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一、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2015年五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暨第十次行业协会联席

会在云南昆明召开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2015 年五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暨第十次行业协会联席会

于 2015年 3月 7日在云南昆明召开，23家副理事长单位、部分常务理事单位和

10个省市地方乳品（奶业）协会负责人共计 7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报告了 2014

年全国规模以上乳制品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分析了原料奶供应中存在的问题和原

因，提出了 2015年行业工作的重点；同时报告了 2014年乳制品进出口情况。会

议还向与会代表报告了过去一年协会秘书处的工作及新的一年的工作方案。与会

代表围绕当前乳制品行业发展的新常态以及行业的工作重点展开了热烈讨论。中

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吴秋林、名誉理事长宋昆冈、牟静君、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刘美菊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吴秋林主持。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调研员

邓小丁出席会议并致辞。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黄代云董事长代表本次会议的

支持单位在会上致欢迎辞。



经过讨论，与会代表在五个方面达成共识：

一是通过了宋昆冈在会上作的《乳制品行业 2014年回顾和 2015年工作重点》

报告。并对上年协会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二是认为当前出现的倒奶行为是个别现象，是我国原料奶质量要满足产品质

量安全标准的需要，是乳品产业发展的需要。

三是奶源基地的建设一定要规模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要充分利用全球的优

势资源满足中国消费市场的需求。

四是要依靠科技创新手段提高企业管理的整体效率建立规模、规范的牧场，

科学管理，提升企业整体效益即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及经济效益。

五是行业团结起来，站在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的高度扬长避短科学宣传乳制

品的营养知识。

会议代表还就加强检测专业人员的培训与交流、成立企业产品标识“诊断”

专家组、丰富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参与十三五规划的起草、加强月月抽检检

测结果宣传、建立国家乳粉战略储备机制等提出了建议。

会议感谢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及旗下的昆明雪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的

大力支持。

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一次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8 月 11 日上午八点三十分，第二十一次年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四

层大会堂隆重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克庆、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

全局林伟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监管一司王平副司长、国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高伏副司长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澳大

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女士、新西兰驻华大使馆大使麦康年先生、爱尔兰驻华大使

馆大使康宝乐先生和法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白良先生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并致贺辞。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吴秋林、名誉理事长宋昆冈、牟静君等领导出席了大

会开幕式；协会第五届理事会 24 位副理事长单位如数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大会

由协会名誉理事长牟静君致开幕词；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毅代表

东道主致欢迎词；名誉理事长宋昆冈就乳制品工业二十年的发展与展望作了主题

报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主持了大会。

在大会开幕式上，举办了“全球乳业发展高峰论坛”，在世界食品和国内食

品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名星企业家们在论坛上发表了精彩演讲。此外，本次年会组

织了四个专题论坛：“国际乳品工程与生物科学技术论坛”、“国际婴幼儿配方

粉标准法规与营养科学论坛”、“世界乳业市场及营销论坛”和“牧场管理及科

学饲养论坛”。

年会期间，在国家会议中心展览区成功举办了第十五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

共有近 169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展出面积 2 万平方米，展出展位 650 多个，

无论是参展企业还是展出面积均创历史新高。

8 月 10 日，召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来自行业

一百多位理事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由协会理事长吴秋林主持。会上协会名誉理

事长宋昆冈就当前行业质量状况作了报告。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作

2015第五届理事会秘书处工作总结（详见讲话稿），并报告了 2015年度秘书处

会费收支情况。协会名誉理事长牟静君报告 2015 年第二十一次年会的筹备情况。

本次理事会还讨论了 11家企业递交的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的申请。



本次年会还评选出两名终身成就奖、行业杰出企业家 12名、中国乳品先生 26

名以及优秀企业 24家。技术发明奖 10个、技术进步奖 17个，优秀新产品奖 21

个。

本次大会的东道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热情地敞开工厂大门欢迎国

内外同行前来参观。会议期间近 600名代表参观了三元。

本次年会得到了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双娃乳业有限公司和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友情赞助。

2016 年

一、中国乳制品行业质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于 2016年 1月 10日在北京召开了新年的第一个会议

—“2015中国乳制品行业质量工作会议”。工信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药

总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中国消费者协会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

要讲话。协会名誉理事长宋昆冈、牟静君出席了会议，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

美菊主持了会议。

根据 2015 年国家监督抽检、主流品牌月月抽检和重点企业质量审计结果所

发现的问题，2016 年质量工作重点是，抓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抓各项管理制度

的落实与执行，抓技术人员水平提升。具体内容是：1、切实维护好企业生产许

可条件的状态完好；2、建立质量审计制度，设置质量审计员岗位；3、消除婴幼

儿乳粉微量成分不达标现象；4、杜绝营养成分标签标示值不合格现象；5、规范

储运销售环节的管理，规避低温产品因脱离冷链所带来的风险；6、提升检验能

力；7、开展主流品牌婴幼儿乳粉质量竞赛。

会上，协会对在 2015年国家监督抽检和协会“主流品牌月月抽检”中获得

优异成绩的 25家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进行了表彰，并颁发了“本年度质量优秀

奖”。

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于 2016年 1月 10日

在北京召开，25 家副理事长单位、部分常务理事单位和 8 个省市地方乳品（奶

业）协会负责人共计 90 余人参加了会议。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报告了过去

一年协会秘书处的工作及 2016 年工作方案。与会理事围绕当前乳制品行业发展

以及行业的工作重点展开了热烈讨论。名誉理事长宋昆冈出席了会议。名誉理事

长牟静君主持了会议。



与会代表就 2016 年乳业发展战略，奶源基地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乳企兼

并重组、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管控、行业的品牌培育、检测和参与法标的制定和修

订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和探讨，代表们各抒己见，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三、天天乳制品，营养伴一生 2016 年全国乳品营养周活动走进大学

