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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
食品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自1973年以来，唐山食品工业私人有限公司一直提供各种各样的高品质酱料、酱汁、腌
料以及其他烹调配料。我们服务于各式各样的客户，从小贩中心到食阁，从餐厅到只是
单纯享受在家烹饪乐趣的顾客，不断超越他们各不相同的期望，对此我们引以为豪。

多年来，我们已经成功地与客户建起永恒的合作关系。通过推出高品质的产品、
研发以及生产能力、周全的批发和配送服务、备货充足的零售分行、实用的
烹调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我们致力于向客户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

唐山(Tungsan)心怀与全世界分享东南亚美食道地风味的愿景。我们认为与来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客户进行互动交流至关重要，不断寻找创新和改进我们产品的机会，旨在推出高
品质酱料、酱汁和腌料供我们世界各地的客户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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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
唐山(Tungsan)由陈声伟先生创立于1973年。当时，陈先生发现新加坡食品加工业缺乏高
品质辣椒制品供应商。他迅速抓住这一市场机遇，成为该领域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他将
公司命名为“唐山(Tungsan)”（汉语拼音为“(Tungshan)”，早期中国的别称)，因为他
早年在中国长大，人称“唐山仔”。随之陈先生的友人以及业务合作伙伴都昵称其为唐
(Tungsan)。

基于陈先生对烹饪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原料和其他食材的深入了解，多年来唐山(Tungsan)
创新并开发出100多种产品。唐山(Tungsan)深受欢迎的一些产品包括酸醋青辣椒、斋亚
查、叻沙、冬炎。除了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和代工产品外，唐山(Tungsan)还包括采购和重
新分装100多种的干粮与杂货。

陈先生主张并且坚持只向客户提供顶级品质的产品。自创立以来，这一直是本公司所秉
持的理念，多来年帮助推动唐山(Tungsan)提升销售额。唐山(Tungsan)得到了客户的充分
认可和大力支持，扩建厂房，提升产量和生产率。本公司的拓展赢得了新加坡以及海外
市场客户的优良信誉，同时也赢得了合作伙伴良好的口碑。

承诺
通过提供高品质产品和细致周到服务，我们与客户构建立永恒的关系。从而为人所熟
知。我们将自己视为客户食品生产链条的重要环节，并且认为构建长期关系的途径始于
践行自己的承诺。我们的客户确信无论市场上的物资供应多么受限，他们始终会获得自
己所需的产品。

唐山(Tungsan)已经取得了稳固的根基，从1973年一家名不见经传，单打独斗的公司上升
为一家服务于全世界客户的信誉卓著企业。充分利用我们对烹饪行业的深入理解，坚持
只向我们的客户提供顶极品质的产品，公开与客户分享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在客户的支
持下我们获得成功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许多客户成了我们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商业合作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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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唐山(Tungsan)以一家食品生产商起家，供应辣椒制品，于1990年正式组建唐山食
品工业私人有限公司。如今，公司业务已经从食品生产延伸拓展至涵盖100多种酱料、酱
汁以及调味料的批发、贸易与零售。

唐山(Tungsan)品牌推崇的一大愿景是与世界各地客户分享东南亚美食的地道风味，我们
追求超越不同客户的期望。我们品牌旗下的所有产品要符合严格的生产标准、质量控制
以及采用顶极品质配料制备。

我们的品牌

食品生产
零售与配送

唐山(Tungsan)通过利用研发以及生产能力、周全的批发和配送服务以及备货充足的零售
分行，提供各种各样的高品质酱料、酱汁和腌料。唐山(Tungsan)也是我们零售的自家品
牌。

我们不仅仅以唐山(Tungsan)这一商号品牌从事产品的生产与零售，还采购和重新分装50
多种干货。客户可以在我们的综合一站式零售分支机构采购所需的一切产品，这给他们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此外，我们还提供大宗订单配送服务以满足客户的物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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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解决方案

一品唐(Yi Pin Tang)向我们的食品行业客户提供一整套综合解决方案。一品唐(Yi Pin Tang)
结合对客户业务需求的理解，让客户获得商业成功和业务增长。一品唐(Yi Pin Tang)的食
品解决方案包括供应顶极品质的调味料、产品配送以及产品定制咨询服务。

