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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婴幼儿、青少年、中产、老年等不同人群的消费层面出发，席卷全球的“健康风”
将成为未来长期的主旋律。多元、有机、养生、保健、高品质等系列关键词逐渐成为
食品生产企业关注的焦点。同时，营销手段的迭代更新，美食博主、抖音、明星引流、
跨界营销等新兴技术的更新，也将食品产品的风向推向了新一波的高潮。 

回望2019年，仅上半年食品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营业收入3.93万亿元，
同比增长4.97%，高于全国工业0.27个百分点，食品工业运行呈现出速度稳、效益
好的态势。我国食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预期年增长7%左右，到2020年，主营
业务收入有可能突破15万亿元，在全国工业体系中保持最高占比。

第十四届食品饮料技术峰会定于2020年11月上海举行，我们将聚焦食品饮料行业
的热点问题，围绕企业市场需求，剖析探索原料配料的创新、产品升级、营销模式
等方面的创新应用，与您一起研究行业新趋势、新发展。

会议背景



会议亮点

- 20+热点议题，汇聚行业专家精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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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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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场饮料新品体验、品鉴会

谁将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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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食品饮料行业咨询机构
◆ 临床医生
◆ 包装，设计和自动化咨询机构
◆ 检测、测测量设备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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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议题

-  国内外营养食品法规，政策以及标签规定

-  未来食品消费趋势

-  精准营养的实践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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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与临床研究技术

-  功能性原料临床营养与健康功效分析

-  口服美容的品类创新

-  休闲食品的转型升级

-  轻食及消费场景创新

-  运动营养食品创新原料及添加剂

-  食品与营养+联合与创新机会

-  益生菌、益生元的跨品类发展

-  超级食品的市场应用   

-  海洋提取物的研发与应用

-  风味与营养的平衡策略

-  药食同源功能食品开发与创新

-  植物提取物在营养食品中的应用

-  新蛋白经济

-  区块链技术与食品供应链变革
-  制胜未来⸺科技创新如何促进食品行业转型
-  数字化助力食品制造业  
-  智能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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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颜值经济下的品牌包装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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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嘉宾（部分）

潘迎捷 先生  
上海市食品学会理事长
教授，博导

孙建琴 女士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中心
主任医师，教授  

高海平  先生
高纲咨询 / Lever VC
研究总监，投资顾问

赵玉林  先生
昆山博力迈三维打印
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Ms. Shirley Lu  
德国普罗维植国际
植物性饮食协会
大中华区代表

佐藤 健治 先生 
杭州丘比食品有限公司
营业本部本部长 

黎毅雄  先生 
亿滋食品企业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亚太及中东非洲区饼干包
装，高级研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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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国家级设备状态监测诊断师

唐征  先生 
熙可食品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创新开发副总监

陈晨伟 博士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
食品包装研究所 副所长



往届嘉宾（部分）

邱潇潇  先生
杭州热浪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CEO

唐立新  先生
朗生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高级市场总监，饮料行业专家

乔溯晓  先生  
凯度消费者指数
客户经理

高莹 博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中科院营养代谢与食品安全重点实
验室，博士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表观
遗传和营养相关慢性病课题组组长

余惠民  先生
旺旺集团
品质中心 副总处长

赵伟  博士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海波  先生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营养健康研究所所长

杜军  博士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
产品研发高级经理



拟邀参会企业（部分）

LivingStone匠心联盟
艾宝食烹饪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爱克林（天津）有限公司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未食达科技有限公司
贝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波力食品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不老莓生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东锦食品（苏州）有限公司
东锦食品集团
东洋饮料（常熟）有限公司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福达（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富泽新记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古浩（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纳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兄昌食品有限公司
汉德森日用保健品（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鼎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榧常好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华味亨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豆业有限公司
杭州丘比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杭州娃哈哈集团
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
贺州普唯尔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赫斯提亚健康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黑龙江百谷食品有限公司
亨氏（上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恒大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恒天然
宏胜饮料集团
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汇众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庆缘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宝莱（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
昆山博力迈三维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玛氏箭牌糖类上海有限公司
麦迪蒲生物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
美良嘉（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明富(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南德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内蒙古燕谷坊生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欧力（上海）饮料有限公司
普维食品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雀巢中国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森永食品（浙江）有限公司
膳立方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爱丁医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爱之味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保健品行业协会
上海常茂生物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川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大塚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东亚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费氏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阜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复旦奥医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富味乡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黑壮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宏海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上海华爱天国际投资贸易公司研发中心
上海皇品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汇饮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可颂坊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克莉丝汀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一品轩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粮全其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麦康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摩提工房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诺金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葡萄王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热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日研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瑞橙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三香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商学院
上海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诗蒂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
上海台振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芽韵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易恒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易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 
上海英联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上海至上至瀛食品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众妙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准申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伙伴网
丝芙兰（上海）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昆山研发中心
旺旺集团
旺旺集团食品有限公司
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
无锡橙宝食品有限公司  
无锡金皇花食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振太酒业有限公司
西诺食品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熙可食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司
叶浦都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集团
益海嘉里食品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英联食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优诺乳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
重庆德宜信食品有限公司
佐鼎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美国蔓越莓市场协会  
亿滋食品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
杭州热浪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中心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
德国普罗维植国际植物性饮食协会
朗生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高纲咨询 / Lever VC
青岛啤酒上海闵行有限公司
凯度消费者指数
上海市食品学会
格力高营养集团
Innova Market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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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