6月 3日，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主办，中国经

济网、北京工商大学支持的 2016年全国乳品营养周活动在北京工商大学拉开帷

幕。这是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举办的第十九届全国乳品营养周活动。本届活动的

主题是“天天乳制品 营养伴一生”。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司长高延敏、

中乳协名誉理事长牟静君、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志

华、中国经济网总裁王旭东、农业大学、教育部功能乳品实验室主任任发政教授、

IDF中国国家委员会专家、中乳协婴儿配方粉委员会副主任李文军等出席启动仪

式并讲话。



在互动环节，媒体、学生代表品尝了不同品种的乳制品，并就我国乳品工业

布局、产业转型升级、产品结构调整、创新发展、乳品营养等话题向专家提问，

专家当场答疑解惑。

活动现场，中乳协领导向北京工商大学赠送了乳制品营养手册及宣传物品。



四、携手全球乳业共发展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二次年会在广州成功举办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二次年会暨第十六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于 8

月 19日—21日在广州隆重举行。来自全国乳制品行业的企业家、专家、工程技

术人员；乳品技术、设备制造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食药总局、国家质检

总局、农业部奶办、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等行业主管部委领导和广东省政

府、省农业总局的领导；以及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等乳业发达国家驻华使馆

官员、行业组织、企业等 5000 余人参加了盛会。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携手全球

乳业共发展”。

8 月 20 日上午八点三十分，第二十二次年会全体大会在广州广交会威斯汀

酒店隆重举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高延敏司长、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监管一司张靖司长、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韩奕处

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纪家琪先生、广东省农垦局局长雷勇健先生出席了

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安思捷女士、新西兰驻华大使

馆大使麦康年先生、法国驻华公使孟森先生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并致贺辞。中国乳

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吴秋林、名誉理事长宋昆冈、牟静君等领导出席了大会开幕

式；协会第五届理事会 24位副理事长单位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大会由协会名誉理事长牟静君致开幕词；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黄宣代表所有东道主致欢迎词；名誉理事长宋昆冈就 2016 年度乳制品行业

形势分析及下年度工作思路作了主题报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主持了大会。

大会举办了“国际乳品企业品牌建设与发展论坛”和六个专题论坛，即：

“全球乳业合作与发展趋势论坛”、“乳制品结构调整与工艺技术创新成果论

坛”、“婴儿配方乳粉新政与科技创新论坛”、“乳品检验技术专场”和“中国

特色牧场建设与科学管理论坛”以及“乳制品营养科学未来发展方向论坛”。

8 月 19 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 号馆和 2 号馆成功举办了第十六次乳



品技术精品展示会。本次展示会共有近 200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加展出，其中：

机械设备类企业 39 家，仪器设备类企业 37 家，包材及印刷企业 20 家，配料、

添加剂企业 25家，技术服务、管理咨询、媒体信息等 46家。展出面积 2万平方

米，展出展位约 900多个，无论是参展企业还是展出面积均创历史新高。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暨常务理事会议，于

2016年 8月 19日在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3 楼会议厅召开，24位理事长、常务

理事及理事代表共计 130人参加了大会，会议由协会理事长吴秋林主持。

会上协会名誉理事长宋昆冈向与会理事、常务理事报告了我国乳制品行业形

势，分析了行业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机遇，提出了下年度行业工作的重点。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作《第五届理事会 2016年度秘书处工作报告及 2017年

度工作计划》；并报告了 2016 年度秘书处会费收支情况。协会名誉理事长牟静

君报告 2016年第二十二次年会的筹备情况。

为了表彰在质量管理、技术进步、产品创新和市场发展等方面取得优异成

绩的乳品企业，年会期间还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经过企业自愿申报、协会

组织专家认真审评，评选出技术进步奖 35 个，优秀新产品奖 32 个，质量管理

优秀企业奖 25个，大会向获奖企业颁发了证书和奖牌。

本次年会得到了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合生元集团、广州风行牛奶有限公司、广东粤东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山东碧

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杜邦营养与健康和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的大力支持和赞助。



2017年

一、 乳制品质量再创佳绩 市场消费快速回升

乳制品行业质量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17年 1月 9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在北京召开了新年第一个会议——

“乳制品行业质量工作会议”。来自全国乳制品生产企业和主流媒体的代表近

150人出席了会议。国家食药总局监管一司二处处长李祥章、国家质检总局进出

口食品安全局副处长韩奕、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宋昆冈、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有关专家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任发政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还对在 2016年度婴幼儿乳粉主流品牌质量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 24家企业

进行了表彰。会议由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主持。

会议指出，2016年，在政府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下，在行业全体员工的共

同努力下，乳制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巨大成绩，产品质量继续保持了稳定向好的

发展态势,消费者信心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根据国家监督部门抽检结果：2016年

前三季度，全国乳制品监督抽检共计 24581批次，不合格批次 62个，合格率

99.8%。2016年 1—11分，婴幼儿配方乳粉国家级抽检 2402批次，合格 2378批

次，合格率 99.0%。在去年国家监管部门抽检的 34大类食品中，乳制品、婴幼

儿配方乳粉合格率都是最高水平。

会上，协会对在 2016年市场主流品牌婴儿配方乳粉质量大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的企业进行了表彰。2016年对 24个主流品牌连续 11个月抽检，共抽检 277

