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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INTRODUTION
·公司名称: JS KOREA CO., LTD.

·地址: 韓國 全南 莞島郡 莞島邑 農工團地 6路, 21-13

·电话: +82-61-555-1836

·传真: +82-61-553-1837 

·总经理: J.S.Im(林貞石) (T. +82-10-3614-1836)

·联系方式: crabjsim@hanmail.net / jenny.jskorea@gmail.com
                  Wechat ID: jsabalone

·网站: www.jskoreagroup.com

·工厂: 现代式最新设,HACCP,ISO2200, U.S FDA,HALAL,
          海外工厂登记(中國).
          規模 : 3,200sqm,  生産 : 美元 30,000,000/年

·成立年度: 2011年 5月6日(刷新 2017年 12月6日) 

·从事者: 30僱員

·资本: 美元 1,000,000

·销售额: 美元 6,000,000

·主商品: 鮑魚罐頭7款，牡蠣罐頭7款，蟹肉罐頭2款
             冷凍海產品，活帝皇蟹 活平目魚，活牡蠣，
             活鮑魚和乾牡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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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 鲍鱼 罐头 鮑汁 鲍鱼 罐头

 HS Code  1605.57.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0%
 学名  Holiotis Discus Hanai(养殖)
 编号   JS16-01,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723
 重量   容量 450g/罐, 净重 180g/罐,±5%
 规格   大 : 6,7个/罐,  中 : 8,9,10个/罐,  小 : 11,12个/罐 
 包裝   24罐/箱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1,320箱(31,680罐)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4周付船
 價格   中国 主要港口 到岸价格,美元
 特点   美国 食品医学厅 认证 SID No. : 20181113001
 保质期   3年 (灭菌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产品成分分析证明书, 自由销售证明书, HACCP, 工厂的

 注册号码, ISO22000

 HS Code  1605.57.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0%
 学名  Holiotis Discus Hanai(养殖)
 编号   JS16-02,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723
 重量   容量 450g/罐, 净重 180g/罐,±5%
 规格   大 : 6,7个/罐,  中 : 8,9,10个/罐,  小 : 11,12个/罐 
 包裝   24罐/箱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1,320箱(31,680罐)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4周付船
 價格   中国 主要港口 到岸价格, 美元
 特点   美国 食品医学厅 认证 SID No. : 201811150001
 保质期   3年 (灭菌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产品成分分析证明书, 自由销售证明书, HACCP, 工厂的

 注册号码, ISO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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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 生 鲍魚鮑汁  鲍鱼 罐头, 3个/罐

 HS Code  1605.57.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0%
 学名  Holiotis Discus Hanai(养殖)
 编号   JS16-04,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723
 重量   容量 100g/罐, 净重 50g/罐(3个/罐)
 规格   3个/罐 
 包裝   48罐/箱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2,200箱(105,600罐)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4周付船
 供应季节   全年
 價格   中国 主要港口 到岸价格, 美元
 特点    美国 食品医学厅 认证 SID No. : 201811130002
 保质期   3年 (灭菌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产品成分分析证明书, 自由销售证明书,HACCP, 工厂的

 注册号码, ISO22000

 HS Code  0307.89.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7.0%(2019年)
 学名  Holiotis Discus Hanai(养殖)
 编号   JS16-06,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723
 规格   大 : ±85g/个,  中 : ±70g/个,   小 : ±60g/个
 包裝   5个/真空袋,  1公斤/真空袋 : 15公斤/箱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1,000箱/每(15,000公斤)
 质量   一級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4周付船
 供应季节   全年
 價格   中国 主要机场  到岸价格, 美元
 保质期   2年(冷冻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HACCP, 工厂的注册号码, ISO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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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鲍魚, 酱油 (特色磯煮) 冷冻 水煮 鲍魚(去皮)

 HS Code  0307.89.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7.0%(2019年) 
 学名  Holiotis Discus Hanai(养殖)
 编号   JS16-07,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KP-723
 包裝   5个/真空袋(225g), 30真空袋/箱
 规格   17-18个/公斤 活鮑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2,000箱(60,000真空袋)
 质量   用鲍鱼 加工, 不含冰衣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4周付船
 價格   中国 主要机场  到岸价格, 美元
 特点   解冻后即食食品
 保质期   2年(冷冻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HACCP, 工厂的注册号码, ISO22000

