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食品有限公司

金牌海苔
注重顾客健康，尽全力打造最高品质。
这是"金牌海苔"的开始，也是无言的约定。

紫菜专业厂商
紫菜专业厂商
金牌海苔
金牌海苔

重视顾客健康的好朋友"金牌海苔“
重视顾客健康的好朋友"金牌海苔“
为了遵守"顾客健康和最高品质"的无言承诺，严格挑选和使用安全、优秀的材料，
为了遵守"顾客健康和最高品质"的无言承诺，严格挑选和使用安全、优秀的材料，
生产出顾客可以放心选择的最高品质产品，增进"金牌海苔"的信赖。
生产出顾客可以放心选择的最高品质产品，增进"金牌海苔"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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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海苔"以顾客健康为重，追求最高品质。
"金牌海苔"以顾客健康为重，追求最高品质。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做出有利于顾客健康、好吃的紫菜呢？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做出有利于顾客健康、好吃的紫菜呢？
为实现这样的课
为实现这样的课
题，严格挑选和使用符合"金牌金"品牌名称的原材料和优良品质，以最终
题，严格挑选和使用符合"金牌金"品牌名称的原材料和优良品质，以最终
目的生产顾客可以信赖和满足的产品，实现梦想。
目的生产顾客可以信赖和满足的产品，实现梦想。
在21世纪无限竞争市场，没有品质改善，只追求利润的企业无法生存的前提下，我们
在21世纪无限竞争市场，没有品质改善，只追求利润的企业无法生存的前提下，我们
“金牌海苔”一心想以适当的价格向顾客提供最高品质的产品。
“金牌海苔”一心想以适当的价格向顾客提供最高品质的产品。
第一，把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企业
第一，把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企业
第二，追求最高质量产品的企业
第二，追求最高质量产品的企业
第三，为了成为实现价格是合理价格这一大前提的企业，所有员工都在努力。
第三，实现价格是合理价格大前提的企业

像这样，把顾客的健康放在首位，制作安全、高质量的产品，只要消费者能够信任，企
当消费者始终相信并寻找安全、质量好的产品时，相信企业也会一起发展，因此，所有
业也会一起发展，以这种信念全力以赴的企业。
员工都在尽最大的努力。

Company History
我们松花食品公司把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生产出安全、高质量的产品，
只要消费者能够信任，企业也会一起发展。

History
1999
建立“Songhwa Food”公司
2000~2010
注册于韩国贸易协会
参加赞助MBC电视剧‘任何人无法阻挡谈恋爱’
（124集）
参加在世界中小企业博览会（中国 广州）
金牌紫菜’注册商标（专利局）
2012
赞助TBN交通广播（2019年现在)
2013
与首都圈小学、中学、高中学校签署供货合同。
2014
进入信韩信用卡网络购物店
2015
进入水协中央会网络购物店
参加韩国优秀中小企业商品展（中国义乌）
韓国優参加韩国商品展览会（中国长沙）
2016
参加韩国优秀中小企业商品展（中国义乌）
参加韩国优秀中小企业商品展（中国济南）
2017
参加韩国商品河内博览会（越南 河内）
参加韩国优秀中小企业商品展（中国 威海）
参加韩国商品胡志明博览会（越南 胡志明）
2018
参加韩国商品河内博览会（越南 河内）
2018香港食品博览会 (中国香港）
124次广州CANTON FAIR 参加 (中国 广州）

2019
参加韩国商品河内博览会（越南 河内）
参加中国国際中小企業博览会（中国广州）
2次中国国際收入博览会（中国上海）
金牌紫菜’注册设计（中国知识产权局)
2020
获得ISO9001，ISO14001认证。
获得FTA各项目原产地证书。
越南商标注册及设计注册申请
金牌紫菜’注册设计（越南知识产权局) 紫菜容
器的专利申请 (韩国专利厅)
2021
中国商标注册申请
紫菜容器的专利申请(PCT)

仁川市弥鄒忽区盐田路103 (22107)
Tel: +82-32-814-0631
Fax: +82-32-814-0632
email: gcgim@gcgim.com / jbkim0418@hanmail.net

