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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進口許可證  (肉類及家禽 ) 

[步驟一 ] 登入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  

1. 前往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的主頁(https://www.ftp.cfs.gov.hk)，然後按「登入食物貿

易商入門網站」。 

 

2. 輸入你的食物商登記號碼或獲豁免號碼，密碼及已登記的流動電話號碼，接著按 

「下一步」。 你的流動電話將會接收一個一次性密碼短訊。 你亦可以剔選紅框內

的方格，使這個一次性密碼同時傳送至你已預先登記的電郵地址。 

 

https://www.ftp.cf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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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已傳送至你流動電話或電郵地址的一次性密碼，然後按「確認」。 

 

 

4. 你已成功登入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你可以在系統左上方看見你的名字及食物商登

記號碼或獲豁免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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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 建立新的進口許可證申請  

5. 首先，我們選擇要進口的食物類別。 並按相應的圖示。 假若需要轉口肉類或家禽

至內地或澳門，按「為轉口至內地或澳門而進口」，然後按需要進口的相應圖示。 

 

 

6. 如選擇進口肉類，須根據該批肉類所附有的文件是衞生證明書還是歐盟／英國出口

申報來選擇適合的肉類產品。 假設我們要進口附有衞生證明書的肉類，按「衞生證

明書」下的「肉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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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進口許可證」。 

 

 

8. 再按「新的許可證申請」。（至於其餘選項，請參考本訓練手冊稍後部分標題為「如

何使用網站的其他功能製作新的進口許可證申請」的小節。） 

 

 

9. 選擇肉類的種類，按「冷藏肉類」或「冰鮮肉類」。 

 

 

10. 該食物進口商的資料會預載至以下版面，如有需要你可以更改電話號碼，完成後按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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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輸入食物出口商的資料，完成後按「下一步」。 

 

12. 在申請進口許可證的過程中，你可以儲存該申請資料。 你只需按「儲存」，然後輸

入一個名稱作為備註，再按「確定」。 

 

13. 之後你可以選擇「繼續」申請，或按「離開」返回主頁。 

 

14. 若你選擇「離開」，往後可在主頁按「進口許可證」，再按「準備提交的申請」去

取回剛才儲存的申請，然後按「打開」繼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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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接著，輸入食物來源地的資料後按「下一步」。 

 

 

16. 輸入食物進口運送途徑的資料。 

請留意，如果你輸入的預計抵達日期是較進口許可證的發出日期為早，你須在下面

第七項上載所需的證明文件。 

若運送食物的途徑是經海運，你亦須提供貨櫃編號。 完成後按「下一步」。 

 

 

17. 提供進口食物的詳情。 首先按「新增」提交衞生證明書的相關資料。 

 

  



訓練手冊 - 申請進口許可證 (肉類及家禽) 

8 

版本 5.4  (2022 年 11 月 8 日) 

18. 輸入衞生證明書的編號及按「選擇檔案」選取衞生證明書的影像檔案，然後按「確

定」。  

 
(註 : 上載的文件要符合特定的規格，包括檔案格式、解像度及檔案大小。) 

 

19. 然後輸入進口食物的資料，包括食物說明、包裝及淨重量等。 請留意你須根據你上

載的衞生證明書的內容去輸入資料。 之後，輸入到岸價。 

 

 

20. 按「新增」提供食物的屠宰工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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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輸入屠宰工廠的資料。 如果我們的資料庫已經存有你輸入的工廠編號或工廠名稱，

系統會自動載入其餘相關的資料而不需要你再次輸入，這樣可助你節省時間。 

如需要輸入其他屠宰工廠的資料，按「新增」。 如沒有需要，按「確定」。 

  

 

22. 然後按「新增」提供食物的加工廠資料。 

 

 

