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中国健康食品行业创新发展峰会
2017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营养健康产业博览会
2017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博览会

同期举办 2017 中国健康食品产业名优企业颁奖盛典

2017 中国健康食品产业名优企业颁奖盛典
活动邀请函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全面
推进大健康产业发展。经研究，中国食品报社、海名集团决定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举办“2017 中国健康食品行业创新
发展峰会”。通过解读行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探讨健康食品产业发展趋势，
进行行业权威信息发布，促进我国健康食品产业发展。
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国家战略。全社会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2017 中国健康食品行
业创新发展峰会”上，组委会还将同期举办“2017 中国健康产业名优企业颁奖
盛典”，以期共同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进程。
本届大会将以“健康感动生命”为主题，通过搭建专业、高品质的贸易交流
平台，全面系统的分享国家相关的发展方向、发展政策及在健康食品产业领域取
得的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并对健康食品产业品牌企业建设进行全面展示和推广。

中国食品报社（盖章）

附：1.组织机构

2.大会安排

北京中博信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盖章）

3.活动说明

4.参会须知

5.评奖申请表

附件 1：

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国食品报社
海名集团
二、承办单位
北京中博信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论坛嘉宾（拟邀）
刘

坚

国家农业部原副部长

陈君石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

颜江瑛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

章力建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王春益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副会长

沈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

篪

张永建

中国社科院食品药品监管研究中心主任

刘作章

国家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原局长

秦小明

中国保健协会理事长

杨月欣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

何继红

中国副食品流通协会会长

王

琦

中国酒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刘

超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黎

明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副会长

附件 2：

大会安排
一、大会开幕式
大会由中国食品报社党委书记、社长黄国胜致开幕词，海名集团董事长门振
春做大会讲话。
二、2017 中国健康食品产业发展报告
邀请国家相关机构领导，回顾我国健康食品领域发展现状，深刻分析行业发
展形势，解读国家相关政策，对行业未来品牌企业科技创新目标、战略布局、重
点任务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
三、创新发展对健康食品企业品牌建设的意义和核心竟争力
邀请行业品牌领军企业负责人，以及专家全面阐述企业如何建设品牌企业，
利用“品牌化思维”，实现“服务升级”和“产品升级”，进而实现“产业升级”。
四、探索健康食品企业发展新模式暨新市场下电子商务运营模式交流大会
邀请行业专业化领军企业负责人和科技创新型代表企业负责人系统阐述企
业如何利用管理和技术创新，逐步实现“产业化、专业化”发展，形成“技术壁
垒”，进而成就某一领域“领军企业”。
五、2017 中国健康食品行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邀请健康食品产业相关协会领导、业内专家围绕大会主题做论坛演讲报告。
六、2017 中国健康产业名优企业颁奖盛典
为表彰在我国健康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而进行的一项全国性大型评选
活动，将邀请国内各大健康品牌企业共同参与，通过权威评审机构选出最具有代
表性的企业和产品，展示我国在健康领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通过活动，全面展示企业在行业内、专业化领域及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丰硕
成果，鼓励大企业做大做强，小企业做专做精。帮助企业通过产品展览、演示、
媒体采访、主题演讲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效宣传推广，促进我国健康领域企业的品
牌建设、推动我国健康产业发展。
七、2017 中国健康产业获奖企业产品展示及参观交流

1.邀请国家健康食品产业相关协会领导、业内专家及与会嘉宾前往展会现场
进行参观、交流。同时，邀请与会的多家新闻媒体对现场展览展示产品的获奖企
业进行采访和宣传报道。2.大会获奖企业家与媒体记者进行沟通、交流及创新成
果汇报展示。