Products
Products
您想要什么样的？
您想要什么样的？
我会倾听顾客的声音。
我会倾听顾客的声音。
我们会尽全力生产安全、好的产品。
我们会尽全力生产安全、好的产品。

高级迷你海苔
高级迷你海苔

高级盒饭海苔
高级盒饭海苔

·将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金牌海苔”从原料开始就很特别⋯
金牌海苔使用从韩国西南清净海域采集的顶级 “第一波采集”原
草
制作而纤细柔滑，具有独创口感和芳香。
·为成长期儿童准备的特色海苔⋯
高级“金牌海苔”含有天然欧米茄3(Omega-3)和EPA。天然欧
米茄·将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金牌海苔”从原料开始就很特别...
3(Omega-3)和EPA不仅对成长期儿童特别好，也有助于中·壮
金牌海苔使用从韩国西南清净海域采集的顶级 "第一波采集"原草
年及
制作而纤细柔滑，具有独创口感和芳香。
老年人的健康。
·为成长期儿童准备的特色海苔...
·无需担心摄入过多盐的儿童健康零食⋯
儿童用海苔因添加极少量盐而无需担心摄入过多钠，可随时随地
高级“金牌海苔"含有天然欧米茄3(Omega-3)和EPA。天然欧米茄
放心食用，如儿童零食、小紫菜包饭等，以多种用途使用。
3(Omega-3)和EPA不仅对成长期儿童特别好，也有助于中·壮年及
·营养宝库，“金牌海苔”⋯
老年人的健康。
海藻类含有陆地植物中少有的碘、钾、钙等丰富矿物质，矿物质
·无需担心摄入过多盐的儿童健康零食...
对成长期儿童保持均衡营养起着重要作用。
------------儿童用海苔因添加极少量盐而无需担心摄入过多钠，可随时随地
放心食用，如儿童零食、小紫菜包饭等，以多种用途使用。
【产品信息】
·营养宝库，“金牌海苔”...
·配料:
海苔(韩国产)75%, 玉米油, 亚麻籽油, 芝麻油, 食盐
海藻类含有陆地植物中少有的碘、钾、钙等丰富矿物质，矿物质
·净含量:
16克 (2克x8封) / 袋, 规格: 150x150x50毫米
对成长期儿童保持均衡营养起着重要作用。
·箱子: 30袋 / 箱
·箱子 规格: 470x320x290 毫米 (0.0429CBM)
规格 : 16 克15,000
(2克*8包) / 袋
·最低订货量:

·将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金牌海苔”从原料开始就很特别⋯
金牌海苔使用从韩国西南清净海域采集的顶级 “第一波采集”原草
制作而纤细柔滑，具有独创口感和芳香。
·为成长期儿童准备的特色海苔⋯
高级“金牌海苔”含有天然欧米茄3(Omega-3)和EPA。天然欧米茄
·将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金牌海苔”从原料开始就很特别...
3(Omega-3)和EPA不仅对成长期儿童特别好，也有助于中·壮年及
金牌海苔使用从韩国西南清净海域采集的顶级 "第一波采集"原草
老年人的健康。
制作而纤细柔滑，具有独创口感和芳香。
·适合一人用餐的金牌海苔⋯
·为成长期儿童准备的特色海苔...
金牌盒饭用海苔将传统海苔分成方便食用的小片装入容器而适合
于自炊学生、留学生等一人餐。
高级“金牌海苔"含有天然欧米茄3(Omega-3)和EPA。天然欧米茄
·营养宝库，“金牌海苔”⋯
3(Omega-3)和EPA不仅对成长期儿童特别好，也有助于中·壮年及
海藻类含有陆地植物中少有的碘、钾、钙等丰富矿物质，矿物质
老年人的健康。
对成长期儿童保持均衡营养起着重要作用。
------------·适合一人用餐的金牌海苔...
金牌盒饭用海苔将传统海苔分成方便食用的小片装入容器而适合
【产品信息】
于自炊学生、留学生等一人餐。
·配料:·营养宝库，“金牌海苔”...
海苔(韩国产)75%, 玉米油, 亚麻籽油, 芝麻油, 食盐
·净含量:
15克 (5克x3封), 80克 (5克x16封) / 袋, 规格: 290x160x40毫米
海藻类含有陆地植物中少有的碘、钾、钙等丰富矿物质，矿物质
·箱子:对成长期儿童保持均衡营养起着重要作用。
36袋 / 箱, 8袋 / 箱
·箱子 规格: 540x310x340 毫米 (0.0578CBM)
·最低订货量: 16,500 袋
规格 : 15克 (5克x3包)/ 袋，80克 (5克x16包）/袋

