
業參與，並舉辦超過450場由專業組織、商會代表、商業夥伴
及香港貿發局海外辦事處提供的免費諮詢。點擊了解詳情。 
 

https://smesupport.hktdc.com/tc/s/tbox
https://hkmb.hktdc.com/tc/Topic/%E9%A3%9F%E5%93%81%E5%8F%8A%E9%A3%B2%E6%96%99
https://hkmb.hktdc.com/tc/Location/%E9%A6%99%E6%B8%AF
https://hkmb.hktdc.com/tc/Location/%E4%B8%AD%E5%9C%8B%E5%85%A7%E5%9C%B0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A4%A7%E7%81%A3%E5%8D%80%E5%B0%88%E9%A0%81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B8%82%E5%A0%B4%E6%A9%9F%E9%81%87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T-bo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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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食品及飲料,  香港,  中國內地,  ⼤灣區專⾴,  市場機遇,  T-BOX,
⽇本食品,  內銷市場,  趙永礎,  進⼝註冊,  跨境電商,  貨品識別碼,
美食博覽

文章概覽

隨着中國內地⺠眾收入增加，他們的購買⼒及對優質進⼝食品的需求持

續提升，不少⽇本食品商以香港為平台，從粵港澳⼤灣區⾛進內地市

場。

香港貿發局研究部商務諮詢主管趙永礎說，⽇本等海外企業可夥拍港商

開拓⼤灣區及內地市場，因港商較了解內地市場及相關法規，也可藉

CEPA進入內地市場。

⽇本農林⽔產省數據指出，內地⾸度成為⽇本食品最⼤進⼝國，去年進

⼝的⽇本食品總額⾼達149.5億港元，按年增⻑23%。

2022年8⽉11⾄15⽇

2022年9⽉2⾄4⽇

2022年10⽉31⽇⾄11⽉2⽇

2022年12⽉7⾄9⽇

相關活動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 2022

港 • 潮流︱深圳

SIAL國際食品展 (深圳) 2022

SIAL國際食品展（上海）2022

https://hkmb.hktdc.com/tc/Topic/%E9%A3%9F%E5%93%81%E5%8F%8A%E9%A3%B2%E6%96%99
https://hkmb.hktdc.com/tc/Location/%E9%A6%99%E6%B8%AF
https://hkmb.hktdc.com/tc/Location/%E4%B8%AD%E5%9C%8B%E5%85%A7%E5%9C%B0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A4%A7%E7%81%A3%E5%8D%80%E5%B0%88%E9%A0%81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B8%82%E5%A0%B4%E6%A9%9F%E9%81%87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T-box-0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6%97%A5%E6%9C%AC%E9%A3%9F%E5%93%81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85%A7%E9%8A%B7%E5%B8%82%E5%A0%B4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8%B6%99%E6%B0%B8%E7%A4%8E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9%80%B2%E5%8F%A3%E8%A8%BB%E5%86%8A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8%B7%A8%E5%A2%83%E9%9B%BB%E5%95%86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8%B2%A8%E5%93%81%E8%AD%98%E5%88%A5%E7%A2%BC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7%BE%8E%E9%A3%9F%E5%8D%9A%E8%A6%BD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foodexpo-tc/HKTDC-Food-Expo/
https://hkmb.hktdc.com/tc/NzgyMTgw/event/%E6%B8%AF-%E2%80%A2-%E6%BD%AE%E6%B5%81%EF%B8%B1%E6%B7%B1%E5%9C%B3
https://hkmb.hktdc.com/tc/MC42NzIyNTUy/event/SIAL%E5%9C%8B%E9%9A%9B%E9%A3%9F%E5%93%81%E5%B1%95-%E6%B7%B1%E5%9C%B3-2022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foodexpo-tc/HKTDC-Food-Expo/
https://hkmb.hktdc.com/tc/NzgyMTgw/event/%E6%B8%AF-%E2%80%A2-%E6%BD%AE%E6%B5%81%EF%B8%B1%E6%B7%B1%E5%9C%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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