附件 3：

活动说明（总则）
本届大会作为我国健康产业领域的一项具有权威性的评选活动，大会组委会
周密组织，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和要求做
好评选工作，并按照规定方式公示名单，切实保证评选质量。
评奖由企业及从事健康产业的企业自愿参与，采取推荐、自荐两种方式进行
申报，由大会组委会组织、评选出获奖企业。最终，获奖企业名单将在《中国食
品报》及其官网、官微同步进行对外公示。
一、参评要求：1.参评企业为行业内品牌或创新型企业、中国食品报或大会
合作伙伴、相关协会推荐企业，以及参加“2017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营养健康产
业博览会”和“2017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博览会”的参展企
业；2.参评对象须是在国内正式注册，合法运营，以食品产业（符合奖项设置范
围即可）为主体进行研发生产或销售服务的企业；3.企业品牌具有良好的口碑，
或其产品具有优质、营养、健康的特性，本年度在行业中取得快速发展，同时为
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
二、申报材料：参评企业需提交的资料：1.报名表、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2.获得批文及认证的证书（有效期内）复印件、产品检验报
告复印件各一份；3.参评单位报送 500-2000 字的企业介绍材料，企业形象照片
3-5 幅（300dpi 以上），以及企业 LOGO。
参评单位向组委会申报参评的项目，须备齐评选内容中所要求的材料。上述
参评材料须一式三份，并附注清楚联系人、电话、传真、电子邮箱、通讯地址及
邮编，请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以前寄至组委会评审办公室。或发送邮件到组委会
指定邮箱。
三、时间安排：1.参评送报及初审时间：2017 年 7 月 25 日至 9 月 26 日，
在 9 月 26 日之前向组委会提交资料的，由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初评，遴选出参
评资格，进入评选阶段（通过初审者，组委会会给予通知）；2.评选时间：1）线
上评选时间：2017 年 9 月 27 日-10 月 11 日，审核：10 月 12-15 日，中国食品报
报及其报网、微信，组委会微信及行业权威媒体同步进行；2） 线下评选及审核：
2017 年 9 月 27 日-10 月 15 日，由专家组、组委会成员共同审核、评选认定。3.
获奖名单公示时间：2017 年 10 月 16 日，中国食品报、报网及微信将及时报道，
多家媒体及大会组委会官微予以发布；4.现场颁奖时间：2017 年 11 月 17 日。

四、奖项设置：1. 2017 年度有机食品金、银奖；2. 2017 年度绿色健康食品
金、银奖；3. 2017 年度营养健康食品金、银奖；4. 2017 年度保健食品金、银奖；
5. 2017 年度天然滋补类食品金、银奖。
五、活动费用：1.参与评选不收取任何费用，获奖后所产生的证书、奖杯、
材料、宣传等费用由组委会承担；2.产品获奖后所产生的交通、通讯、邮寄、宣
传、公示、展览及产品运输等费用自理。
六、相关纪律：1.评选工作必须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参与评选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本办法规定，严禁徇私舞弊；被推荐或自荐
企业和个人应保证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不得弄虚作假。如发现材料不实，
违反评选纪律，将取消参评资格或撤销其所获奖项。2.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复制
表彰奖杯和证书。
七、附则：1.对获奖企业如发现重大安全与质量问题，经鉴定确实不符合表
彰评选条件的，组委会有权撤销其表彰称号。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3.本
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大会组委会所有。