高级餐桌海苔
高级餐桌海苔

金牌橄榄油炒海苔
金牌橄榄油炒海苔

·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金牌海苔”从原料开始就很特别⋯
金牌海苔使用从韩国西南清净海域采集的顶级 “第一波采集”原
草
·将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金牌海苔”从原料开始就很特别...
制作而纤细柔滑，具有独创口感和芳香。
金牌海苔使用从韩国西南清净海域采集的顶级
·使用可防产品质量下降的封闭容器⋯ "第一波采集"原草
制作而纤细柔滑，具有独创口感和芳香。
本品考虑到对潮湿敏感的海苔特性，使用自主开发的封闭容器而
弥补了这一弱项，可将吃剩海苔安全无潮湿保存的优质产品。
·使用可防产品质量下降的封闭容器...
·容器的回收利用及对环境的保护⋯
本品考虑到对潮湿敏感的海苔特性，使用自主开发的封闭容器而
海苔吃完后空出的容器可回收利用，装入饭菜或杂粮等，不仅经
弥补了这一弱项，可将吃剩海苔安全无潮湿保存的优质产品。
济实惠还可保护环境而具有一石三鸟之效果。
·容器的回收利用及对环境的保护...
·适合2~3人团体旅行⋯
本品小片切割后装入容器，15g一袋中装有2~3人份海苔，团体
海苔吃完后空出的容器可回收利用，装入饭菜或杂粮等，不仅经
旅
济实惠还可保护环境而具有一石三鸟之效果。
行或与朋友及家人一起外出旅游时携带最为方便。
·适合2~3人团体旅行...
·营养宝库，“金牌海苔”⋯
海藻类含有陆地植物中少有的碘、钾、钙等丰富矿物质，矿物质
本品小片切割后装入容器，15g一袋中装有2~3人份海苔，团体旅
对成长期儿童保持均衡营养起着重要作用。
行或与朋友及家人一起外出旅游时携带最为方便。
------------·营养宝库，“金牌海苔”...
海藻类含有陆地植物中少有的碘、钾、钙等丰富矿物质，矿物质
【产品信息】
对成长期儿童保持均衡营养起着重要作用。
·配料: 海苔(韩国产)75%, 玉米油, 芝麻油, 食盐
·净含量: 15克 / 袋, 规格: 105x200x70毫米
规格·箱子:
: 15 克 / 包
30袋 / 箱
·箱子 规格: 510x360x215 毫米 (0.0395CBM)
·最低订货量: 15,000 袋
·将顾客健客健康放在首位的“金牌海苔”⋯
金牌海苔使用了在韩国西南海清净海域采集的顶级原料。
·添加橄榄油的儿童营养零食⋯
·将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金牌海苔”...
清净海域采集的野生海苔上抹橄榄油后煎烤而富有营养，是儿童
零食、爸爸下酒菜、团饭等的好食材。
金牌海苔使用了在韩国西南海清净海域采集的顶级原料。
·舒适拉链袋⋯
·添加橄榄油的儿童营养零食...
金牌橄榄油烤海苔用拉链套餐封闭包装，不管携带也好还是保存
清净海域采集的野生海苔上抹橄榄油后煎烤而富有营养，是儿童
也好都极为方便，是在家或郊游时可随时随地使用的好产品。
·营养宝库，“金牌海苔”⋯
零食、爸爸下酒菜、团饭等的好食材。
海藻类含有陆地植物中少有的碘、钾、钙等丰富矿物质，矿物质
·舒适拉链袋...
对成长期儿童保持均衡营养起着重要作用。
金牌橄榄油烤海苔用拉链套餐封闭包装，不管携带也好还是保存
------------也好都极为方便，是在家或郊游时可随时随地使用的好产品。
【产品信息】
·营养宝库，“金牌海苔”...
海藻类含有陆地植物中少有的碘、钾、钙等丰富矿物质，矿物质
·配料: 海苔(韩国产)32%, 玉米油, 炒芝麻, 糖, 芝麻油, 炒食盐,
对成长期儿童保持均衡营养起着重要作用。
橄榄油
·净含量: 50克 / 袋, 规格: 170x225x70毫米
30袋 / 箱
规格·箱子:
: 50 克 / 包
·箱子 规格: 400x315x200 毫米 (0.0252CBM)
·最低订货量: 10,000 袋

