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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食品安全及质量管理大会

暨 第三届食品安全与标准法规研讨会

暨 第七届食品质量管理研讨会

邀 请 函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的起步之年，也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阶段。食品安全是健康中国建

设的重要领域，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是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食品安全形势稳中向好，安全健康的食品

消费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对于食品的安全、营养、健康方面的需求不断上升，食

品消费升级促使了食品行业高质量快速发展。同时，贸易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也在不

断促进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国内外食品行业和贸易的飞速发展对食品安全和

品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切实保障我国食品安全，迎接食品贸易国际化、食品安

全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我国在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涵盖食品安

全监管制度更新与完善、食品标准法规体系建设、风险监测、质量提升等多个方面。

为更好的保障食品安全，深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更好的协助食品企业理解国家

食品安全监管要求，提升企业安全合规和质量管理能力，在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

全促进会的指导、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企业联盟的支持下，食品伙伴网将于 2022 年 4

月 15-16 日组织召开“2022 食品安全及质量管理大会 暨第三届食品安全与标准法规

研讨会 暨第七届食品质量管理研讨会”

鉴于日前新冠疫情的形势严峻，按照各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最大程度避免聚集

风险，且为各同仁提供舒适安全的交流环境，食品伙伴网将本次大会改为线上直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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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会议具体安排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

主办单位：食品伙伴网

支持单位：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企业联盟

协办单位：北京食品学会

二、时间与地点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15-16 日（会期两天）。

会议地点：食学宝线上直播（本次直播无点播，请大家准时参加）

三、会议内容

2022 食品安全及质量管理大会
暨 第三届 食品安全与标准法规研讨会

暨 第七届 食品质量管理研讨会

总会场 丨食品安全与行业发展

4 月 15 日 上午

09:00-09:20
领导致辞

致辞嘉宾：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食品伙伴网

09:20-09:50
新常态下的食品行业发展

发言嘉宾：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主任

09:50-10:30
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及展望

发言嘉宾：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10:30-11:00 茶歇

11:00-11:30
我国海关监管新政策、新形势

发言嘉宾：海关总署标法中心

11:30-12:00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形势和发展趋势

拟邀嘉宾：监管部门专家

12:00-14:00 午休小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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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一丨 第三届 食品安全与标准法规研讨会

4 月 15 日 下午

14:00-14:40
食品安全监管实务

发言嘉宾：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4:40-15:20
2022 年度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及细则

发言嘉宾：国家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15:20-15:40 茶歇

15:40-16:20
《反食品浪费法》解读

发言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16:20-17:00
食品标签审核要点及典型案例分析

发言嘉宾：食品伙伴网 技术总监

4 月 16 日 全天

09:00-09:30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及重要标准制修订最新进展

发言嘉宾：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09:30-10:00
新形势下，特殊食品行业食品安全与合规发展

发言嘉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中心

10:00-10:20 茶歇

10:20-11:00
中国食品相关产品标准与许可

发言嘉宾：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11:00-11:30
中国乳品标准现状

发言嘉宾：国家乳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1:30-12:00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亮点解读

发言嘉宾：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12:00-14:00 午休小憩

14:00-14:30
食品安全的监管性合规与合规性监管

发言嘉宾：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14:30-15:00
食品生产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标准介绍

发言嘉宾：食品伙伴网 技术总监

15:00-15:20 茶歇

15:20-17:00

【嘉宾访谈】食品安全合规管理沙龙

探讨议题：企业食品合规人员的职责

合规的内部管理与外部参与

食品企业合规管理经验分享

西贝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介绍

访谈嘉宾：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粮集团、西贝餐饮集团、君乐宝乳业、百事食品、雀

巢健康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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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二 丨 第七届 食品质量管理研讨会