23. 輸入加工廠的資料。 如果我們的資料庫已經存有你輸入的工廠編號或工廠名稱，

系統會自動載入其餘相關的資料而不需要你再次輸入，這樣可助你節省時間。 

如需要輸入其他加工廠的資料，按「新增」。 如沒有需要，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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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需要輸入衞生證明書上其他食物項目的資料，你可以按「新增」來加入更多的項

目，然後輸入相關資料。 如沒有需要，可按「下一步」。 

 

(註 : 同一個進口許可證申請是可以附有超過一張衞生證明書，以涵蓋所有同類食物。) 

 

25. 若有特別需要，例如食物的預計抵達日期可能會較進口許可證的發出日期早，請你

在此部分上載所需要的證明文件，給我們處理申請的同事參詳。 如沒有需要，可按

「下一步」。 

 

(註 : 上載的文件要符合特定的規格，包括檔案格式、解像度及檔案大小。) 

 

26. 最後的問題是食物是否用作本地銷售，回答後便可以按「預覧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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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你剛才提供的資料會在這裡全部顯示出來。 在你正式提交申請之前你可再一次確

認輸入的資料是否正確。 如果需要修改，可以按「修改」來進行。 如果沒有問題，

可以按「確定」。 

  

28. 之後剔選聲明方格，便可以按「提交」。 

 

29. 提交申請後你會收到一個確認訊息，上面載有申請編號和申請日期。 

你可選擇按「製作範本」以儲存是次申請資料以便下次使用。 詳情可參照下一節

「申請範本」。 

如沒有需要，按「關閉」返回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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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範本  

[步驟一 ] 製作申請範本  

1. 按「製作範本」，便可儲存剛剛提交的申請作為範本。 

 

 

2. 然後輸入範本名稱，再按「儲存」便完成。 

 

 

3. 範本已成功保存，按「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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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 查閱申請範本  

4. 你可在主頁按「進口許可證」，然後按「申請範本」查看已儲存的範本。 

 

 

5. 你可以選擇按「瀏覽」查看範本內容。 若要刪除已儲存的範本，可按「刪除」。 若

要修改範本名稱，可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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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 /修改 /取消已提交的申請  

瀏覽已提交的進口許可證申請  

1. 在主頁按「進口許可證」，然後在下方查閱已提交的進口許可證申請記錄。 

2. 剛提交的申請狀況會顯示為「有待批核」。 你可按「瀏覽」查看相關的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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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已提交的進口許可證申請  

1. 在審批進口許可證申請的過程中，若食安中心於有需要時，會要求你補充或確認某

些資料，而該申請的狀況會變成「有待確認」，你可按「修改」按鈕進行修改。 

 

2. 然後根據版面的指示作出修改或補充。 

 

3. 完成後便可以按「預覧及提交」以完成提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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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已提交的進口許可證申請  

1. 你可以取消尚未獲批核的申請。 於該申請列中，按「取消」。 

 

2. 輸入取消進口許可證申請的原因，然後按「是」。 

 

 

3. 系統會顯示「成功取消進口許可證申請」的訊息。 按「關閉」返回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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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可以按「進口許可證」之下「取消／拒絕的申請」查看已取消的申請記錄。 

 

 

查閱有關申請的通知  

1. 你可在主頁按「通知」查閱所有有關申請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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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你收到進口許可證已發出的訊息，你可在主頁按「進口／出口食物」，再按「進

口許可證」及「已發出／取消的進口許可證」。 

 

 

3. 按「瀏覽」查看已發出的進口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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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你收到進口許可證申請已被拒絶的訊息，你可在主頁按「進口／出口食物」，

再按「進口許可證」及「取消／拒絕的申請」查看已被拒絶的申請。 

 

 

5. 按「瀏覽」查看拒絕申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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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網站的其他功能製作新的進口許可證申請  

你除了可根據本手冊之前提及的步驟去建立新的許可證申請，你亦可以選擇使用以下方

式： 

(一)  已發出的進口許可證； 

(二)  進口許可證範本； 

(三)  電子衞生證明書 

[步驟一 ] 選擇想要使用的方式去製作新申請  

1. 假設使用範本製作新申請，可按「進口許可證範本」。 

 

