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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 引 生 活 ． 專 注 健 康

牽你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是由一群醫藥界的專業人士所成立的國際集團。我們一直致力在健康產

業上提供全面及不同範疇的服務，從健康產品及藥品的生產、到連接大灣區的線上跨境大健康電商

平台、及至利用新科技打造的在線醫健美專家顧問應用程式等，透過多重渠道，全方位地為大眾帶

來優質健康生活。

 

牽你康國際集團旗下為「牽你康國際有限公司」、「牽你康 360 市場策劃有限公司」、「牽你康醫健

美諮詢顧問有限公司」及「唯家薈跨境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每間公司既獨立專注於與不同大健康產

業的項目發展外，亦善於資源的整合運用，致使各公司環環相扣，相互聯乘，共同實踐集團的成立理

念：「牽引生活．專注健康」。

Zenecom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is an international group established by a group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e services in 

the health industry. From the production of health products and pharmaceuticals, to the 

connection to the cross-border "Big Health" e-commerce platform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to create an online healthcare consultation application, it aims at 

bringing quality and healthy life to the public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in all aspects.

 

Companies under the Zenecom International Group include "Zenecom International Limited", 

"Zenecom 360 Marketing Limited", "Zenecom Healthcare Consultants Limited" and "Zenecom 

Cross-Border E-Commerce Limited". Each company focuses independently on developing 

different projects in the big health industry. Nevertheless, they are also good at integrating 

and utilizing resources such that the companies are interlinked and interoperable. Together 

they join hands to realize the Group's founding philosophy: "Leading Life. Focusing o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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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你康國際 (Zenecom) 與澳洲 JMM 國際健康教育及產品集團 多年來一同鑽研健康產品，緊貼最

新科研技術，精益求精﹐務求以最新鮮、有機的天然成分，百份百於澳洲高規格廠房生產，為大眾提

供優質創新的保健品。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於 2021 年有 6 月推出傲視同儕的產品 – Zenecom NMN 12000，全面且有

效提升身體機能、延緩衰老、改善及活化細胞等功效的革命性抗衰老營養補充品。Zenecom NMN 

12000 更獲得澳洲醫藥監管局 TGA 認證，證明產品由選擇原材料、製造過程都非常安全可靠，確保

產品的質量及功效。

Zenecom NMN 12000 根據亞洲人體質，精心計算服用份量，每粒含 200 毫克、純度高達 99.9% 

的 NMN，每天只需服用兩粒，便能重啟肌膚和身體機能至最佳狀態，為注重健康人士保持充沛活

力與體質迎接燦爛每一天。

Zenecom 與澳洲 JMM 集團聯手推出 
可延緩衰老保健品 Zenecom NMN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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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家薈冠名贊助
第二屆 我是帶貨王港澳賽區

2021 年 6 月 1 日，牽 你康國 際 集團與 湖南衛

視國際頻道、盤古創世傳媒（香港）有限公司及

自由行娛樂管理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第二屆

「我是帶貨王」港澳賽區活動，當日一眾明星

藝人朋友出席記者會，包括 范振鋒、李思 欣、

張祟德、譚嘉荃、陳蕊蕊、葉文龍師傅、蘇慧恩、

路芙、邱芷微、謝依 穎、蕭凡 軒等等。大賽採

取電視呈現 + 網路互動 + 線下推廣的全新形式，

在全球推選最受歡迎的網路主播。

 

一個好的營銷生態、銷售平台、市場推廣和專業

的帶貨都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的。這次聯合舉

辦的「我是帶貨王」香港賽區活動，有了這些優秀

的專業帶貨選手配合，線上線下同步引流，提升品

牌的熱度和關注度，最終實現暴增和訂單量的轉

化。

▲ 張祟德 ▲ 邱芷微 ▲ 葉文龍師傅

唯家薈作為一個專業大健康產品的跨境平台，致力於為廣大港澳商家打開中國市場銷售渠道，同時

提供一站式銷售策略及推廣方案，令廣大商家可以用優惠的成本，最簡單的方法，直接打入 14 億中

國市場！

▶左起： 范振鋒、漢洋、李思欣、葉文龍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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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家薈參與 
2021 GS1 Summit + GoVirtual Expo 展覽

2021 年 6 月 10-12 日，唯家薈在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參與 2021 GS1 Summit + GoVirtual Expo 

展覽活動。當日早上，牽你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雷劍烽先生 亦受邀出席開幕典禮。同場更

感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薛永恒先生，JP 對唯家薈的支持及肯定，唯家薈作為

新零售跨境電商平台，將繼續致力投身於大健康產業平台上，與港商㩦手將大健康版圖擴展到中國

市場！

▲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先生，JP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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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9 日，第八屆中華才藝小姐國際大賽 ( 大中華