个批次的 1、2、3段产品，样品数量 1459个，检验项目共 45项。抽检结果显示，

所有产品均符合国家标准，同时也均符合各自产品标签的明示质量要求。特别是

这些品牌的产品，在国家监督抽查中均未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为此，协会授予这

些企业 2016年度质量金奖和质量优秀奖。



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在长沙举行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7年 2月 14日在长沙市

召开。出席会议的有 24 家副理事长单位及常务理事、理事单位的代表近百人。

国家食药监总局监管一司司长张靖、一司二处处长李祥章出席了会议并做报告。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吴秋林致欢迎词；名誉理事长宋昆冈作了《乳制品行

业 2016年回顾及 2017年度工作重点》的报告；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报

告了秘书处过去一年的工作和今年的工作计划。名誉理事长牟静君出席了会议并

主持了下午的座谈会。澳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颜卫斌代表东道主致欢

迎词。

与会代表学习了习总书记视察旗帜乳业时的重要讲话，围绕着行业发展形势、

协会工作、企业发展进行讨论。伊利、蒙牛、光明、完达山、飞鹤、君乐宝、三

元、燕塘、银桥、雀巢、皇氏等企业理事及上海、广西、宁夏等地方协会有关负

责人在会上发言，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一是珍惜来之不易的乳业利好环境，共同为打造中国乳品品牌而努力。

二是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积极配合食药总局对行业开展的严格监督检查工作。

三是面临进口乳品的冲击，行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完善供给侧改革，调整产品结

构，研发新品种，满足消费需求。

四是加强对行业舆论引导，组织专家回应伪科学的观点，正确引导消费。



三、2017 世界牛奶日·全国乳品营养周

暨中国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行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

 

6月 2日，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主办，央广网承办的“2017世界牛奶日·全

国乳品营养周暨中国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行”启动仪式在北京广电国际酒店

成功举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司司长颜江瑛、工业与信息化部消费

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宋昆冈、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副总编辑姜海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教授王惠君以及来自京

东商城、爱亲母婴连锁店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来自各地 21 家婴幼儿配

方乳粉生产企业代表及 30家主流媒体也参加了启动仪式。

会上，协会与伊利、蒙牛、三元、雅士利、飞鹤、完达山、光明、贝因美等

二十一家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了《匠心打造 中国乳品品牌》倡议书。同时，协会

宣布，6月 2日至 7月 3日，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万店行活动正式启动，据

了解，该活动将印制有关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标准与质量安全内容相关的问答题，

让更多一线销售人员了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状况及相关知识。

协会希望借着营养周的宣传，借助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万店行，进一步

提升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品牌影响力，提振市场消费信心。



四、一带一路系全球乳业共发展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三次年会在呼市成功举行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三次年会全体代表会议暨第十七次乳品技术精

品展示会于 8 月 25-27 日在“中国乳都”呼和浩特市隆重召开。国家食药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等行业主管部委领

导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呼和浩特市政府领导、国际乳品联合会主席、澳大利亚、

新西兰、法国等乳业发达国家驻华使馆官员及来自全球的乳业精英、专家、科技

工作者及乳业全产业链的代表 5000 余人参加了大会。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一带

一路系全球乳业共发展”。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蒙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两大乳企共同协办本次大会。

8月 26日上午 8点 30分，第二十三次年会全体大会在呼市内蒙古国际会展

中心隆重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白向群、呼和浩特市市长冯玉臻、国家食药

监总局监管一司司长张靖等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澳大利亚驻华

大使安思捷女士、新西兰驻华大使麦康年先生、法国驻华公使孟森先生、IDF国

际乳品联合会主席朱蒂斯女士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并致贺辞。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理事长吴秋林、名誉理事长宋昆冈等领导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大会由协会理事长吴秋林致开幕词，自治区领导、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刚、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卢敏放分别代表

东道主致欢迎词；名誉理事长宋昆冈就《乳制品行业 2016年回顾及 2017年度工

作重点》作了主题报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主持了大会。

大会同时举办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四个专题论坛，即：“乳业国家标

准修订方向及行业标准解读”、“一带一路乳业国际合作机遇与市场发展论坛”、

“乳业技术装备与工艺创新论坛”和“乳品科学技术与营养创新论坛”。

8 月 25 日，在呼市内蒙古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了第十七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

会。本次展示会共有近 2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加展出，其中：机械设备类企



业 48家，仪器设备类企业 45家，包材及印刷企业 25家，配料、添加剂企业 30

家，技术服务、管理咨询、媒体信息等 53 家。展出面积 2.5 万平方米，展出展

位约 950个，无论是参展企业还是展出面积均创历史新高。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于 2017年 8月 25日在呼市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召开第

六次会员代表会议，会议由协会理事长吴秋林主持。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作

《第五届理事会秘书处工作报告》。

根据协会章程，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进行了换届选举。选举产生第六届理事

会，吴秋林同志继续担任理事长，刘美菊同志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本次大会授予伊利、蒙牛、光明、旺旺、君乐宝、雀巢、飞鹤、三元、辉

山、美赞臣、完达山、银桥、新希望、圣元、贝因美等为中国乳业领军企业称

号。

经企业申报、协会组织专家审评组，2017 年度共评选出优秀新产品奖 36

个，科技进步奖 11个，技术发明奖 5个，科技卓越青年奖 10位。   



本次年会得到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蒙牛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荷兰皇家菲仕兰、山东碧海包装材料份有限公司