Products
您想要什么样的？
我会倾听顾客的声音。
我们会尽全力生产安全、好的产品。

金牌全长压缩海苔
·将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金牌海苔”从原料开始就很特别⋯
金牌海苔使用从韩国西南清净海域采集的顶级 “第一波采集”
原草制作而纤细柔滑，具有独创口感和芳香。
·可按照用途使用⋯
本品将传统烤海苔全长状态包装，消费者可根据各用途分成
4~8片使用，是可按照多样大小和用途使用的产品。
·压缩包装而缩小体积⋯
本产品由于将传统海苔煎烤后以全长状态进行压缩包装而有
效缩小体积，可作为礼物送给住在国外的亲戚或留学生，个
人或团体旅行时也可大幅缩小旅行包体积。
·营养宝库，“金牌海苔”⋯
海藻类含有陆地植物中少有的碘、钾、钙等丰富矿物质，矿
物质对成长期儿童保持均衡营养起着重要作用。
------------【产品信息】
·配料: 海苔(韩国产)75%, 玉米油, 亚麻籽油, 芝麻油, 食盐
·净含量: 125克 (25克x5封) / 袋, 规格: 340x230x40毫米
·箱子: 10袋 / 箱
·箱子 规格:490x365x200 毫米 (0.0358CBM)
·最低订货量: 5,000 袋

石角海带
·将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金牌凸角海带”从原料开始极为
特别⋯
金牌凸角紫菜是采集韩国南海清净海域生长嫩紫菜后自然干
燥的顶级紫菜，具有独创口感。
·营养宝库金牌凸角海带⋯
紫菜为含膳食纤维、钾、钙、碘等陆地植物少有矿物质的海
藻植物，热量低且含有保持健康所需必须营养成分。另外，
还含类胡萝卜素之一岩藻黄质及花青酸，是有助于人体健康
的有益食品。
·可用在多样料理，金牌凸角海带⋯
金牌凸角紫菜可在寒冷天气或为产后调理中产妇做热乎的紫
菜汤，炎热夏季则可做黄瓜紫菜冰汤，为健康餐桌可做凉菜
及沙拉等多种料理，不仅美味还有益健康。
------------【产品信息】
·配料: 海带(韩国产)100%
·净含量: 50克, 300克 / 袋, 规格: 340x400x40, 400x300x80毫米
·箱子: 100袋, 25袋 / 箱
·箱子 规格:490x365x200, 730x400x570 / 毫米
·最低订货量: 6,000, 3,000 / 袋