 

2. 選擇適合的進口許可證範本，然後按「複製到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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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 輸入或修改所需要的申請資料  

3. 範本的大部分資料會複製到新申請的版面內，然後請輸入或修改所需要的資料。例

如預計抵達日期及衞生證明書編號等等。 

 

 

[步驟三 ] 提交申請  

4. 完成輸入後便可以按「預覧及提交」去提交申請。 

 

5. 你亦可於本部分的[步驟一]選擇使用「已發出的進口許可證」或「電子衞生證明書」

製作新申請。所需要的步驟與使用範本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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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你需要進口違禁肉類、歐盟／英國出口申報的肉類、為轉口至內地或澳門而進

口的肉類或家禽，你須預先申請進口准許，再使用有效的進口准許去建立新的進口

許可證申請。 如果你已持有進口准許，可按「進口許可證」開始申請。 

 

7. 按「選擇」選取已發出的進口准許開始建立新的進口許可證申請。 

 

8. 系統會自動載入進口准許的編號及食物說明，然後請輸入餘下所需要的資料。 完

成後便可以按「預覧及提交」去提交進口許可證申請。 

 



訓練手冊 - 申請進口許可證 (肉類及家禽) 

23 

版本 5.4  (2022 年 11 月 8 日) 

如何記錄食物抵港的資料  

若你已於肉類、家禽及野味的「批次抵港報告」部分提交該食物批次抵港報告，系統亦

會同時記錄相關「進口許可證使用情況」，而不需另行填寫。 

查看進口許可證的使用情況  

1. 獲發出進口許可證後，你可以使用網站記錄食物抵港詳情。 首先在主頁按「記錄食

物抵港資料」，然後按「肉類、家禽及野味」的圖示。 之後按「進口許可證使用情

況」查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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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食物抵港詳情  

1. 選擇相關的進口許可證，再按「記錄食物抵港詳情」。 

 

2. 接著系統會在版面預載相關進口許可證的基本資料，你只需要輸入餘下的資料。 

3. 再剔選報告「沒有餘下貨品留待下次進口」，完成後便可以按「預覧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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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剛才提供的資料會在這裡全部顯示出來。 在你正式提交之前你可再一次確認輸

入的資料是否正確。 如果需要修改，可以按「修改」來進行。 如果沒有問題，可

以按「提交」。 

 

(註 : 系統會提示已提交的記錄將無法在 FTP 內修改。 任何修改須以書面方式向發證辦

事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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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提交後，你剛提供的資料會在該進口許可證的「食物批次抵港詳情」部分顯示

出來。 你可按「關閉」返回「進口許可證使用情況」的頁面。 

 

 

6. 另外，你亦可在「進口許可證使用情況」的頁面按「已記錄食物抵港」，然後選擇

相關的「進口許可證編號」查看已記錄食物抵港詳情的進口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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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資料記錄會在進口許可證上「食物批次抵港詳情」的部分顯示。 你只需要列印

出來便可以用作提貨或清關。 

 

 

記錄不作使用的進口許可證  

1. 如果你有已經失效而沒有使用的進口許可證，你是需要通知我們的。 做法非常簡

單，你只需要選擇相關的進口許可證，再按「記錄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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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選擇或輸入將進口許可證報告為未使用的原因，便可以按「提交」。 接著再按

「是」確認進口許可證不作使用。 

 

 

3. 系統會顯示進口許可證已成功記錄為不作使用。 你可按「關閉」返回「進口許可證

使用情況」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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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查看已記錄為不作使用的進口許可證，你可在「進口許可證使用情況」的頁面按

「已記錄不作使用」，然後按「進口許可證編號」。 你亦可按「原因」查看進口許

可證記錄為不作使用的原因。 

 

 

5. 要返回「進口許可證使用情況」的頁面，按「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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