區 ) 新聞發布會暨合作方授牌儀式在深圳福朋喜來登酒店盛

大舉行。 

中華才藝小姐國際大賽是一項大型國際選美賽事，以健

康審美觀的選秀比賽為載體，至今已連續舉辦了七屆，蜚

聲海內外，也發展到近 40 個國家。

本屆將主題定為《直播新時代 紅人創未來》，唯家薈作

為大中華區決賽五强特約冠名贊助商，為現場觀眾及線

上粉絲，帶來一場全新的跨境新零售體驗。奠定跨境商品

直播帶貨的堅實基礎，打造品牌建設和產品直達目標用

戶的完整通道，節省品牌打造和線上引流的巨額的成本。

是次發布會亦得到來自中港兩地的明星站台支持，包括：中國武打演廖陳韜、中國演員楊紫茗、

香港藝人網紅潮媽陳安麒、大灣區影視藝人協會創辦人翟振華導演等。選拔賽將於今年的 8 月 28 日

盛大舉行，屆時會甄選出 100 位優秀選手進入 10 月 30 日的準決賽，而總決賽將會於 11 月 8 日在深
圳舉行。

唯家薈 中國市場推廣總監 潘詩萍小姐 受邀在授牌儀式上介紹了唯家薈作為一個專營大健康產品

的跨境平台，致力於為國內消費者提供境外和海外的優質產品，保證正品正貨。 

同時，唯家薈十分榮幸獲得大賽頒發的「大中華區決賽五强特約冠名贊助商」榮譽稱號。

唯家薈特約五強冠名贊助
第八屆中華才藝小姐大中華區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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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家薈參與
香港投資推廣署舉辦之線上研討會  
2021 年 6 月 29 日，唯家薈 大中華區項目總監 黃兆榮先生 在香港投資推廣署 (InvestHK) 舉

辦的線上研討會擔任講者，在研討會上講解外國商品經由香港進入國內市場之優點及注意事項。

隨著中國內地中產階級和消費需求的上升，跨境電子商務一直在快速增長。與傳統交易不同，跨

境電商對中國大陸的市場進入規定更為輕鬆，稅收更低。同時配合線上線下新零售市場推廣策

略 -「線下引流、線上銷售」，一站式服務讓世界各地商家透過唯家薈跨境電商平台，輕鬆進駐

內地市場，快速搶佔 8 萬億「醫健美」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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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家薈一直置力於與內地各州不同醫保定點藥店合作，設置線下智能售賣機及產品展示區，以線下

佈點形式，推動產品在地化，為各位商家同客戶提供更方便快捷新零售體驗，由 2021 年 6 月起，

唯家薈更進一步，於內地廣州、普寧、江門、茂名、深圳、梅州、湛江、佛山、吳州、惠州等持續高潛

力的城市與超過 100 間藥房達成合作協議，設置線下智能售賣機，現場體驗，智能下單，在家收貨，

同時覆蓋超過 45,000,000 人口！

唯家薈線下佈點急增至超過 100 間，
遍佈全國勢必爆發線下流量！

普寧市
壽生堂池尾山湖分店
壽生堂東埔分店
壽生堂芳草路分店
壽生堂光草洋分店
壽生堂新壇分店
壽生堂流沙後壇分店
壽生堂龍華里分店
壽生堂平湖第二分店
壽生堂流沙白馬分店
壽生堂下架山分店
壽生堂新光路分店
壽生堂流沙南山分店
壽生堂尚堤中央分店
壽生堂蘭花分店
壽生堂里湖分店
壽生堂白樺路分店
壽生堂鬥文分店
壽生堂平湖分店
壽生堂白沙隴路分店
壽生堂禦景城分店
壽生堂匯景軒分店
廣東萬壽堂東匯城分店
廣東萬壽堂金碧分店
流沙壽生堂藥店
流沙茂強藥店
流沙慰林藥店
流沙廣安藥行
流沙偉振藥店
流沙潔浩藥店
倩倩藥店
壽生堂龍苑大藥房

廣州市
廣東帝傑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國藥醫藥永泰分店
廣州唐氏醫器貿易有限公司
鶴山市雅瑤鎮萬盛堂藥店
蓬江區杜阮現代健康大藥店
江門市海步藥業有限公司
江門市蓬江區荷塘康源藥店
普民藥業總部店
善和堂廣州粵墾分店
善和堂龍口西分店
華夏醫藥新會會城分店
廣州跨境通店
廣東萬壽堂保利東灣分店
源芝林揭東金溪分店
源芝林揭東城西分店
源芝林榕城仙橋分店
源芝林霖磐分店
源芝林惠來惠城葵和分店
源芝林白塔分店
源芝林棉湖興華分公司
源芝林東山溝口分店
源芝林榕城盧前分店
源芝林揭東埔田分店
源芝林揭東北洋分店
源芝林榕城天福路分店
源芝林惠來隆江分店
源芝林揭東玉滘分店
源芝林榕城梅雲分店
源芝林惠來金豐分店
源芝林砲台中興分店
源芝林揭東港畔分店
源芝林揭東御江南分店
源芝林揭東港美分店
源芝林榕城彭林分店
源芝林揭東錫中分店
惠州市徳泰合作社
蓬江區沙仔尾方心藥店
江海區麻仁堂藥店
南北藥行棠下金嶺店
濟和堂南沙分店
臺山市水步鎮麗生藥店
開平市長沙萬福藥店
開平市長沙萬福藥店赤坎分店

