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un Meng Fruits (M) Sdn. Bhd.1279877-P
Lot 23010, Taman Sungai Klau, 27630 Raub, Pahang
T +609 3687030     www.munmenggroup.com 

 
 
 
 

聞名生果(马)有限公司



Contents

目录

公司背景  ..............................................03
使命和愿景 ..............................................05
创办人 ..............................................06
发展里程碑  ..............................................07
为何选择我们？ ..............................................09
我们的服务 ..............................................10
我们的产品 ..............................................11
榴莲果泥/
果肉加工程序 ..............................................13
质量检查 ..............................................13
冰封带壳榴莲加工程序 ..............................................14

02



03

Company background / About Us

公司背景
闻名生果每年的榴莲收成和收购量高达2000吨，以猫山王、
D24和黑刺榴莲为主。除了供应新鲜榴莲于本地和邻国市场，
它同时也设有工厂加工处理包装榴莲，以果肉、果泥和冰封带
壳榴莲形式出口到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欧美等国家，每年出
口量高达15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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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命，闻名生果严谨把关所收
购和出产的榴莲产品，务求把最
新鲜、最上乘和劳勿最正宗的猫
山王榴莲推广到世界各地。

“推广本地榴莲”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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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人梁观明是土生土长的劳勿人。从小开始接触榴莲并在榴莲之
乡长大的他，从20多岁开始从事榴莲种植和收购，起初业务集中在
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以甘榜和D24榴莲为主。

2008年，随着猫山王的迅速崛起，他抓紧时机跟上脚步。前后不到
五年时间，他即成功把劳勿猫山王榴莲推广到马来西亚之外的国家
，出口国包括中国、香港和欧美国家。

The Founder

创办人

使命
Mission

以“推广本地榴莲”
为使命，闻名生果严
谨把关所收购和出产
的榴莲产品，务求把
最新鲜、最上乘和劳
勿最正宗的猫山王榴
莲推广到世界各地。

愿景
Vision

我们的使命就是把本
地榴莲推广到全球各
地，让世界各地的人
都得以以最实惠的价
格，品尝到最新鲜、
正宗的劳勿猫山王榴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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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生果（马）有限公司

发展里程碑

Company Mile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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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1
•
• 公司上下员工20余位
• 专注本地（马来西亚）市场
•

2 2003
• 出口D24榴莲到新加坡

3 2004
• 出口D24榴莲到香港

8 2016
• 出口国延伸至欧美一带

• 获得良好操作规范(GMP)认证

9 2018
• 公司员工增至百余人

•
5 2012

 获得良好农业规范(myGAP)
 认证

6 2013
• 加工工厂竣工和正式运营
• 生产冷冻榴莲果肉、果泥
• 引入液氮速冻技术，
 生产冰封带壳猫山王榴莲
• 完成品出口到中国、香港、
 新加坡等国家

7 2015
• 获得卫生部的食品安全问
责工业认证（MeSTI）

10 2019
•

•

活跃参与“向中国出口榴莲果
肉和果泥计划”而获得农业部
鉴赏证书

成为全球良好农业规范
(GlobalG.A.P.)会员

•
 
 

4 2008

• 出口国包括新加坡和香港

除了D24榴莲，同年开始种植
和收购猫山王榴莲

主要种植和收购甘榜榴莲及
D24榴莲

闻名生果（马）有限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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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ervice

我们的服务
闻名生果所提供的服务包括：
1.榴莲种植Plantation and Collection

我们对榴莲种植和所收集的榴莲拥有一套严格的要求
和作业标准，以确保顾客可尝到最健康卫生和正宗美
味的榴莲。

2.榴莲产品制造Manufacturing
除了供应新鲜榴莲给本地和邻国市场，闻名生果亦设
有工厂并采用顶尖的冷冻和液氮速冻技术加工处理和
生产三大主要产品：榴莲果肉、果泥，以及冰封带壳
榴莲。

闻名生果的加工工厂获得国内良好操作规范（GMP）认
证，是优质产品的信心保证。

3.榴莲供应/出口Supply and Export
闻名生果的榴莲出口量每年高达1500吨，出口国家包
括新加坡、香港、中国和欧美国家。实惠的价格、质
量的保证，是顾客钟爱和支持闻名生果的关键因素。

水果之王 – 
榴莲intro on Malaysia durian
榴莲是马来西亚国宝级水果，有“水果之王”之美称。马
来西亚种植的榴莲品种众多，味道丰富、气味浓郁，果农
种植方式比较独特，通常会等榴莲自然成熟后落地，因而
更丰满、气息更浓郁，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果农的做法，未
熟先摘再以乙烯催熟。

马来西亚的榴莲注册品种多达200多种，分别用D1-D200来
编号，最出名的包括：猫山王D197（Musang King）、
苏丹王D24（Sultan）、黑刺D200（Ochee）、红虾D175
（Red Prawn）、金凤（Golden Pheonix）、红肉D101等等。
当中，以名闻遐迩的猫山王榴莲最俘虏人心。