等企业的大力支持和赞助。

2018年

2018 年

一、中国乳业国家品牌建设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

为进一步树立中国乳业品牌形象，发挥行业主流品牌引领作用，提升行业信

誉和公信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在工信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指导

下，于 12月 22日在京隆重召开了“中国乳业国家品牌建设论坛”。会议探讨了

中国乳业品牌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发布了中国乳业领军品牌榜，国内 12 家乳品

企业荣获殊荣。据了解，此次发布的 12 家领军品牌，是根据企业近年的产量、

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和产品质量状况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而评选的。

会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发布了“中国乳业领军品牌

榜”，协会理事长吴秋林、原理事长宋昆冈向获得“中国乳业领军品牌”的企业

颁发了奖牌和证书。12家企业就品牌培育的经验与做法进行了交流。



二、不忘初心牢记责任 乳品质量永远在路上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召开首届中国乳业质量年会

   2018年 1月 18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在北京召开了新年第一个会议——

“首届中国乳业质量年会及中乳协第六届理事会二次会议”。来自全国乳制品生

产企业和主流媒体的代表近 200人出席了会议。会上，中乳协发布了《中国乳业



十年巨变》报告；国际乳联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协会原理事长宋昆冈作了《乳

制品工业 2017年发展形势及 2018年展望》质量工作报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监管一司司长张靖、工信部消费品司司长高延敏、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副司长张志强等部委领导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

讲话。会议还对在 2017 年度婴幼儿配方乳粉主流品牌质量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的 26家企业进行了表彰。会议由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主持。

本次大会还对参加“2017 年度婴幼儿配方乳粉主流品牌质量大赛”取得优异成

绩的企业进行了表彰。2017 年 2—12 月份共抽检 281 个批次的 1、2、3 段产品，

样品数量 1098个，共涉及 65个检验项目。抽检结果显示，所有产品均符合国家

标准。特别是这些品牌的产品，在国家监督抽查中均未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为此，

协会授予参赛企业产品为“质量金奖”和“质量优秀奖”。

三、2018 世界牛奶日·全国乳品营养周暨乳品科普宣传走进物美

2018 年 6 月 2 日，在第 21 个“全国乳品营养周”和第 19 个“世界牛奶日”

到来之际，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携手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举办

了“2018世界牛奶日•全国乳品营养周暨乳品科普宣传走进物美”活动。

多年来，行业协会组织全行业进行了多种行之有效的乳品科普宣传活动。宣

传足迹遍及老、少、边、穷；打工子弟学校、敬老院；带着乳品科普手册走进大

学、中小学；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将乳品知识传播到全国。如今，

我国人均饮奶量已从二十年前的不足 6 公斤，提高到 36 公斤，北、上、广等一

线城市人均饮奶量已达 40 多公斤。尽管如此，我国人均饮奶量仍不足世界人均

的三分之一，不足亚洲人均的二分之一。所以，我国乳制品市场还有巨大发展潜

力。 

参与活动的 8家企业代表在发言时表示，要用最高的标准，最严谨的检验手

段，确保乳品质量安全，让消费者放心食用乳制品。



活动当日，营养专家答疑解惑，现场邀请消费者对产品进行了品评，对参与

答题的消费者发放奖品。并在现场张贴了 2018世界牛奶日•乳品营养周主题海报，

发放了乳品营养知识手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为人民生活更美好，建设美好生活，中

国乳业的最好表达，就是让人民群众喝好奶，就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营养的乳

制品，以增强国人体质。

四、携手创新 开放合作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四次年会暨第十八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在西安隆

重举行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四次年会暨第十八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于

2018年 8月 24日—26日在陕西省西安市曲江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国内

乳制品生产企业、相关服务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企业家、专家、管理人

员，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以及来自世界乳业发达国家的行业领导、企业家、科

学家等近 5000余人出席了会议。

2018年 8月 25日上午，第二十四次年会开幕式及中国全球乳业（CGD）2018

合作与发展论坛举行，全体与会人员出席了会议。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陕西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魏增军，西安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杲，国家市场督监

管理总局市场稽查专员毕玉安，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副巡视员汪敏燕等出席

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乳业发达国家驻华使节，澳大利亚驻华使馆 Jan 

Adams（安思捷）大使，新西兰驻华使馆 Clare Fearnley（傅恩莱）大使，美国

驻华使馆 Bobby Richey（齐伯平）公使，法国驻华使馆 Jean-Baptiste 

DEBOISSIERE （孟森）公使等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在论坛上发表演讲。国际乳品

联合会（IDF）主席 Judith Bryans，国际乳品联合会（IDF）韩国国家委员会主

席 Chang-buhm Lee，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在论坛上发表演讲。还有来自澳大利亚

乳业局、美国乳品出口协会、法国国家乳制品行业协会、法国农业委员会、新西



兰乳品公司协会、爱尔兰食品局、爱尔兰贸易与科技局以及乌拉圭国家奶农合作

社集团等行业组织的官员及负责人出席了年会论坛。

会议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乳品联合会（IDF）中

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刘美菊主持。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吴秋林致大会开幕

