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第十三届
营养食品与功能性
饮料技术峰会
2020年8月13-14日 | 广州

同期活动：
2020食品饮料行业
-荣格技术创新奖

媒体支持

主办方

赞助商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食品市场的需求量实现了快速增长，食品制造工业生产水平得到快速
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品种档次也更加丰富。进入新消费时代，数字化与技术创新变革了消费形态。

“新中产阶级”、“千禧一代”正成为消费群体的主力，他们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品类创新提供了新的商机。
健康零食、功能性食品饮料、植物蛋白、低糖低盐、个性化食品以及针对特定人群开发产品等趋势在市场快速蔓延。清洁标签、
环保可持续、可追溯、3D打印等加工及包装趋势则推动着食品饮料行业走向更注重营养和健康的未来。现有市场领导者和新进
入者，如何在品牌和产品组合方面把握先机，充分实践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产品创新，成为重要的课题。

第十三届营养食品与功能性饮料技术峰会，定于2020年8月13-14日在广州召开，就营养食品、功能性饮料、特医食品、创新包装&
加工等专题，探讨食饮料行业法规、发展趋势、配方、食品安全、创新包装、创新加工技术等30+热门话题。此外， “2020食品行业-
荣格技术创新奖颁奖典礼”也会带来年度最新产品和创新技术。来自食品饮料营养健康行业研发、生产、品牌、包装、质检等部门
的400多位同僚将共同参与，此次盛会将邀请权威专家带来前沿资讯、探讨热门话题，帮助企业解读政策、抓住趋势、提升产能、
降低成本，拓展人脉，掌握潜在生意机会。

线下线上融合
升级会议体验



为何参加

谁将参加

- 汇聚30+热点议题，500+行业专家精英
- 汇集行业前沿市场动态，创新技术
- 网罗行业专家现场分享最佳实践,交流实用的解决方案
- 获悉国内外行业法规政策

◆ 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 功能性饮料生产企业
◆ 液体乳/乳饮生产企业                           
◆ 制药企业
◆ 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                            
◆ 食品检验、检测机构
◆ 包材供应商                                              
◆ 食品行业OEM/ODM企业
◆ 加工设备供应商                                     
◆ 包装与标签供应商
◆ 印刷企业                                                   
◆ 大数据、软件公司

◆ 总经理
◆ 研发部部长/经理/研究员
◆ 技术部部长/经理/工程师
◆ 品质部部长/经理/工程师
◆ 包装部部长/经理/工程师
◆ 生产部部长/经理/工程师
◆ 品牌管理部部长/经理/工程师
◆ 法务部总监/经理/专员
◆ 市场部/营销部部长/经理

按
行
业

按
职
位

- 探索创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盈利产品的策略
- 现场展览会及新技术发布专区
- 现场供需匹配，助您获得直接面对面沟通机会
- 产品体验、品鉴会

为了满足全球各国及各地参会嘉宾由于各种限制仍然无法参加
线下展会活动的需求，我们为参会代表们提供在注册后可实时参加
同步线上虚拟会议的服务。
参会者注册会议后，可选择不同类型价位的在线参会方式，来满足
参会者随时提问，与演讲者互动等线下相同的参会体验。



专家顾问团

大会现场防疫措施

勤消毒 量体温 分散坐戴口罩

常通风 勿共食 勤洗手勿乱摸

朱惠莲 女士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营养学系 系主任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广东省食品安全学会，副会长
中国老年医学保健研究会老年健康科技创新分会 副秘书长
国家健康科普专家

张旭光 先生

汤臣倍健科技中心总监，英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营养科学）
英国阿伯丁大学医学院医学营养学博士、研究员
近十年致力于心血管健康、代谢健康、肠道健康、婴幼儿营养、运动营养及老年营养等相关功能性食品、
药品的创新与研发。曾在英国阿伯丁大学作为研究员、科研项目带头人从事系统性炎症标志物及干预、
乳蛋白多肽功能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相关的科研工作。

陈广学 先生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裕同科技首席专家、裕同研究院院长
兼任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包装印刷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包装联合会科技委委员兼包装教育
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3D打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深圳印刷学会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物联网应用技术协会联席会长、国际印刷电子与智能包装产业联合体联席主席等学会及协会职务；
同时兼任国家及省市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全国特种纸印刷包装行业联盟名誉顾问。
长期从事印刷包装及物联网方面的科研工作，在新型印刷包装环保及功能性材料、高端包装印刷防伪技术、
智能包装、数字印刷、3D打印、物联网应用等方面做出了多项创新性成果。