烹饪解决方案

南洋之宝 (Straits Story) 面向那些热衷于烹饪并且喜欢分享可口东南亚美食的客户，提供
方便快捷的烹饪解决方案。南洋之宝 (Straits Story) 引领我们的客户踏上烹饪旅程，在此
过程中他们可以探索和体验东南亚美食的异国风情与美味。南洋之宝(Straits Story) 的独
一无二之处在于通过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客户进行互动交流，不断整合从中获得的文化创
意和灵感。

南洋之宝 (Straits Story) 产品为量身定制，向新手以及资深厨师提供简便快捷的烹饪解决
方案。为了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更高的价值，我们的产品可以用于多种用途。您可以将其
进行腌泡、调味，甚至作为蘸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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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料产品

咖喱鸡
这款融合了传统的南洋咖喱，精心加工后更色香味俱全！感受我
们唐山咖喱鸡的独特风味。

这款融合了传统的南洋咖喱，精心加工后更色香味俱全！感受我
们唐山咖喱鸡的独特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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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烤辣椒酱 

有了这烧烤辣椒酱，就可以毫
不费力准备美味的烧烤海鲜菜
肴！

鸡饭辣椒 

吃海南鸡饭怎能少了辣椒沾
酱，辣椒愛好者对我們美味的
鸡饭辣椒，吃了还想再要！

咖喱隆东菜(炒)

这是一个综合隆东汁和饭团的
美味马来餐，一盘令人垂涎的
咖喱菜。

咖喱鸡 

这款融合了传统的南洋咖喱，
精心加工后更色香味俱全！感
受我们唐山咖喱鸡的独特风
味。

海南鸡饭配料 

用唐山海南鸡饭配料，非常简
单容易制作海南鸡饭，和家人
朋友一起品尝。

咖喱鱼料 

新加坡著名的咖哩鱼头，结合
了印度，南洋华族和马来的风
味，这独特又方便使用的醬
料，绝对能挑逗你的味蕾！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海南鸡饭配料  1KG 包
   250G  罐
   1KG 铝箔  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咖喱隆东菜(炒)  1KG 包

   240G 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咖喱鱼料   1KG 包 
   170G 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烧烤辣椒酱   5KG 桶 
   1KG 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鸡饭辣椒   250G 罐

   1KG   小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咖喱鸡   1KG 包
   350G 包
   350G 铝箔 包
   1KG 铝箔 包

酱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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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风光辣椒 
用我们美味的辣椒酱，可以简
易的烹煮具有风味的马来风光
或辣椒空心菜！用此辣椒醬拌
饭，都是极爽的！

叻沙 

新加坡叻沙或椰浆咖喱面在本
地挺受欢迎和最常食用，唐山
叻沙酱能方便和简单的煮出香
浓的叻沙汤汁

娘惹式米暹 

娘惹米暹，结合了马来，南洋
华族及东南亚地区的不同文
化！这美食的特色是辣，甜带
酸的汤汁，再加入水煮蛋更是
美味佳肴！

马来卤面 

马来卤面是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最受欢迎的面
食，味道一绝，要准备如此美
味的面食，只需唐山马来卤面
酱，制作非常简单！

干捞炒粉酱 
使用我们的干捞炒粉酱，就能
在家中享用一盘即方便又美味
的干捞面！

椰浆饭辣椒酱 

吃椰浆饭怎能少了火辣辣的辣
椒！我们的椰浆饭辣椒酱减少
你的食物准备时间，同时也能
增添食物的美味。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干捞炒粉酱   1KG 包

    250G  罐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娘惹式米暹   1KG 包

    500G 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椰浆饭辣椒酱 1KG 包 
      250G 罐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叻沙   1KG 包
   300G 包
   300G 铝箔 包
   1KG 铝箔 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马来卤面   1KG 包

   300G 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马来风光辣椒  1KG 包 
   250G 罐

酱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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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辣椒螃蟹酱 

来到新加坡，必尝这道新加坡
道地的海鲜料理，搭配油炸馒
头或拌饭，令人垂涎。

亚叁鱼料
亚叁鱼料-我们的亚叁鱼料结
合了甜，酸和辣的风味，让你
无法拒绝的一道开胃美食，现
在就来试试吧!