辞；国际乳品联合会（IDF）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宋昆冈发表了题为《中国乳业

十年变迁》的主旨演讲；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华国、西安百

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孟江涛分别致欢迎辞。

2018 年 8 月 25 日下午—26 日上午，年会还组织了多场高水平、前瞻性强、

实用价值高的创新论坛：国际乳业发展合作论坛；液体乳创新发展论坛；婴幼儿

及功能配方乳粉创新发展论坛；乳品科技创新论坛；干酪技术创新发展论坛；羊

乳发展创新论坛；乳制品生产供应链新技术、新产品、新配料发布专场等七个专

题论坛，计有 85位科学家、专家做了报告。

2018年 8月 24日—26日，第十八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在西安曲江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本次展示会共有 230多家国内外乳品机械装备、包装包材、检验仪

器、乳品配料添加剂、信息服务的知名企业参加展出，展出面积 2万平方米，展

位约 900个。本次展示会，展出了许多新产品、新技术。如：智能化超洁净预制

杯灌装机，塑瓶无菌液体冷灌装机，无菌液态食品（联杯）包装机，高速柔性无

菌纸盒灌装机，数字化喷码追溯设备；生产配料方面，除了大宗配料外，还有乳

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结晶果糖、低聚糖、脂肪类功能产品、益生菌素粉、发

酵菌种等新型发酵剂，产品丰富、种类齐全。展会的另一亮点是在往年的基础上，

展出了节能环保、产品质量电子追溯系统；快速检验技术与设备，产品在线检验

技术、乳品互联网销售平台等。



2018年 8月 24日下午，第六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西安曲江国际会议

中心召开，第六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以及非理事会企业代表共计

150余人出席。会议由协会理事长吴秋林主持。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做《协

会秘书处 2018年度工作报告》；国际乳品联合会（IDF）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宋

昆冈作《乳制品工业 2017 年回顾及 2018 年发展形势》的报告；通过了 2019 年

第二十五届年会暨第十九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在河北省石家庄举办的提议；各

位理事讨论了当前行业发展存在的困难、矛盾和问题，提请协会秘书处牵头解决。

8 月 25 日晚，2018 年度中国乳业系列奖项颁奖晚会在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为获得本年度奖项的企业、产品颁发奖章。本年度获奖：质量安全管理标杆

企业奖 13 个；质量安全管理优秀企业 36 个；技术进步奖 18 个；技术发明奖 6

个；优秀新产品奖 48个；优秀论文奖 15个。



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得到了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百跃羊

乳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荷兰皇家菲仕兰、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美国乳品出口协会和山东碧海包装材料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

大力支持和赞助，会议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2019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届中国乳业质量年会



2019 年 1 月 21 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中国乳

业质量年会暨中乳协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来自全国乳制品生产企

业及与乳业相关企业、主流媒体的代表 200 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原理事长、国际乳品联合会（IDF）中国国

家委员会主席宋昆冈作《2018 年乳制品行业质量报告》。工信部消费品司

司长高延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司市场稽查专

员毕玉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司长马福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检测评估司副司长张志强、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农经司农业处李东副处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

抽检监测司标准处处长郝明虹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任发政

做了《法国沙门氏菌污染奶源事件警示与思考》的报告、中国经济网总裁

王旭东代表媒体做了发言，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春喜、上

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晓民分别代表企业做了发言。

会议还对在 2018 年度婴幼儿配方乳粉主流品牌质量大赛中获得优异成

绩的 28 家企业进行了表彰。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吴秋林出席会议，

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主持了会议。

二、强壮国民体质  助力小康生活

2019 年世界牛奶日和全国乳品营养周活动在京津举行



2019年 5月 31日，在第 22个“全国乳品营养周”和第 20个“世界牛奶日”

到来之际，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以下称中乳协）和北京物美科技集团（以下

称物美集团）共同主办、国内外知名乳制品企业联手支持的“2019世界牛奶日 • 

全国乳品营养周宣传活动在京、津六家物美超市同时举行。

以“强壮国民体质 助力小康生活”为主题的启动仪式，在位于北京石景山

区的物美沁山水店隆重举行。中乳协原理事长、我国乳业泰斗专家宋昆冈在启动

仪式上致辞；工信部消费品司食品处李强处长作了重要讲话；中乳协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刘美菊和物美集团副总裁许丽娜及市场部总监余苗等出席了启动仪式。著

名乳品企业伊利、蒙牛、光明、君乐宝、飞鹤、三元、完达山、新希望、味全等

在现场展示了多种优质乳制品。中乳协向前来参加活动的消费者免费赠送《乳品

科普知识手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资深乳品营养专家毛学英现场为消费者答

疑解惑。

三、扶贫帮困承担社会责任 爱心诚心共建小康社会

中国乳业骨干企业走进岳阳县开展扶贫帮困捐赠活动



  2019 年 7 月 5 日，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岳阳县扶贫办、岳阳杨

林街镇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的“中国乳业骨干企业走进贫困地区扶贫捐赠活

动”启动仪式在湖南岳阳市岳阳县杨林街镇杨林中学举行。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吴秋林、常务副秘书长刘超、副秘书长王

丽荣、陈福泉、岳阳县县委常委易新岳、岳阳县扶贫办主任刘卫、岳阳县

杨林街镇党委书记王勇、镇长陈登高等出席了捐赠仪式。启动仪式由岳阳

县杨林街镇党委副书记黄紫豪主持，协会理事长吴秋林代表协会致辞，岳

阳县县委常委易新岳、岳阳杨林街镇镇长陈登高及受捐学生代表现场做了

发言。

伊利、圣元、欧比佳、澳优、蒙牛、完达山、银桥、贝因美、光明、

雀巢、百跃、飞鹤、太子乐、君乐宝、明一、雅士利等 16 家中国乳业骨干

企业向杨林街镇中小学生和五保户、贫困户共计 6472 人捐增了价值 160 多

万的乳制品。为普及乳制品营养知识，捐赠仪式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向学生及村民免费发放了乳制品营养科普手册。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贯彻党中央关于扶贫帮困的指示精神，组织的这