茂名市
茂名萬壽堂鰲頭分店
茂名萬壽堂博賀分店
茂名萬壽堂朝陽分店
高州萬壽堂分界分店
茂名萬壽堂高山二分店
茂名萬壽堂高山分店
茂名萬壽堂觀珠分店
茂名萬壽堂觀珠新街分店
茂名萬壽堂官山分店
茂名萬壽堂光華北分店
茂名萬壽堂河東分店
茂名萬壽堂河西分店
茂名萬壽堂健康分店
茂名萬壽堂開發區分店
茂名萬壽堂林頭分店
茂名萬壽堂袂花分店
茂名萬壽堂南盛分店
茂名萬壽堂平定二分店
茂名萬壽堂坡心店
茂名萬壽堂橋北分店
茂名萬壽堂三角圩分店
茂名萬壽堂沙琅分店
茂名萬壽堂石鼓分店
茂名萬壽堂雙山五分店
茂名萬壽堂文明南分店
茂名萬壽堂西粵店
茂名萬壽堂霞裡分店
茂名萬壽堂新福分店
茂名萬壽堂新福五分店
茂名萬壽堂新坡分店
茂名萬壽堂羊角分店
茂名萬壽堂鎮盛分店
茂名萬壽堂中垌分店江門市

南北藥行禮樂文昌店
南北藥行樂盈裡店
南北藥行禮樂樂中店
南北藥行海倫灣店
南北藥行南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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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佳廣友和藥業愛聯店
佳廣友和葯業寶城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翠竹藥店
佳廣友和葯業東昌藥店
佳廣友和葯業鳳凰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福華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皇崗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嘉寶田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蓮塘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梅林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梅山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美麗家園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南頭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鵬興店
佳廣友和葯業前進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沙河東路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筍崗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田貝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文華藥店
佳廣友和藥業信義藥店

湛江市
湛江總部店
南粵國葯紀家分店
南粵國藥妙春分店
南粵國葯黃略分店
南粵國藥景致分店
南粵國藥志滿分店
南粵國藥福祥分店
南粵國藥嘉慶分店
南粵國藥官渡三角分店
南粵國葯遂溪分店
南粵國藥麻章康馨分店
南粵國藥麻章君健分店
南粵國藥麻章濟生分店
南粵國藥麻章聚安堂分店
南粵國藥麻章廣濟堂分店
湛江南粵正葯旗艦店
湛江市麻章區寶樹堂大藥房
湛江市麻章區妙和林藥店

惠州市
惠州百姓緣大藥房
百姓緣惠城區石湖苑店
百姓緣惠城區水北店
百姓緣惠城區江畔花園店 
百姓緣皇冠花園店
百姓緣永富源旗艦店
百姓緣湖畔新城店
百姓緣惠景店
百姓緣人民路店
百姓緣碧水灣店
百姓緣升平苑店
百姓緣山水華府店
百姓緣麥地東店
百姓緣金域華庭店
百姓緣黃塘分店
百姓緣金迪星苑店
百姓緣黃田崗店
百姓緣雲山店
百姓緣銀嶺分店
百姓緣荷蘭水鄉店
百姓緣禦景花園

梅州市
梅縣區百福藥業人民南路店
梅江區德歡源藥業
梅江區康壽藥業
梅江區鴻都藥業
大浦康利堂大藥房
大埔縣慶鳳大藥房
大埔縣御醫堂藥房
大埔縣湖寮鎮華嬌藥店

佛山市
御康堂店
御康堂九江儒林店
御康堂九江太平店
敬生堂國藥房

吳川市
吳川市黃坡龍華大藥房興業店
吳川市黃坡龍源大藥房
吳川市黃坡龍泉大藥房

唯家薈線下佈點急增至超過 100 間，
遍佈全國勢必爆發線下流量！

其他
蕉嶺濟民堂醫藥城南大藥房
蕉嶺濟民堂醫藥世紀分公司
蕉嶺濟民堂醫藥
南寧文化宮店
廣東優開商貿佛山總部店
雷州市新城三九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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