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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石家庄

所、检测机构、行业协会、生产企业从事特殊膳食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交流。会期2天，
会议时间为2018年11月17-18日，地点：河北石家庄。
会议开展论文征集活动，征文内容：与会议主题相关的
学术论文，论文征集截止时间：2018年10月15日。审核通过的
参会代表论文按书面录用通知缴纳版面费后将优先在《食品科
学》、《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肉类研究》、

食品对于人类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华民族自古就有
“寓医于食”的传统，“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则是明代医学巨
匠李时珍对膳食营养的健康作用所做的高度概括。世界卫生组
织（WHO）近年对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的评估结果也表明，膳
食营养因素的影响（13%）仅次于居首位的遗传因素（15%），
远高于医疗因素（仅8%）的作用。“医养结合”这一理念正在
被越来越多的医学界和营养学界业者所接受和认可。在世界范
围，当疾病到来时采取治疗手段，并辅以特殊食品作为营养支
持，正在成为临床医疗的共识。特殊膳食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正是这样一类食品，当目标人群无法进食普通膳食或无
法用日常膳食满足其营养需求时，作为一种营养补充途径，起到

《乳业科学与技术》杂志正刊发表。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展览展示。
ጙĂᔝᒅᆕᏋ્
ᓍ!!ᇳǖ
ᅽಸሀዐᏋǖ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院长
ᅽ၆ᆖ୴၈ǖ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食品杂志社社长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主任
ঃᓍᇳǖ
ᐽዒዐᏋǖ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副院长
ᑌ!!ዠๆိǖ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食品杂志社执行社长

营养支持作用。通过为患者提供经过科学论证的营养配方食品，
与药品共同辅助疾病治疗，能加快人体机能的恢复，这一方法已

ᆕ!!Ꮛǖ

经在医疗体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ᅽ߈နǖ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食品部部长

随着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被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确定

ႻঃዐᏋǖ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为“特殊食品”以及《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特

中国食品杂志社副社长、《食品科学》杂志主编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出台，相关政策法

《Food Science andHuman Wellness》执行主编

规的逐步完善，为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行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ผዻ༿खዔᓜଜ（按姓氏拼音排序）：

基础。当前，全球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市场规模为560～640亿

ೌڎᒦ୴၈ǖ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副院长

元人民币，每年以6%的速率在增长。虽然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ڹᆦܵ୴၈ǖ暨南大学理工学院副院长

食品市场在过去几年里发展迅速，根据报道平均增长率达到37%，
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较于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系

ݺ߈နǖ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总工程师
!!ख़୴၈ǖ美国克莱姆森大学食品营养与包装科学系

统性研究和规范肠内营养补充剂产品的发展，我国特殊医学用途

!!ุ୴၈ǖ武汉体育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配方食品的发展脚步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快，尤其是特殊食品对消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副主编
፭ዐᏋǖ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化道微生态环境的影响应加快研究。
为进一步推动特殊膳食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发
展，带动产业的技术创新，更好的保障人类身体健康和提高生
活品质，由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中
国食品杂志社《食品科学》杂志共同主办的“特殊膳食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行业发展和质量安全论坛”将在河北石

࠸ညીዐᏋǖ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研究员
ࢷধ༓ዐᏋ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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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ࢷዐᏋǖ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食品化妆品检定所所长
ࢷቂஸ୴၈ǖ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授

研究成果、临床与营养应用、功能成分与学术评价、食品安全

ಸາ୴၈ǖ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食品科学系主任
ਈྋख୴၈ǖ中国计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食品系教授

与毒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方面的重

ਈዒ߈နǖ雅培营养研发中心研发总监

大理论研究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和借鉴国外经验，分享相关政

ಽ୴၈ǖ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军用食品研究室副主任
ઈඓዐᏋǖ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副院长

家庄召开。会议将就特殊膳食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

策与管理规范，为广大特殊膳食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研究工作者和生产者提供新的思路，指明发展方向。
本次会议诚挚邀请国内外各大专院校、医疗单位、科研院

ଠ፞୴၈ǖ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
୕ᑵ༓୴၈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

ఙᆪጳ୴၈ǖ河南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ᇈ፼ุዐᏋǖ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ᒠளಯ：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高级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技术总师
ቆ݆୴၈ǖ澳门大学助理教授、福建农林大学特聘教授

质量经理
౸रዐᏋǖ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副主任
ರိී୴၈ǖ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MLS Nutritio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主编
德国洪堡学者
ቱቤ્୴၈ǖ清华大学化工系副主任

湖北省“百人计划”教授、“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生物化工研究所所长

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食品科学系访问教授

《Journal of Bioscience and Bioengineering》杂志主编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杂志科学主编
ರၕ௰ዐᏋǖ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副主任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杂志副主编
ዅః୴၈ǖ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助理

ರᐐุ୴၈ǖ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党委副书记
ರ!!ᒨ୴၈ǖ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PBL教学中心副主任

ᥢ႕ঃளಯǖ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QC副经理

!!ૉ୴၈ǖ青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副主任
ኅ౦୴၈ǖ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药理系教授