沙爹酱

我们的沙爹酱是专为沙爹米粉
调制而成，结合了南洋华族和
马来的风格。

乌达料

乌达是一种用新鲜鱼，海鲜和
香料混合的娘惹菜肴，可蒸或
烤，都是一样美味，让人难以
忘怀。

冬炎汤酱料
冬炎汤是世界各地最受欢迎的
汤品之一！用我们的冬炎汤酱
料就能品尝到泰国之最！

参岜辣椒

参芭辣椒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口
味，参芭辣椒可以用来烹煮各
种蔬菜，海鲜，炒饭或面类
食。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冬炎汤酱料  1KG 包

    250G  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乌达料  1KG 包

   300G 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沙爹酱  1KG 包
   230G 包 
   230 铝箔 包 
   1KG 铝箔 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参岜辣椒  5KG 桶

   1KG 包
   250G 罐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亚叁鱼料  1KG 包

   240G 包

 酱料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番茄辣椒螃蟹酱    1KG 包
   240G 包 
   240G 铝箔 包 
   1KG 铝箔 包         

酱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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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汁产品

黑胡椒酱
用我们的黑胡椒酱烹煮令人垂涎的黑胡椒螃蟹，新加坡其中一道
著名美食！

用我们的黑胡椒酱烹煮令人垂涎的黑胡椒螃蟹，新加坡其中一道
著名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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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酱油

我们的特等酱油，可用于烹煮
或腌制令人无法抗拒的醬油
鸡，或仅仅作为一种美味的沾
酱！

黑胡椒酱

用我们的黑胡椒酱烹煮令人垂
涎的黑胡椒螃蟹，新加坡其中
一道著名美食！

甜酱油
搭配新加坡炒果条的完美调味
品！使用它，你就知道了。

罗惹酱

只需添加辣椒和花生碎在我们
的罗惹酱，就可享有一盘美味
的本地风味小吃。它是如此简
单，就试一试吧！

酿豆腐辣椒甜酱 (2 in 1)
这 2合 1的甜酱结合了辣椒
和甜酱几乎接近完美。专为
著名的酿豆腐调制而成。

酸甜辣椒酱

酸甜辣椒酱非常适合做各种食
品的沾酱。我们的酸甜辣椒醬
是一个极好的调味品，适合各
种點心和菜肴。

 酱汁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特等酱油  4.5L 支

   850G 罐

 酱汁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黑胡椒酱  2KG 支 
   260G 罐

 酱汁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罗惹酱  2.1KG 支

   500G 罐

 酱汁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酿豆腐辣椒甜酱   1KG 包 
 (2 IN 1)    250G 罐

 酱汁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甜酱油   4.5L 支 
    1KG 小包

 酱汁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酸甜辣椒酱     3.4L 支 
     1KG 小包

酱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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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产品

斋亚查
我们著名的亚查，结合了印度，南洋华族和马来的风味。非常美
味，尝过就停不了口。也适合素食者。

我们著名的亚查，结合了印度，南洋华族和马来的风味。非常美
味，尝过就停不了口。也适合素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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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真加洛

我们添加了葱仔，洋葱，辣椒
和酸柑到我们的真加洛里。是
烧烤海鲜菜肴的最佳搭配。

拉煎辣椒

我们的正宗拉煎辣椒，使用了
香味浓郁的拉煎和新鲜的紅辣
椒。这特调的辛辣芳香辣椒
酱，适合搭配各种菜肴。

酸醋青辣椒

我们的酸醋青辣椒是深受欢
迎的产品，与炒饭和面类食
品一起食用，味道更佳。

 冷藏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唐山真加洛  3.8KG 桶

其他产品

 冷藏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拉煎辣椒  1KG 包 
   250G 罐

 冷藏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酸醋青辣椒  6KG 桶 
   230G 罐

菜脯

可添加菜脯在煎蛋，蒸鱼，汤
品或炒饭，增加美味。

虾米辣

我们的虾米辣减少你的的食物
准备时间，同时也可增添美
味。

蒜泥醋

这带点微辣的蒜泥醋，添加了
很多蒜蓉，绝对让你吃了还想
再要。搭配卤鸭或清蒸菜肴，
非常完美。

 其他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虾米辣  1KG 包 
   180G 罐

 其他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菜脯  5KG 包 
   200G 包

 其他产品
 产品名称     包装
   蒜泥醋  4.5KG 桶 
   250G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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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品