金牌包饭用海苔
·将顾客健康放在首位的“金牌海苔”⋯
金牌海苔使用了在韩国西南海清净海域采集的顶级原料。
·烤两次而口感芳香极具特色⋯
“烤两次金牌海苔”将顶级原紫菜煎烤两次而可感受到海苔
天然独创口感，颜色为墨绿色。
·选择适合营业用和家庭用途的吧，经济又实惠⋯
本商品可以选择适合营业场所和家庭用途的产品，营业用剩
下的紫菜是便于保管的拉链袋，家庭用少量可以防止不必要
的材料浪费，非常经济。
·营养宝库，“金牌海苔”⋯
海藻类含有陆地植物中少有的碘、钾、钙等丰富矿物质，矿
物质对成长期儿童保持均衡营养起着重要作用。
------------【产品信息】
·配料: 海带(韩国产)100%
·净含量: 25克, 250克 / 袋, 规格: 200x255x5, 200x255x20毫米
·箱子: 100袋, 25袋 / 箱
·箱子 规格: 420x280x340, 460x410x280 / 毫米
·最低订货量: 30,000, 5,000 / 袋

魔方海苔零食3种
·本紫菜零食3种是在韩国西南海的纯净海域采集的最高品
质海苔原草中混合大米、大麦、杏仁等产品。还有原味、奶
酪、树莓等3种不同种类。
·混合多种营养植物,营养丰富,简单的下酒菜、儿童营养零
食等男女老少随时随地都能享用的营养紫菜零食。
·海草植物中含有的碘、钾、钙等矿物质和陆地植物的营养
成分混合的丰富矿物质对成长期儿童的营养平衡具有重要作用。
------------【产品信息】
·配料: 麦芽糖浆 , 炒海苔 26.4.0%(岩海苔, 菜籽油,芝麻油,食用
香料), 炒大米, 海苔调料(白砂糖,麦芽糖浆,酿造酱油, 酵母抽提物,
海带汁), 炒大麦, 扁桃仁粉, 炒黄豆粉, 青梅汁
·净含量: 18克 / 袋, 规格: 135x220x2毫米
·箱子: 20袋 / 箱
·箱子 规格: 390x140x220 / 毫米
·最低订货量: 10,000 / 袋

Manufacture
Manufacture
“金牌紫菜”是消费者随时随地都可以品尝的最新设备，生产安全的产品。
“金牌紫菜”是消费者随时随地都可以品尝的最新设备，生产安全的产品。

0101
X 光检查异物
X 光检查异物
将原材料通过X光异物检测器，检查异物。
将原材料通过X光异物检测器，检查异物。
(可检查出2mm*2mm
(可检查出2mm*2mm
大小的异物）
大小的异物）

0202
第一次烤制
第一次烤制

用远红外线加热器来烤，烤紫菜时，原材料的颜色能发出蓝绿色，
用远红外线加热器来烤，烤紫菜时，原材料的颜色能发出蓝绿色，
在150~340℃下烤制。
在150~340℃下烤制。

0303
自动配料
自动配料
根据配合比，添加油、盐等
根据配合比，添加油、盐等

0404
第二次烤制
第二次烤制

用远红外线加热器来烤，烤紫菜时，原材料的颜色能发出蓝绿色，
用远红外线加热器来烤，烤紫菜时，原材料的颜色能发出蓝绿色，
在150~370℃下烤制。
在150~370℃下烤制。

0505
以肉眼选别
以肉眼选别
在烘烤的过程中，选别不符合规格尺寸的紫菜。
在烘烤的过程中，选别不符合规格尺寸的紫菜。

waterproof
waterproof
testtest

0606
自动计算数量
自动计算数量
根据设定的数量，计算经过第二次烤制、选别过程的紫菜。
根据设定的数量，计算经过第二次烤制、选别过程的紫菜。

0707
切割切割
根据产品规格自动切割。
根据产品规格自动切割。

0808
内包装
内包装
以热粘内包装袋，密封包装烧烤紫菜。
以热粘内包装袋，密封包装烧烤紫菜。

0909
检查金属检测器
检查金属检测器
检查包装内是否有金属性异物的存在。
检查包装内是否有金属性异物的存在。

金牌海苔、顾客健康、最高品质、无言的约定
烤两下，脆生很香的下饭菜 “金牌海苔”

Contact Us :
仁川市弥鄒忽区盐田路103 (22107)

jbkim0418@hanmail.net

+82-32-814-0631

www.gcgim01.com

+82-32-814-0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