4 月 15 日 下午

14:00-14:40
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管理

发言嘉宾：市场总局认证监管司 农食认证处

14:40-15:20
HACCP 应用与食品微生物危害预防性控制

发言嘉宾：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15:20-15:40 茶歇

15:40-16:20
打造高效精益运营质量团队

发言嘉宾：益嘉丰厨（杭州）食品有限公司 质量负责人

16:20-17:00
BRCGS 全球食品安全标准（第九版）主要的变化

发言嘉宾：中安信（北京）食品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4 月 16 日 全天

09:00-09:30
风险评估的原则和方法

发言嘉宾：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09:30-10:00
FSSC22000 与食品安全管理

发言嘉宾：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10:00-10:20 茶歇

10:20-10:50
食品生产许可现场审查常见不符合项分析

发言嘉宾：马鞍山市食品药品安全检查中心 食品室主任

10:50-11:30
新兴风险预测，预防，管理工业界实践

发言嘉宾：达能食品安全合作伙伴与项目管理负责人

11:30-12:00
食品企业如何建立并有效运行管理体系

发言嘉宾：认证中心技术总监

12:00-14:00 午休小憩

14:00-14:30
食品防护计划在食品企业中的建立与实施

发言嘉宾：海关系统专家

14:30-15:10
食品安全风险预防与控制

发言嘉宾：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体系法规部部长

15:10-15:30 茶歇

15:30-16:10
风险思维在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中的运用

发言嘉宾：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质量安全管理中心体系管理部长

16:10-17:00
餐饮企业食品安全管控

发言嘉宾：餐饮合伙人，中央厨房流程和产品开发专家

大 会 结 束

* 议题随时更新，具体发言议题及日程安排详询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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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会人员

政府食品监管机构相关人员；协会（学会）等组织相关人员；第三方检测单位与

高校、科研机构相关人员；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相关管理/法规/质量人员；食品供应链

相关管理/技术人员；其他关注研讨会的人员。

五、参会报名

（一）收费标准

（二）付款账号：

1）汇款或转账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烟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

银行账号：376001060018170028369

（三）联系人及报名方式

联系人：方静 女士：13356941975（微信同号）

请详细填写附件一报名回执表，并发至邮箱： foodqm@foodmate.net

标准费用：2800元/人

团体报名：同一家单位2人及以上参会2600 元/人；

费用包括：参会注册费、会刊资料费、等费用。

食品伙伴网

2022 年 3月 31 日

2）公司支付宝账号：

账号：help@foodmate.net

mailto:meeting5@foodmate.net
mailto:help@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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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报名回执

请将报名回执发送邮件至：foodqm@foodmate.net

单位名称 主营产品分类

收件地址

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

参会人员信息

姓名
食学宝学号

（见文后）
部门/职务 手机 E-mail 更想参加的分论坛：

□标法 □质量

标法 □质量

□标法 □质量

请悉知：由于金税三期我司对作废发票管控严格，请您务必提供贵司准确的开票信息！！！

如因贵司原因导致发票重开，须支付 50元 发票重开手续费。谢谢合作。

发票类型 □增值税专票 □增值税普票(电子发票) 发票数量 □1张 □多人参会单独开票

发票内容
□*会展服务*会务费

□*非学历教育*培训费
住宿安排

□ 需要会务组预订会议酒店

□ 不需要，我将自行安排

开票信息:

（专票必填;普票填税号）

开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

电话:

开户行：

账号：

费用标准

标准费用：2800元/人；团体报名：同一家单位 2人参加 2600元/人。

我司共 人参会，开票金额合计为 元
费用包括：参会注册费、会刊资料费、会议期间午餐等费用。晚餐、住宿费、交通费自理。

付款账号

(1) 公司名称：烟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

开户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 66号 帐号：3760 0106 0018 1700 28369

(2) 支付宝账号： help@foodmate.net

方静 女士：13356941975（微信同号） 请详细填写报名表，并回复至邮箱： foodqm@foodmate.net

关注食学宝二维码，注册信息后，在“我的”-“个人中心”查看 学号

mailto:foodqm@foodmate.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