榴莲虽然是季节性水果，在马来西亚可说是常年都可尝到
的水果。一般来说，7月到9月，11月到1月都是榴莲收成的
大季。

猫山王之乡–劳勿 Intro on Raub
坐落在彭亨州的劳勿正是盛产猫山王榴莲之地，有“猫山
王之乡”之美誉。劳勿位于马来西亚半岛的主干山脉，被
著名的云顶高原、金马伦高原以及福隆港高原所围绕。劳
勿的高山斜坡阳光照射充足，空气好，雨水足，同时具备
了天然的排水和排热的良好条件，故有利于生产品质上乘
的猫山王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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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Choose Us?

为何选择我们？
闻名生果的榴莲园位于猫山王之乡，劳勿双溪吉流，
占地逾100英亩。双溪吉流是劳勿猫山王的盛产地之
一，当地有90%居民从事榴莲种植。我们每年也慎选
收购来自双溪吉流其他园主的榴莲，每年所取得的榴
莲果量高达2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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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鲜榴莲 Fresh Durian
闻名生果（马）有限公司主要供应产自劳勿的
正宗猫山王，D24和黑刺榴莲。

D197猫山王榴莲Musang King
果肉特征：
• 充分成熟的果肉呈金黄色，表皮干皱
• 果肉厚，种子小而扁平
• 味道甘甜微苦或有酒香味，谓之榴莲中的极品。

外形特征：
• 底部有一个小“五星型”
• 刺不尖

D24苏丹王榴莲
果肉特征：
• 味道浓郁，质地比较干，甜味适中
• 果肉厚，呈金黄色，而且有一层油光

外形特征：
• 底部有一个硬币大小的圆形标志

D200黑刺榴莲Ochee
果肉特征：
• 果肉呈奶油状，有些发黏，几乎不含纤维
• 色泽更为黄润，带有明亮的橙色调
• 入口味道很甜，尾味有点苦涩，味觉层次分明

外形特征：
• 刺尖是黑色，有一个平底，根部是相反茎

Our Products

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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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榴莲果肉Durian Pulp
从种植、收割、筛选到加工处理，闻名生果对每一个生产程序一丝不苟，严谨把关，
坚持以纯天然、无添加剂和无防腐剂加工处理。当中所采用的速冻技术更可确保榴莲
果肉的口感和质感保持不变，保鲜度高达95%。即使不是榴莲旺季，顾客无论身在何
方都可随时和轻易地尝到最正宗新鲜、原汁原味的水果之王。

3.榴莲果泥Durian Paste 
从种植、收割、筛选到加工处理，闻名生果对每一个生产程序一丝不苟，严谨把关，
坚持以纯天然、无添加剂和无防腐剂加工处理。当中所采用的速冻技术更可确保榴莲
果肉的口感和质感保持不变，保鲜度高达95%。无论是用作甜品或糕点制造，闻名生
果所生产的榴莲果泥绝对让顾客尝到最正宗新鲜、原汁原味的水果之王。

4.冰封带壳榴莲Frozen Whole Durian
从种植、收割、筛选到加工处理，闻名生果对每一个生产程序一丝不苟，严谨把关，
坚持以纯天然、无添加剂和无防腐剂加工处理。当中所采用的液氮速冻技术更可确保
冰封榴莲的口感和质感保持不变，保鲜度高达95%。即使不是榴莲旺季，顾客无论身
在何方都可随时和轻易地尝到最正宗新鲜、原汁原味的水果之王。



榴莲果泥/
果肉加工程序

Pulp/Paste Production Process

清理
-采摘后的榴莲会立即完成清理程序以扫净黏
附在壳上的枯叶、沙尘。

取出果肉
- 按果肉和果泥分类加工包装。

速冻
- 果肉和果泥被置放在摄氏零下30度
（-30°C）的冷冻柜里冷冻处理。

储存
- 速冻之后的果肉和果泥被转移到摄氏零下18
度（-18°C）的冰室里储存，准备出口。

从采摘到加工处理，每一批榴莲产品都必须要
通过卫生部和农业部抽检，并要通过当局的严
格标准才可推出市场和出口。

筛选/开壳
- 清理后的榴莲将会经过人工手动去壳和筛选。

Quality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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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质量检查
清理
-采摘后的榴莲会立即完成清理程序以扫净黏附在壳上的枯叶、沙尘。
↓

筛选
- 清理后的榴莲将会经过人工手动精心筛选。
↓

液氮速冻
- 经筛选的榴莲被置放在摄氏零下100度（-100°C）的液氮速冻柜里急速冰封。
↓

储存
- 速冻之后的带壳榴莲被转移到摄氏零下18度（-18°C）的冰室里储存，准备出口。

Frozen Whole Durian Production Process

冰封带壳榴莲加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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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certifications; no preservatives, no artificial 
addit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