次扶贫帮困活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业社会责任，也是中国乳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具体体现。我们支持并鼓励更多的企业各尽所能，爱心助贫帮

困，为群众的健康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早日建成小康社会而做出应有

贡献。

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五次年会在石家庄成功举办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五次年会暨 2019 年中国（国际）乳业技术博览

会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9 月 1 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



乳制品生产企业、相关服务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企业家、专家、

管理人员，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以及来自世界乳业发达国家的行业领导、

企业家、科学家等近 5000 余人出席会议。

2019 年 8 月 31 日上午，第二十五次年会开幕式暨 2019 中国全球乳业

（CGD）合作与发展论坛举行，全体与会人员出席了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

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司司长马纯

良、石家庄市副市长周刚、国家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巡视员唐光江、农业

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奶业处处长邓兴照等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大会得到国际乳

品行业的高度关注，国际乳品联合会（IDF）主席 Judith Bryans、美国乳品出口

协会主席 Tom Vilsack、新西兰乳制品公司协会主席 Malcolm Bailey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讲话。法国农业食品委员会、法国国家乳制品行业协会、法国乳品公司、

澳大利亚乳业局、爱尔兰食品局、爱尔兰贸易与科技局的相关官员以及乌拉圭国

家奶业协会的负责人出席大会。 我国著名营养学家蒋建平、陈葆琼出席大会开

幕式。来自国内外的乳业专家、科学家以及从牧场到市场全产业链、供应链、乳

业投资等相关领域和机构的代表参会。

此次年会的主题是“中国：世界的乳业”，议题既突出了延伸全产业链，又

体现了科技创新；既有行业关心的主题，又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聚焦的话题。

此外，在全球乳业一体化的形势下，大会更加突出了国际化。

会议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乳品联合会（IDF）

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刘美菊主持。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国际乳品联

合会（IDF）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吴秋林致大会开幕辞；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

魏立华致欢迎辞。

本次年会专题论坛为与会代表搭建了高端交流平台，组织了婴幼儿配方乳粉

及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论坛、液体乳工艺及产品科技创新发展论坛、中国乳品

消费及市场国际化发展论坛、国际乳业合作与技术创新发展论坛、乳品原料供应

与冷链物流现代化论坛、检验检测技术论坛、乳业投融资市场论坛。



8 月 30 上午，今年首次举办的中国（国际）乳业技术博览会，其前身是乳

业技术精品展示会，共举办了十八次。此次博览会呈现以下三大亮点：一是规模

创新高。展出面积愈 2.5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25%；展位 1200 个，比上年增

加 30%；参展企业 260 余家，比上年增加 37%；新增参展商占 32%。二是展示内

容更加丰富，包括原料乳板块、加工机械板块、包装和包材板块、配料板块、检

验检测仪器板块五大板块。本次展会首次设立了优质牧场展示区，展示现代储奶

设备和冷链运输设备，全面涵盖了乳制品全产业链生产及服务。26 家优质奶源

供应商首次参加乳业技术博览会。三是突出了国际化。参加本次博览会的展商来

自美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瑞士、英国、德国、丹麦、瑞典等十余个

国家。



8 月 30 下午，第六届理事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第六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以及非理事会企业代表共计

200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协会理事长吴秋林主持。吴秋林理事长首先报告了协会

党建活动开展情况；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秘书处

2019年度工作总结报告》（详见讲话稿）；国际乳品联合会（IDF）中国国家委员

会名誉主席宋昆冈作乳制品行业形势报告。会议通过了第二十六次年会暨 2020

年中国（国际）乳业技术博览会将在美丽的山城重庆举办。

会上，由协会副秘书长王丽荣宣读了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副理事长增补及副

理事长变更名单，并得到会议代表一致通过。

为鼓励在乳业科技发明和科技进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工作者，弘扬学术

创新精神，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IDF 中国国家委员会组织了 2019 年度乳业科

技奖评选活动。

在年会举办的“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2019 年度中国乳业系列奖项颁奖

晚宴上，授予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九家企业的研究项目“技

术发明奖”；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25家企业的研究项目“技术进

步奖”；《灭菌型乳酸菌饮料调节肠道功能研究》等 15 篇论文“优秀论文奖”。

授予张剑秋等 48 位同志“振兴中国乳业领军人”称号；任发政、李胜利 2 位同

志“振兴中国乳业科技创新功勋人物”称号；云战友等 10 位同志“振兴中国乳

业科技创新带头人”称号；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35 家企业“以

乳扶贫优秀企业”称号；美国乳品出口协会等 5个外国行业组织“国际乳业合作

友谊奖”称号；利乐中国等 6家国外企业“携手中国乳业发展奖”。



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得到了君乐宝乳业集团以及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雀巢（中国）有限公司、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荷兰皇家

菲仕兰、美国乳品出口协会、健合（中国）有限公司、山东碧海包装材料份有限

公司、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会议向他们表

示诚挚的感谢。



2020年

一、社会责任助力质量百分百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召开第三届中国乳业质量年会

2020年 1月 11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在京召开了“社会责任助力质量百

分百暨第三届中国乳业质量年会”。来自全国乳制品生产企业及相关企业、社会

责任标准制定和建设领域的专家及主流媒体的代表 200多人出席了会议。本届质

量年会的主题是“社会责任助力质量百分百”。这是行业首次将质量安全上升到

社会责任的高度。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司稽查专员毕玉安、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马福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