虾米辣
我们的虾米辣减少你的的食物准备时间，同时也可增添美味。我们的虾米辣减少你的的食物准备时间，同时也可增添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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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叁膏

产品名称 包装

亚叁膏 2KG 包 280G 罐

黑豆酱

产品名称  包装

黑豆酱       3KG 包

加配辣椒酱

产品名称 包装

加配辣椒酱 1KG 包 250G 罐

豆瓣酱

产品名称 包装

豆瓣酱 5L 支 250G 罐

虾羔

产品名称 包装

虾羔 5KG 桶 500G 盒

极品辣椒酱

产品名称  包装

极品辣椒酱       250G   罐

配好鸡饭辣椒

产品名称  包装

   配好鸡饭辣椒       4.5KG 桶

咖喱料

产品名称  包装

咖喱料       2KG 包

甜椒干

产品名称  包装

甜椒干       3KG 包

唐山辣椒酱

产品名称  包装

唐山辣椒酱       3KG 包

其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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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品

加晒

上等酱油

产品名称  包装

上等酱油      5L 支

幼辣椒酱(素)

柠檬酱

产品名称  包装

柠檬酱 5L 支 250G 罐

生抽

蚝味蚝油

产品名称  包装

蚝味蚝油       5L 支

梅羔

产品名称  包装

梅羔       5L 支

豆酱粒

产品名称  包装

豆酱粒       3KG 包

幼豆酱

产品名称  包装

幼豆酱       3KG 包

产品名称  包装

加晒      5L 支

产品名称  包装

幼辣椒酱(素)       3.5KG 支

产品名称  包装

生抽       5KG 支

梅酱

产品名称  包装

梅酱 5L 支 300G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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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示黑

海鲜酱

产品名称  包装

海鲜酱      5L 支

原生抽

特等蚝味蚝油

产品名称  包装

特等梅羔 5L 支 300G 罐

特等梅羔

酸甜豆瓣酱

泰示辣椒酱

素辣椒水

产品名称  包装

 素辣椒水       5L 支

白醋

产品名称  包装

沙示黑      5L 支

产品名称  包装

原生抽       5KG 支

产品名称  包装

特等蚝味蚝油       5KG 支

茄汁

产品名称  包装

酸甜豆瓣酱 5.5KG 支 250G 罐

产品名称  包装

泰示辣椒酱 5KG 桶 300G 罐

产品名称  包装

茄汁       4.5L 支

产品名称  包装

白醋 5L 支 640ML 支

其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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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产品

原料产品
我们将原料剥皮，清洗,切碎和搅幼,为你减少食物的准备时间。我们将原料剥皮，清洗,切碎和搅幼,为你减少食物的准备时间。



19   

搅角力

搅指天椒

产品名称  包装

搅指天椒      1KG 包

石磨辣椒

搅蒜头

搅姜母

搅南姜

产品名称  包装

   搅南姜       1KG 包

搅葱毛

产品名称  包装

搅葱毛       1KG 包

搅葱头

产品名称  包装

搅葱头       1KG 包

搅黄姜

产品名称  包装

搅黄姜       1KG 包

产品名称  包装

石磨辣椒       1KG 包

产品名称  包装

搅姜母       1KG 包

搅红辣椒

产品名称  包装

搅蒜头       1KG 包

产品名称  包装

搅红辣椒       1KG 包

产品名称  包装

搅角力       1KG 包

原料产品



我们认为通过向客户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以及热衷于不断改进，实现业务拓展也就水到
渠成。正因为如此，我们欢迎诸位来电垂询！无论您是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希望与我
们合作，渴望加盟我们或者仅仅只是想了解东南亚烹饪美食，敬请通过下列联络方式联

系我们：

电子邮箱: sales@tungsanfood.com
电话: (65) 6257 6897
传真: (65) 6257 8634

我们的地址是：

总部
56 Senoko Drive
Singapore 758235
电话: (65) 6257 6897

零售分行

宏茂桥分店
地址:Blk 554 Ang Mo Kio Avenue 10
#01-2034 221Singapore 560554

勿洛分店 
地址:Blk 539A Bedok North Street 3
#01-475
Singapore 461539

网址: www.tungsanfood.com

倾听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