热点议题

-  国内外营养食品法规、政策以及标签规定
-  新消费时代的产品突围策略
-  强强联合打造品类创新与跨界发展
-  国内外口服美容的市场现状及发展机遇
-  “甜”“盐”蜜语的科学，味觉与健康并存的愉悦
-  益生菌、益生元的产品功效及创新应用
-  功能性能量饮料的研发趋势和热点解析
-  植物肉与人造肉的市场现状及研发趋势
-  海洋提取物的研发与应用
-  风味与营养的平衡策略
-  食品色彩颜值--新消费时代的粉丝收割机
-  妆食同源，把握“她经济”
-  儿童零食市场赛道如何作为？
-  疫情后的自热与方便食品空间几何？
-  蓬勃的休闲食品市场的口味创新  

-  认知功能障碍相关膳食营养因素研究
-  科学抗衰老的机制研究与营养产品的研发
-  老年营养健康改善实践
-  营养膳食结构与慢性疾病关联探讨
-  肠道微生态与精准营养的实践探索
-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与临床应用研究
-  脂质营养优选与脑部健康
-  新冠疫情下的临床营养支持
-  传统中医药特色资源的产品创新   

-  植物提取物的有效性利用
-  冻干技术加持下的零食与轻食消费场景拓展
-  新零售平台助推食品行业全程可追溯
-  食品饮料绿色环保包装材料的革新
-  食品安全快速监测技术发展趋势
-  绿色智能包装研究及实践进展
-  食品快消品包装产业现状分析
-  可食性包装材料的未来
-  网红快消品的包装设计思路
-  减塑压力下的循环经济解决方案
-  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检测标准    

热点聚焦

市场与趋势
口服美容“她”经济、微生态精准营养、年轻态抗衰老、肠道健康、脑健康、健康老龄化、老年营养、养生派、代餐、轻食、特医特配

原料与研发
益生菌、植物基、替代蛋白、药食同源、食疗、减糖方案、传统植物、中草药、酶、海洋生物、DHA、母乳低聚糖、肽

包装与智造
智能工厂、区块链、绿色环保、可循环、可追溯、延长货架期、高阻隔、轻量化、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食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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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邀及确认演讲嘉宾

朱惠莲 女士，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营养学系，系主任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广东省食品安全学会，副会长
中国老年医学保健研究会老年健康科技创新分会 副秘书长
国家健康科普专家

张名位 先生，广东省农科院副院长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
农业科研杰出人才、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带领的功能食品研究团队先后入选国家科技部 “创新人才推进
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国家农业部“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创新团队”，并获中华农业科技奖优秀创新团队奖。
先后主持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40余项.获国家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12项，获授权发明专利71件，主持
研制功能食品新产品26个，发表SCI论文近100篇，出版专著2部。

张旭光 先生，汤臣倍健科技中心总监，英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营养科学）
英国阿伯丁大学医学院医学营养学博士、研究员

近十年致力于心血管健康、代谢健康、肠道健康、婴幼儿营养、运动营养及老年营养等相关功能性食品、
药品的创新与研发。曾在英国阿伯丁大学作为研究员、科研项目带头人从事系统性炎症标志物及干预、
乳蛋白多肽功能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相关的科研工作。

王志伟 先生，教授，博导，暨南大学校长助理

现任暨南大学校长助理，先后兼任珠海学院院长、珠海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担任国际包装研究联合会（IAPRI）
理事会理事，《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编委，教育部印刷包装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包装工程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包装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包装工程》和《包装学报》编委会
副主任，江南大学、广西大学、东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湖南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博导)。
近五年担任列届世界包装大会、国际包装研讨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或主席。

潘虎 先生，深圳市潘虎包装设计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

中国十余所设计院校客座教授，全球三大设计奖大满贯得主，联合国生肖狗年邮票设计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UCA英国创意艺术大学 荣誉硕士；深圳市插画协会SIA  副会长 
每年仅10余个设计作品，却斩获包含三大奖项在内的超过100个全球设计奖项。客户包括：褚橙、王老吉、小罐茶、
雪花啤酒、良品铺子、鲁花集团、五粮液集团、张裕集团、联合国邮政署、时尚集团等超级大牌。

李文军 先生，雀巢健康科学  首席医学官

曾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公共营养室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
1995年5月加入雀巢至今，历任婴儿营养品牌管理副经理，全国医务市务经理，大中华区医务总监，大中华区
首席医务科学及合规官。现任雀巢健康科学大中华区首席医学官。