全抽检监测司副司长陈少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副

司长张志强、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食品处李强处长等部委领导出席会议并讲

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丁钢强出

席会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原理事长、国际乳联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DF）名

誉主席宋昆冈作了题为《2019年乳制品行业质量报告》。会议由协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刘美菊主持。

本次大会对参加 2019 年度主流品牌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大赛取得优异成绩

的企业进行了表彰。有 34 个企业的 37 个品牌荣获 2019 年度主流品牌乳粉质量

大赛金奖。



近年来，广大乳品企业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狠抓全产业链质量安

全管理，不仅实现了产品质量历史最好，而且在节能环保、推动可持续发展、弘

扬职业道德、社会公益活动等多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们积极参与以乳扶贫，

为全面实现小康、健康国人体质、推动乳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经企业

申报，协会审核评价，授予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43 家企业为

“2019年度中国乳业社会责任典范企业”。

本次会议得到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二、2020 世界牛奶日·全国乳品营养周线上活动在全国展开

135 万人知晓“每日饮奶 300 克 增强身体免疫力”

  6月 1日，在第 21个“世界牛奶日”和第 23个“全国乳品营养周”到来

之际，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国际乳品联合会中国国家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为期

3天的“2020世界牛奶日·全国乳品营养周”线上系列宣传活动。今年活动的主

题是“每日饮奶 300 克 增强身体免疫力”。中国经济网、央广网、今日头条和腾

讯微视四大知名网站直播了活动启动仪式、专家科普专场、企业主场日。三天的

直播吸引了 135余万网民关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国际乳联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吴秋林在活动启

动仪式上致辞；国家卫健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副司长张志强、工信部消

费品司李强处长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际乳联中国国家委员会执行主席任发政、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在启动仪式

上发表了精彩演讲；国际乳联主席朱蒂斯·布莱恩斯女士也从英国伦敦发来了热

情洋溢的视频贺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驻华大使、美国乳品出口协会、法国农业

委员会、澳大利亚乳业局及爱尔兰食品局分别发来视频祝词。本次活动的协办单

位北京市奶业协会会长、首农食品集团副总经理、三元食品董事长常毅、河北省

奶业协会会长、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分别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国际乳联中国国家委员会名誉主席、中乳协原理事长宋昆冈和中乳协婴幼儿

配方乳粉科技与营养委员会专家、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韩军花教授分别对乳制

品营养和消费知识做了深度解读。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2020 年中国奶商指数

调查数据报告》。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与网络媒体调查发现，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

对乳制品的认知都存在着误区。今年的乳品科普活动，主办方特设了知名专家解

答网友问题环节。来自国家卫健委、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

农业大学的领导及专家，知名企业的科研专业人士参与了与网民互动答疑环节。

在乳品营养周宣传活动中安排企业主场日，是一个创新形式。伊利、蒙牛、

光明、君乐宝、三元、飞鹤、百跃羊乳、妙可蓝多、雀巢等 9家企业参与了主场

日活动。宣传的产品知识包括常温奶、低温奶、发酵乳、婴幼儿配方乳粉、成人

配方乳粉和奶酪等。伊利的“乳品营养周  喝护家人健康”、蒙牛的“奶农科普

教育”、光明的“光明力量  鲜致未来”、君乐宝的“君乐宝牧场、工厂探秘之

旅”、飞鹤的“高质量陪伴  高端升级”、妙可蓝多的“奶酪让生活更美好”、百

跃的“天天喝羊乳，营养伴一生”、雀巢的“雀巢怡养&爱思培营养知识讲堂”等

主场日，将观众带入了丰富多彩的乳品世界。

2020 年的世界牛奶日·全国乳品营养周系列活动得到了众多乳企的积极响

应，各企业以不同形式在各地组织活动，扩大乳品营养宣传，除了部分企业在

2020 世界牛奶日·全国乳品营养周设立主场日活动外，伊利、蒙牛、光明、现

代牧业、君乐宝、飞鹤、三元、银桥、百跃羊乳、妙可蓝多、牧同、燕塘、庄园、

天友、认养一头牛、旺旺、南京卫岗、宁波乳业、雀巢等企业拓展了 2020 世界

牛奶日·全国乳品营养周的宣传活动，联动倡议每日饮奶。各企业利用微信、微

博、抖音等线上平台并结合零售店、商超等线下渠道，以世界牛奶日主题海报、

科普视频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宣传牛奶的营养价值，强调饮奶的必要性。作为

2020 年世界牛奶日·全国乳品营养周宣传活动的延伸，这些企业的合力宣传有



助于扩大乳品营养宣传的声势、增强宣传的效果，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到安全营

养的乳制品对于增强身体免疫力的重要作用。

2020 年世界牛奶日·全国乳品营养周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国际、地方行

业协会和企业以及网民朋友共同参与的全民的乳品营养公益宣传活动。

三、百名专家精彩演讲   线下会议线上直播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六次年会暨 2020 年中国（国际）乳业技术博览会

成功举办

以“发扬中国乳业精神，凝聚中国乳业力量”为主题的中国乳制品工

业协会第二十六次年会开幕式暨全球乳业（CGD）合作与发展论坛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下午以线下会议线上直播的全新方式在北京隆重召开。国内及