 HS Code  0307.89.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7.0%(2019年)
 学名  Holiotis Discus Hanai(养殖)
 编号   JS16-08,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723
 包裝   1公斤/真空袋 : 15公斤/箱
 规格   31-35个/公斤, 36-40个/公斤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1,000箱/每(15,000公斤)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4周付船
 供应季节   全 年
 價格   中国 主要机场  到岸价格, 美元
 保质期   2年(冷冻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HACCP, 工厂的注册号码, ISO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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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鲍鱼 活 黃金牡蛎(三倍体)

 HS Code  0307.89.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7.0%(2019年)
 学名  Holiotis Discus Hanai(养殖)
 编号   JS16-09,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723, 渔场登记编号 : KA-168
 包裝   11公斤/箱 用泡沫箱
 规格   10-11个/公斤,  12-13个/公斤,  14-15个/公斤,  16-18个/公斤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50箱/每(550公斤)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5日付運(空運) 
 供应季节  全年
 價格   中国 主要机场  到岸价格,美元
 保质期   30日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养殖许可证((韓-中)

 HS Code  0307.19.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7.0%(2019年)
 学名  Crassostrea Gigas(养殖)
 编号   JS16-20,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388, 养殖水域: FAO 61, U.S FDA 75
 包裝   15公斤/保温箱(Styrofoam box)
 规格   150-300g/个,   15公斤/箱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100箱/每(1,500公斤), 1,600箱/每(24,000公斤)/月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5日付運 (空運)
 供应季节  全年
 價格   中国 主要机场  到岸价格, 美元
 保质期   10日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养殖许可证((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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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 半贝 牡蛎 冷冻 牡蛎肉

 HS Code  0307.19.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7.0%(2019年)
 学名  Crassostrea Gigas(养殖)
 编号   JS16-22,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388, 养殖水域: FAO 61, U.S FDA 75
 包裝   ±9公斤/ 箱
 规格    特大 : 108个/箱(±9公斤), 大 : 132个/箱(±9公斤), 中 : 156个/箱(±9公斤)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1,800箱/每,   20,000箱/年
 质量   -60度速冻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2周內付船
 供应季节   全年
 價格   中国 主要机场  到岸价格, 美元
 保质期   2年(冷冻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养殖许可证(韓-中)

 HS Code  0307.19.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7.0%(2019年)
 学名  Crassostrea Gigas(养殖)
 编号   JS16-23,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388, 养殖水域: FAO 61, U.S FDA 75
 包裝   個別冷凍 , 1公斤/塑料袋, 10公斤/箱
 规格   大 : 23g/个
 质量   -60度速冻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2,000箱/每(20,000公斤)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2周內付船
 供应季节  4月-11月
 價格   中国 主要机场  到岸价格, 美元
 保质期   2年(冷冻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养殖许可证((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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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 牡蛎 干牡蛎 罐头

 HS Code  0307.19.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7.0%(2019年)
 学名  Crassostrea Gigas(养殖)
 编号   JS16-25,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388, 养殖水域: FAO 61, U.S FDA 75
 包裝   單凍 3公斤/真空包装, 30公斤/箱
 规格   特大 : 6-7g/个,  大 : 5-6g/个, 中 : 4-5g/个, 小 : 3-4g/个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300箱/每(9,000公斤)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2周內付船
 供应季节   7月-11月
 價格   中国 主要机场  到岸价格 : 美元
 保质期   2年(干燥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养殖许可证((韓-中)

 HS Code  1605.51.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0%
 学名  Crassostrea Gigas(养殖)
 编号   JS16-26,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廠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723
 重量   容量 65g/罐, 净重 50g/罐
 包裝   48罐/箱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3,520箱(168,960罐)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4周付船
 供应季节   全 年
 特点   美国 食品医学厅 认证
 價格   中国 主要港口 到岸价格, 美元
 保质期   3年 (灭菌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产品成分分析证明书, 自由销售证明书,HACCP, 工厂的

 注册号码, ISO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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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牡蛎 罐头 干牡蛎 罐头