往届部分演讲嘉宾

霍军生  先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中心实验室主任

苑鹏  先生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院
食品工程研发部
副主任

贺瑞坤  女士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陈广学  先生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兼任裕同科技首席专家、
裕同研究院院长 

李天广  先生
健合集团
集团包装研发经理  

潘静静  女士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国家食
品接触材料重点实验室(广东)
法规总监、风险管理部部长

史冠华  先生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特医及功能食品事业
部总经理

胡梦欣  女士  
浙江工商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
学院副教授

余保宁  先生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Ms. Shirley Lu  
德国普罗维植国际
植物性饮食协会
大中华区项目总监

张钦发  先生
华南农业大学
食品学院包装工程系
主任、教授

邹燕红  女士  
安姆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总监

林云  先生 
青岛啤酒上海闵行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部高级主管

梁宇  先生
凌云创意包装设计
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兼商务总监

李忠霞  女士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精准健康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光  先生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
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杨潞芳  女士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技术经理

汪兆成  先生 
西得乐
大中华区商务总监



往届会议剪影

展区参观技术交流

品鉴区 



拟邀参会企业（部分）

Dairy Nutraceuticals Ltd
PB LEINER (普邦)
阿泽雷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安姆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安姆科集团惠州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奥德美生物科技（中山）有限公司
百事立顿（广州）饮料有限公司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大连医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德成佳和大健康集团
德国普罗维植国际植物性饮食协会
邓老凉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鼎好科技
东莞捷荣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德乐金属探测仪器厂
东莞市锐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思朗食品有限公司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洋饮料（常熟）有限公司
恩德斯豪斯（中国）自动化有限公司
恩福（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蓝牛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利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高培（广州）乳业有限公司
光明乳业研究院华南研究所
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广东佳宝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嘉友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健力宝公司
广东九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康富来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力素美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铭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生和堂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生命一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
广东省揭阳市益康饮料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省食品学会
广东太阳神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维美健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正当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澜健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拜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和黄大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和黄医药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星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北斗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纯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大丰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广州二天堂保健品有限公司
广州风行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广彩标签有限公司
广州果子食品厂有限公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家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金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金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敬修堂一七九零营销有限公司
广州九龙维记牛奶有限公司  
广州莱可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麟威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慕赏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广州善元堂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爱宕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高纤宝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汉熙庄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素力营养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名花香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人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食科康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田之缘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广州万康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广州喜乐食品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燕臻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美乐多饮品（香港）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井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和黄健宝保健品有限公司
湖南华诚生物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包装工程系
华润怡宝食品饮料（深圳）有限公司
惠州深宝科技有限公司
暨南大学
甲骨文公司
健合集团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码制药（广东）有限公司

劲家庄（惠州）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京都念慈菴總廠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广东康合慢病防治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罗赛洛（中国）
绿瘦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绿雪生物工程（深圳）有限公司
美国蔓越莓市场协会 
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
南京长青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纽斯葆广赛（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利如一（安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欧肽贡（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上海闵行有限公司
清远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
人良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印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原生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楷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路嘉胶粘剂有限公司
上海敏杰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翊科精密挤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精准健康研究所
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云创意包装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尔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生命泉股份有限公司
圣原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时代（中国）集团
台山市信利食品有限公司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天大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天大中医药研究院 
停下即饮（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昆山研发中心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维他奶（佛山）有限公司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西得乐机械（北京）有限公司
喜园(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乐健康
鲜活果汁
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雅士利国际
浙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中山市正合色彩资源有限公司
重庆海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派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主办方

    上海荣格展览有限公司是荣格工业传媒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依托荣格集团强大的
媒体资源，荣格展览每年针对中国制造业市场举办近20 个工业领域专业技术及应用研
讨会，涵盖塑料、食品、个人护理品、医药与医疗、无纺、环保、涂料与油墨、汽车、
金属、模具、包装、复合材料、营养食品等行业. 其中，金属加工系列论坛、塑料技术
系列论坛、涂料技术系列论坛、个人护理品技术研讨会、功能性食品技术论坛等会议已
成功举办数届，并在业内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和评价。2017年上海荣格展览有限公司不仅
保留这些拥有良好口碑的技术研讨会，还新增了针对制造业革新技术及市场热点的系列
论坛，并将部分会议的举办地移向亚洲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

联系我们

会议总监：邵敏  女士
+86 -21 6289-5533 x 208 
mandyshao@ringiertrade.com

会议经理：张琛  女士
+86 -21 6289-5533 x 357
chenzhang@ringiertrade.com

会议经理：余珂  女士
+86-755 8835-0829 x 829
kellyyu@ringiertra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