国际乳制品生产企业、相关服务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企业家、专

家、管理人员、媒体代表等 200 余人出席了现场会议。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

产安全监督管理司稽查专员毕玉安、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奶业处二级调

研员卫琳、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 TBT 研究部主

任焦阳等主管部委领导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讲话。国际乳品联合会主席朱蒂

斯·布莱恩斯、法国农业食品委员会主席艾力克•甘德、美国乳品出口协会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汤姆·维尔萨克、澳大利亚乳业局总裁大卫 • 纳逊、爱尔兰食品局

中国区总经理苏礼文以及乌拉圭国家奶业协会主席阿尔瓦罗·拉彼多纷纷发来

视频贺词。来自国内外的顶级专家、企业家现场演讲共商乳业大计，探讨新冠疫

情下全球乳业的机遇与挑战。会议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国际乳品联合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刘美菊主持。中国乳制品工

业协会理事长、国际乳品联合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吴秋林致大会开幕辞。  



   
大会首次提出中国乳业精神即：爱国敬业、团结实干、追求品质、学

习创新、诚信进取、报效社会。

本次年会线上专题论坛为与会代表搭建了高端交流平台，组织了乳业供应链

与奶源管理发展论坛、益生菌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发展论坛、婴幼儿早期营养研

究发展论坛、乳品科学与营养创新研究发展论坛、爱尔兰乳业科技发展论坛、乳

品消费及市场国际化发展论坛、乳制品企业生产保障体系及法规标准论坛。

2020 年中国（国际）乳业技术博览会以云展形势亮相中国经济网。由于新

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影响了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作为成功举办 20 届的乳业技

术博览会也受到了影响。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牢记总书记的“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保住人民生命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指示精神，同时为国内外参展

企业搭建行业最新技术信息交流平台，将今年展会改为云展览。借助中国经济网

这一国家级门户网站平台，充分发挥云展的“成本低，关注度高、传播范围广“的

优势，弥补不能面对面情感交流的缺憾，将云展与新闻宣传相捆绑，以增加展商

的展示效果。本次云展是协会在疫情形势下创新的展会方式；这一方式不仅得到

企业的理解，而且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参展企业不仅有国内企业，

还有来自日本、瑞典、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的企业。他们带来了世界

最先进的乳业技术成果，其中包括：乳制品生产加工机械、包装灌装机械、泵阀

流体设备、检验检测设备、包装材料及印刷、配料及添加剂等最新的技术信息。

尤其是乳品机械设备再次彰显出中国乳业制造的先进性，包括：乳粉包装、低温

奶灌装、无菌奶灌装等。除此之外，节能环保、产品质量电子追溯系统；快速检

验技术与设备，产品在线检验技术等也是本次云展的亮点。在生产配料方面，除

了大宗配料外，乳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糖醇类功能配料、脂肪类功能产品、

益生菌素粉、发酵菌种等新型发酵剂等种类齐全。

为鼓励在乳业技术发明和进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工作者和单位，弘扬学

术创新精神，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组织了 2020 年度乳

业科技奖评选活动。授予：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5家企业的研究



项目“技术发明奖”；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39家企业的研究

项目“技术进步奖”。

多年来，我国广大乳品企业在党和国家领导的关怀下，在各主管部委的严格

指导下，不畏困难，品质当先，依靠科技创新，努力赶超国际水平。特别在 2020

年抗击新冠病毒战役中，全行业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保民生，努力复工复产，

众位专家走上一线宣传乳业科普知识，充分展现了中国乳业的责任担当，用实际

行动向全国人民诠释了中国乳业精神的内涵即：爱国敬业、团结实干、追求品质、

学习创新、诚信进取、报效社会。为激励行业全体同仁凝聚中国乳业力量，发扬

中国乳业精神，为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经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研究决定，

授予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64家企业“中国乳业精神模范企业”

称号。

与此同时，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又授予：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

士任发政等 38位同志“中国乳业科普宣传大使”称号；新华网沈美等 7家新闻

记者 “中国乳业宣传大使”称号。

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得到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蒙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飞鹤有限公司、荷兰皇家菲仕兰、美赞臣营

养品（中国）有限公司、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美国乳品出口协会、山东碧海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会议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据中国经济网数据显示，近百万人关注了本次会议。

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国际乳品联合会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DF）联合举

办乳制品深加工产品科学发展论坛暨乳制品深加工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乳制品结构型短缺，原料型的稀奶油、乳清粉、乳蛋

白、乳糖基本依赖进口，成为国内乳业发展的“卡脖子”原料。为提升我国乳

制品深加工产品的科技创新和研发能力，打破国产乳品原料被“桎梏”的局面，

优化产业结构，12 月 3 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与国际乳品联合会中国国家委



员会（CNCIDF）联合在京举办了乳制品深加工产品科学发展论坛并成立乳制品

深加工专业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司稽查专员

毕玉安出席论坛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任发政，工信部

消费品司食品处处长李强通过视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来自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牛研究所、

陕西省功能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业

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代表出席会议。此外，法国农业

食品委员会、乌拉圭国家奶农合作社、利乐公司、荷兰皇家菲仕兰研发中心、

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的近 2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成立了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乳制品深加工专业委员会，通过了专

委会工作章程。专委会下设乳脂肪、乳蛋白、干酪、炼乳、调制乳粉五个工作

组。委员会推举中国农业大学、雀巢（中国）有限公司为主任单位；推举内蒙

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4家企业为副主任单位。委员会聘请国际乳品

联合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名誉主席宋昆冈为专委会首席专家；聘请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毛学英、雀巢（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法规与科学事务副总裁邸雪枫为

主任委员；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刘彪等 14人为副主任委

员；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于鹏等 45人为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