附件 4：

参会须知
一、会议时间：2017 年 11 月 17 日
二、会议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三、大会理念 ：发展有机绿色食品，引领优质健康生活。
四、大会主题：“健康感动生命”—— Health is life
五、大会规模：参加会议人数拟定 500 人左右。
六、大会形式：共话产业前沿挑战，共谋企业发展良策。大会将以“健康食
品产业峰会+业内专家权威解读+企业颁奖盛典+推荐产品展示+参观交流+媒体宣
传报道”的形式，打造“中国健康食品产业”权威盛会及一流服务平台。
七、大会宗旨：1.贯彻国家发展战略，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为中国健康产
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环境；2.改善大众的消费观念和提升行业内的整体服务水
平，提高企业及产品品牌知名度，拓展企业产品销售渠道；3.对大健康产业领域
的优质产品和企业给予肯定和表彰。
八、参评办法：1.在线公示未被提出异议的获奖企业，主办方将在“2017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营养健康产业博览会”、“2017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有机食品和
绿色食品博览会”上提供 36 平米或 18 平米空地展位供获奖企业展示品牌形象和
产品，获奖企业须按照提交的“产品展示方案 ”完成安装和布置，不参加公示
展览的参评企业视为自动放弃获奖资格。2.参加公示展览的获奖企业须向承办单
位索取“参展申请表”，按照要求填写完整企业相关信息，与组委会签署确认，
支付场地：36 平米空地展位 48000 元，18 平米空地展位 28000 元，并将费用汇
入组委会指定账户。
九、媒体支持（拟邀）：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食品
报、环球时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
经营报、中国商报、中国企业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技术市场报、中国环境报、
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法制日报、青年时报、经济参考报、新京报、京华时
报、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北京商报、健康报、生命时报、信息时报、
农民日报、参考消息、每日经济新闻、21 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国际
财经时报、国际商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光明网、中国网、中国新闻网、
中国经济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网易、百度新闻、凤凰网、华龙网、京
华网、中国广播网、北方网、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华网、环球网、中国文明网、
华夏经纬网、北青网、中国质检网、中国文化网、法制网、经济观察网、和讯网、
澎湃新闻网、中青在线、华人新闻网、中国侨网、中国教育网、中国宏观经济信
息网、中国改革网、华声在线、第一视频、今日头条等。
十、大会议程：会议具体内容和活动详细流程，组委会另行公布。
十一、组委会联系方式
2017 中国健康食品产业名优企业评审办公室
北京中博信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9574339
传真：010-59574177
联系人：孙玉鑫 18910448529，张玉雪 1891041796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21 号金海富商中心 B 座 1712 室
网址：www.hifair.cn（营养健康），www.ujfair.cn（有机绿色）
中国食品报社
电话：010-63427322

联系人：孟杰 15810792817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东里 5 号楼
官网：http://www.cnfood.cn

附件 5：

2017 中国健康食品产业名优企业评奖申请表(回执)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办公传真

评奖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办公传真
批准
文号

产品名称

邮箱

例：有机食品或绿色食品证书、蓝帽等

□营养健康食品类
□金奖
□有机食品类
（选择产品类 □绿色食品类
别及参评奖项） □保健食品类
□银奖
□天然滋补食品类
1. 参评企业为行业内有机绿色食品企业、中国食品报或大会合作伙伴、相关协会推荐企业，以及参加
博览会的参展企业；
参评 2. 参评对象须是在国内正式注册，合法运营，以食品产业（符合奖项设置范围即可）为主体进行研发
条件 生产或销售服务的企业；
3. 企业品牌具有良好的口碑，或其产品具有优质、营养、健康的特性，本年度在行业中取得快速发展，
同时为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
申请奖项

资料
提报

参评
须知

付
款
方
式

1. 报名回执及参评单位的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复印件；
2. 参评单位报送 500-2000 字的企业介绍材料，
企业形象照片 3-5 幅，精度要求在 300dpi 以上；企业 LOGO，
AI 格式；
3. 获得批文及认证的证书（有效期内）复印件、产品检验报告复印件各一份；
上述参评材料须一式三份，附注清楚联系人、电话、传真、电子邮箱、通讯地址及邮编，请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以前寄至组委会奖项评审组。
1．所有参评者必须在规定截止时间内，将完备的相关申请材料提交给奖项评委会；
2．所有参评单位的参评材料、复印件均不退还；
3．评委会保留对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组委会：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联
北京中博信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9574339 传真：010-59574339
广渠路支行
系
手机：18910448529 孙玉鑫，18910417960 张玉雪
户名：北京中博信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方
邮箱：zhongboxinzhan@126com
帐号：1100 1070 9000 5301 2108
式
中国食品报社

费用总计

咨询电话：010-63427322

大写

领导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