ዏᆦቩዐᏋǖ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
ዮ፼߈နǖ武汉食品化妆品研究所业务总监
Ꮖ୴၈ǖ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Ꭽᒼ߈နǖ明一国际营养品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主任
കᆖዐᏋǖ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
ക!!୴၈ǖ合肥工业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
കஸ݆୴၈ǖ吉林大学中国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കቤ୴၈ǖ北京工商大学北京人类营养与高精尖创新中心
首席科学家、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കኧ݆୴၈ǖ西北农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൜!!୴၈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研修学院副书记
൜!!ཁ୴၈ǖ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
൜Ꮰ݆୴၈ǖ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北京化工大学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ᐽۣᔐପǖ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
ᐽख़ዐᏋǖ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食品安全研究所所长
ᐽॣሀ߈နǖ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中心实验室负责人
ᐽਣ߈နǖ石家庄博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ᐽଖ߈နǖ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院长助理
ᐽᆪ༴ᓍྀጛနǖ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
ᑌ!!ી୴၈ǖ天津商业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制药工程
系学科负责人
ᑌ!!ዞ୴၈ǖ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农业大学特殊食品研究中心主任
൫ڐዐᏋǖ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
ਓ୴ޛ၈ǖ天津商业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

ᑹ!!ಜ୴၈ǖ合肥工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天津商业大学海洋食品与药物研究所执行所长
ླቤ୴၈ǖ河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副院长
ီধ୴၈ǖ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

ᒲ!!ᛉ୴၈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

Ⴛਠ୴၈ǖ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系主任

औĂ્ፇดྏ

Ⴛ!߈နǖ杜邦中国北京分公司技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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ႻఃዐᏋǖ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副总工程师

ᄂၐ࿕အအອĂᄂၐጛኧᅆऱအອቲጓखᐱਜ਼ᒠڔཝ

国际健康食品工程研究院执行院长
ᅺናধዐᏋǖ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副院长
ᅽ߈နǖ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科学事务部经理

（1）新型特殊膳食食品研发与科技创新；

ᅽૉ୴၈ǖ台湾中兴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4）特殊膳食食品生产工艺研究及质量控制；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副主编
ᅽ!!ஸ୴၈ǖ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5）国内外特殊膳食食品关键技术研究及进展；

ᅽఉᔐଶዩနǖ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总检验师
ᅽዥ݆୴၈ǖ浙江工商大学浙江食品质量安全工程研究院常

（7）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特殊膳食食品审批及管

务副院长

ᒲࠔഈঃᓍྀጛနǖ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营养科主任
ᒲ!!ຌ୴၈ǖ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
ᒲᐍ߈နǖ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ᓂዐᏋǖ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裁

（2）特殊膳食食品中有效成分的分析检测；
（3）特殊膳食食品包装及标签要求；

（6）特殊膳食食品全产业链；
理制度；
（8）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审评机制创新；

《Journal of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副主编
ᅼᛉ୴၈ǖ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执行院长

（9）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临床应用及管理；

福州大学海洋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ᇈຳ୴၈ǖ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农业、食品与营养科学系

（11）进口特殊膳食用食品的风险评估体系研究；

（10）国内外特殊膳食食品标准体系及相关法律法规；
（12）国内外特殊膳食食品产业发展现状及新机遇。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副主编

3Ǌ્ፇተါ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副主编

（1）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发言；（2）参会代表相关研

究成果发言；（3）论文海报展示；（4）参展企业产品展示。

ፖቲǖ户

名：中国食品杂志社
行 号：102100004927
开户行：工行阜外大街支行
帐 号：0200049209024922112

ྯĂ્ፇ൙ᆪ
1、论文范围及要求：与会议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请严格按
照杂志撰稿要求和投稿模板撰写。
《食品科学》投稿：请登录食品科学网www.chnfood.cn，从
首页采编系统投稿；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投稿：
请登录网站http://ees.elsevier.com/fshw/ 投稿；
《肉类研究》投稿：请登录网站http://www.rlyj.pub投稿；
《乳业科学与技术》投稿：请登录网站http://rykj.cbpt.cnki.net投稿。
2、论文发表费：审核通过的稿件按书面录用通知缴纳版面费。
3、投递会议论文的代表，请先将论文通过杂志在线采编系统
投递并获得稿件编号后，再及时进行会议注册，并将稿件标
题、编号填入注册信息中。
႐Ă્ፇॅ
1800元/人（含会议费、餐费等）；
普通在校研究生1200元（不含在职攻读学位人员）。
会议期间安排住宿，费用自理。会议费不包含论文发表费。
ᇋĂᒮገဟମ
论文征集截止日期： 2018 年10月15日
口头报告申请截止时间： 2018年10月15日
会议报名截止日期： 2018年11月10日
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11月17-18日
（2018 年11月16日全天报到）
ങĂူሲ
请参会代表收到正式邀请函（纸质版或电子版均可）
后，尽快将会议费汇至中国食品杂志社，以便大会日常筹备
工作顺利进行。

໕Ăਓসᑈᑈᐱ
会刊广告、会场广告、会场产品展示
联系人：杨红
电话：010-83155446转8040 13522179918
ڭĂ્ᇗᔝ
秘书处：李莹 张睿梅
电话：010-83155446/47/48/49/50-8030、8032
传真：010-83155436
E-mail：chnfood@163.com
ோĂۨऱါ
1、扫描右方二维码进行微信报名。
2、网上报名：登录我刊网站www.chnfood.cn，点击进入
会议主页进行网上报名。
会务组收到报名信息后，会尽快向参会代表电子邮箱发
送电子版邀请函，同时邮寄纸质版邀请函，请务必准确填写电
子邮箱、详细地址及邮编、电话号码。
ৎ્ࣶፇቧᇦ༿ਈᓖအອపኧᆈ݇ਜ਼ᆈቧǖ
食品科学微博

食品科学微信服务号

食品科学微信订阅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