 HS Code  1605(韓-中 FTA 關稅 0%)
 学名  Chionoxcxtes Japonicus

 编号   JS16-31,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723
 重量   我的容量 80g/罐
 包裝   48罐/箱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1,600箱(76,800罐)
 贷款批准   不可撤销 信用狀(Irrevocable L/C at sight), 先结算
 装船  裁决确认后 5周
 供应季节   年 中
 價格   中国 主要机场  到岸价格, 以后再通报
 保质期   3年 (灭菌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产品成分分析证明书, 自由销售证明书,HACCP, 工厂的
 注册号码 

 HS Code  1605(韓-中 FTA 關稅 0%)
 学名  Chionoxcxtes Japonicus

 编号   JS16-31,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723
 重量   我的容量 80g/罐
 包裝   48罐/箱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1,600箱(76,800罐)
 贷款批准   不可撤销 信用狀(Irrevocable L/C at sight), 先结算
 装船  裁决确认后 5周
 供应季节   年 中
 價格   中国 主要机场  到岸价格, 以后再通报
 保质期   3年 (灭菌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产品成分分析证明书, 自由销售证明书,HACCP, 工厂的
 注册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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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皇帝蟹

 商品名  活 皇帝蟹(Live red king crab)
 编号  JS16-40,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俄罗斯，挪威
 包裝   13公斤 用泡沫箱
 规格   1.5-2.0公斤/个,   2.0-3.0 公斤/个,   3.0-4.0公斤/个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100箱(1,300公斤)/每,   500箱(6,500公斤)/周,   2,000箱(26,000公斤)/月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 5日付空運
 價格  中国 主要机场  到岸价格  : 以后再通报
 装船   装运提单,卫生证书,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价格有效期   每周變動

禮盒裝 (A-款)

 HS Code  1605.57.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0%
 编号  JS16-50,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723
 重量   我的容量 100g/罐, 净重 50g/罐,±5%
 组成   3个/罐, 8罐头/套装, 10 套装/箱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1,000箱(10,000套装)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4周付船
 價格  中国 主要港口 到岸价格, 美元
 特点  美国 食品医学厅 认证, 百货商店,连锁店,电视购物,网上购物,免税
 保质期  3年(灭菌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产品成分分析证明书, 自由销售证明书,HACCP, 工厂的

 注册号码, ISO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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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盒裝 (B-款) 禮盒裝 (C-款)

 HS Code  1605.57.1000 + 1605-51.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0%
 编号  JS16-51,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723
 

重量
  鮑汁鲍魚 : 容量 100g/罐, 净重 50g/罐           

 干牡蛎 罐头 : 容量 65g/罐, 净重 50g/罐 
 组成   鮑汁鲍魚 : 3罐(3个/罐),  干牡蛎 罐头 : 6罐,   9罐头/套装, 10 套装/箱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1,000箱(10,000套装)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4周付船
 價格  中国 主要港口 到岸价格, 美元
 特点  美国 食品医学厅 认证, 百货商店,连锁店,电视购物,网上购物,免税
 保质期  3年, 灭菌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产品成分分析证明书, 自由销售证明书,HACCP, 工厂的

 注册号码

 HS Code  1605.57.1000  进口关税(韓-中 FTA) : 0%
 编号  JS16-52, 出口者登记号码.(中国) : 41015001737, 查询号码  : 15491510
 原产地   韓國, 工厂的注册号码 (中国 ) : KP : 723
 重量   我的容量 450g/罐, 净重 180g/罐,±5%
 组成   8,9,10个/罐,  3罐头/套装,   10 套装/箱
 数量   最低订货数量 500箱(5,000套装)
 贷款批准   預先付款
 装船   簽訂合約後 4周付船
 價格  中国 主要港口 到岸价格, 美元
 特点  美国 食品医学厅 认证, 百货商店,连锁店,电视购物,网上购物,免税
 保质期  3年, 灭菌食品
 

装船
 装运提单, 原产地证书(韓-中FTA), 卫生证书(韓-中), 商业发票,包装明细,  
 出口者登记号码, 产品成分分析证明书, 自由销售证明书,HACCP, 工厂的

 注册号码, ISO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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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 KOREA CO., LTD.

#21-13, Nonggongdanji-6gil, Wando-Eup,
Wando-Gun,Jeollanam-Do, Republic of Korea 

Website: www.jskoreagroup.com

E-mail: crabjsim@hanmail.net / jenny.jskorea@gmail.com 

Tel) 061-555-1836   Fax) 061-553-1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