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 

连续 20 年获得「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证的「资深优质商户」名单 

(2000 - 2020 年)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可零售商户 

商品类别 商户名称  

古玩、艺术及工艺品 兴华工艺古玩行  

古玩、艺术及工艺品 东宝斋  

古玩、艺术及工艺品 壹  

古玩、艺术及工艺品 中艺 (香港) 有限公司  

美妆及个人护理 莎莎化妆品  

书籍及文具 Nobletime Ltd 
 

书籍及文具 春记文具有限公司  

书籍及文具 商务印书馆  

书籍及文具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成衣及配件 金碧 (Pearls & Cashmere)  

成衣及配件 Episode 
 

成衣及配件 Jessica 
 

成衣及配件 香港皮草有限公司  

电脑及电子产品 中原电器行有限公司  

电脑及电子产品 百老汇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电脑及电子产品 丰泽  

订制服 源兴行洋服有限公司  

订制服 新丹尼洋服公司  

订制服 荣懋行洋服  

订制服 Sam's Tailor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可零售商户 

商品类别 商户名称  

订制服 Bobby's Fashions 
 

订制服 
Linda Chow (Johnson) HK Custom 
Tailor  

订制服 大伟时装  

订制服 Maclarry Fashions 
 

订制服 丽晶  

百货公司 T Galleria 
 

百货公司 香港贸发局「香港‧设计廊」  

百货公司 永安百货有限公司  

百货公司 裕华  

一般食品 奇华饼家有限公司  

一般食品 安记海味有限公司  

一般食品 楼上有限公司  

一般食品 福茗堂茶庄  

一般食品 昌兴醇酒坊  

一般食品 茶艺乐园  

家具、家居摆设及家庭用品 皇家雪兰莪(香港)有限公司  

家具、家居摆设及家庭用品 Indigo Living Ltd 
 

家具、家居摆设及家庭用品 珍艺行地毯有限公司  

其他货品 通利琴行有限公司  

其他货品 利广模型玩具公司  

其他货品 瑞士维氏钢刀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货品 Wise-Kids Toys 
 

手袋、行李箱、鞋履及皮革制品 美一皮鞋公司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可零售商户 

商品类别 商户名称  

珠宝及钟表 澳洲钟表珠宝公司  

珠宝及钟表 富嘉珠宝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夏利公司  

珠宝及钟表 新达利珠宝钟表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信诚珠宝钟表公司  

珠宝及钟表 新利公司  

珠宝及钟表 日内瓦钟表行  

珠宝及钟表 富嘉阁珠宝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丽雅珠行  

珠宝及钟表 周生生珠宝金行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海量珠宝公司  

珠宝及钟表 六福珠宝  

珠宝及钟表 三宝钟表珠宝  

珠宝及钟表 粤港澳湛周生生  

珠宝及钟表 东方表行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Emphasis 
 

珠宝及钟表 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万昌珠宝钟表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瑞士表行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联兴珠宝公司  

珠宝及钟表 炜锠珠宝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玛贝尔钻饰店  

珠宝及钟表 龙泰行工艺品首饰有限公司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可零售商户 

商品类别 商户名称  

珠宝及钟表 欧亚钟表  

珠宝及钟表 金信珠宝屋  

珠宝及钟表 伟华珠宝钟表行  

珠宝及钟表 太子珠宝钟表公司  

珠宝及钟表 苏丽钟表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恒和钻石  

珠宝及钟表 景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钟氏宝石店  

珠宝及钟表 生发表行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爱宝珠宝钟表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总统珠宝玉石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德诚表行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时间廊  

珠宝及钟表 高登钟表香港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欧洲坊有限公司  

珠宝及钟表 爱饰  

兑换店及汇款服务 第一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眼镜及相关产品 瑞士眼镜公司  

眼镜及相关产品 海洋眼镜有限公司  

眼镜及相关产品 爱视美眼镜  

眼镜及相关产品 香港茂昌眼镜有限公司  

眼镜及相关产品 佳运眼镜公司  

眼镜及相关产品 龙珠专业眼镜店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可零售商户 

商品类别 商户名称  

眼镜及相关产品 迦南眼镜有限公司  

运动及户外用品 香港攀山训练中心  

电讯器材 香港电讯有限公司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可餐馆 

菜式 餐馆名称  

中菜 青山湾海天花园酒家  

中菜 潮州城酒楼有限公司 
 

中菜 富临饭店(1977)有限公司 
 

中菜 香港赛马会百胜厅 
 

中菜 南北楼 
 

中菜 鸿星海鲜酒家 
 

中菜 大会堂美心皇宫 
 

中菜 香港老饭店 
 

中菜 翠园 
 

中菜 北京楼 
 

中菜 紫玉兰 
 

中菜 翠玉轩 
 

中菜 太湖海鲜城 
 

中菜 南丫天虹海鲜酒家 
 

中菜 西苑酒家 (太古城) 
 

中菜 聘珍楼 
 

中菜 福临门酒家 
 

中菜 沪江饭店 
 

中菜 农圃饭店 
 

中菜 翰腾阁酒家 
 

欧洲菜 CAFE LANDMARK 
 

日本菜 市川日本料理 
 

日本菜 Tokio Joe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可餐馆 

菜式 餐馆名称  

日本菜 西村日本料理 
 

韩国菜 阿里朗韩国餐厅 
 

港式美食 荟景 
 

港式美食 何洪记(1946)粥面专家 
 

港式美食 海皇粥店 
 

其他亚洲美食 Thai Basil 
 

其他亚洲美食 金蒂餐厅 
 

泰国菜 黄珍珍泰国菜馆 
 

素菜 功德林上海素食 
 

西餐 芝加哥餐厅 
 

西餐 意粉屋 
 

西餐 香港麦当劳 
 

西餐 Outback Steakho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