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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成立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成立大会于 1995 年 6 月 6 日～ 10 日在北京香山卧佛寺饭店举行。来自全国各乳品企事业
单位、大专院校、有关乳品设备生产厂家、原材料供应企业及一些外国公司的代表共计 195 人出席了会议。中国轻工
总会副会长潘蓓蕾、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原司长李易方、国内贸易部工业司副司长邓冶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经贸委、
国家计委、民政部、中国食品科技学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有关部委、协会的领导到会祝贺。

会议听取了“宋昆冈关于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筹备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章程》、《中
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会基本条件》、《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会员费交纳办法》、《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1995-1996
年工作计划》。147 个单位成为协会的首批会员，选举产生了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中国轻工总会食品
造纸部高级工程师宋昆冈任理事长；农业部奶类项目办主任骆志刚等 12 人为副理事长，大庆乳品厂厂长陶立华等 53
位常务理事和 116 位理事；牟静君、韩光烈任正、副秘书长。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是由全国乳制品生产及相关的企业单位所组成的非赢利性社会团体。是跨地区、跨部门，不
受所有制限制的全行业性组织，其宗旨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为促进乳制品工业生产经营、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的
提高，振兴中国乳制品工业做贡献。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的成立，是中国乳制品工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乳制品行业广大职工的一件大喜
事，标志着中国乳制品工业初步完成由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的过渡，标志着中国乳制品工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过渡的开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十年行业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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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正式成为国际乳品联合会会员国

经国家科委批准，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代表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乳品联合会。国际乳品联合会（International 
Dairy Federation 简称 IDF）成立于 1903 年，是乳品领域唯一的世界性组织，总部设在布鲁塞尔。根据 IDF 章程，
它是一个“独立的、非政治性的、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国际合作和磋商，促进国际乳品领域科学、
技术和经济问题的解决”。目前，IDF有三十五个成员国。其中最活跃的成员国如：新西兰、英国、美国、荷兰、丹麦、
瑞典、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另外有十四个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IDF 活动。

中国轻工总会轻总食纸 [1994]12 号文向国家科委提出加入国际乳品联合会的报告。国家科委国科发外字
[1994]322 号文批复：同意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加入国际乳品联合会。同年 3 月份，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已向 IDF 提
出申请，6月份得到 IDF 答复，中国将成为 IDF 正式会员。

1995 年 9 月 10 日至 14 日国际乳品联合会 (IDF) 第 79 届年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霍夫堡宫会议中心召开，正
式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第 38 个会员国。中国乳品行业组成 10 人代表团，在中国轻工总会食品造纸部主任耿兆林、黑
龙江省轻工厅厅长杜义同志率领下出席了会议。

本届会议共开了 4 天，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和各专业委员会报告会。参观了乳品厂、奶牛场和奥地
利农林部联邦乳品研究所。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召开的小组会议，讨论关于婴儿配
方乳粉的配方、生产、质量和销售方面的问题。会上，我国代表介绍了中国婴儿配方乳粉的生产和市场情况，FAO表
现出极大的关注，并邀请中国参加 96 年 10 月在印度举行的婴儿配方乳粉专题讨论会。

中国代表团与新西兰、荷兰、比利时、法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家的国家委员会、研究单位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
接触、交流，向他们介绍中国乳品工业的情况和发展政策。双方都表示了加强联系、相互合作的愿望。为今后扩大我
国乳品行业对外影响，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打下基础。

中国参加历届国际乳品联合会：

1、IDF 第 79 次年会于 1995 年 9月 10 日 -14 日在维也纳举行。
2、IDF 第 80 次年会于 1996 年 10 月 17 日 -24 日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IDF 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轻

工总会副会长潘蓓蕾率中国乳品工业代表团一行 10 人出席会议。
3、IDF 第 81 次年会于 1997 年 8 月 26 日 -31 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举行，中国乳品工业代表团一行 10 人出

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参观考察了冰岛的奶牛饲养业、乳品加工业。
4、IDF 第 82 次年会于 1998 年 9 月 21 日 -27 日在丹麦阿胡斯市举行，中国乳品工业代表团一行 20 人出席了会

议。IDF 丹麦国家委员会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丹麦的奶牛饲养业、乳品加工、科研等单位，为各国乳品行业的朋友提供
了广泛接触、相互学习的机会。

5、IDF 第 83 次年会于 1999 年 9月 14 日 -18 日在希腊雅典举行，中国乳品工业代表团一行 17 人出席会议。
6、IDF 第 84 次年会于 2000 年 9 月 16 日 -20 日在德国的德累斯顿举行，参加这次 IDF 世界乳业峰会的中国代

表团成员共 22 人。
7、IDF 第 85 次年会于 2001 年 10 月 28 日 -11 月 1 日在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中国代表团共有 34 人

出席会议。
8、IDF第86次年会于2002年9月24日-27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乳品企业代表团共计34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9、IDF 第 87 次年会于 2003 年 9 月 7 日 -12 日在比利时的布鲁日举行。中国乳品企业代表团共计 23 人参加了

本次会议。
10、IDF 第 88 次年会于 2004 年 11 月 19 日 -27 日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
11、IDF 第 89 次年会于 2005 年 9月 17 日 -23 日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举行。

12、IDF 第 90 次年会于 2006 年 10 月 20 日 -23 日在中国上海举行。
13、IDF 第 92 次年会于 2008 年 11 月 11 日 -14 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
14、IDF 第 93 次年会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 -24 日在德国柏林举行。协会组织 21 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及相

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盛会。
15、IDF 第 94 次年会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 -11 日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举行。中国国家委员会组织了由宋昆冈理事

长带领的 9位企业家代表团参加了此次盛会。
16、IDF 第 95 次年会于 2011 年 10 月 15 日 -18 日在意大利帕尔玛举行。协会组织中国企业家考察团共 20 人参

加了此次会议。
17、IDF 第 96 次年会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 -8 日在南非的开普敦举行。协会组织中国企业家考察团共 20 人赴南

非考察并参加了此次盛会。
18、IDF 第 97 次年会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 -11 月 1日在日本的横滨举行。

                1995 年乳制品行业销售收入前十位企业名单     单位：万元，吨

企业名称 销售收入 乳制品产量 其中：液体乳产量 乳粉产量 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

石家庄乳业（集团）公司 28210 15733 2279 13454 10404 
哈尔滨金星乳业集团公司 14541 8600 8600 919 
杭州食品厂 9928 4543 4543 3497 
山东省文登市乳品厂 9590 5500 5500 1275 
江西乳品厂 9365 2889 26 2860 137 
内蒙古海拉尔乳品厂 9102 3784 2607 1316 
文登市鹏程食品有限公司 7782 1025 1025 
洱源县邓川奶粉厂 7712 3973 124 3819 
黑龙江省完达山食品厂 7687 3984 754 3197 603 
浙江省金华市乳品厂 7471 11035 9992 240 

1996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次年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召开

第二次年会于 1996 年 7 月 26-29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召开，有来自乳品企业、乳机制造、大专
院校、科研单位的会员代表 142 人出席了会议。呼伦贝尔盟公署、盟经委、海拉尔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出席会议并讲
话。宋昆冈理事长作了工作报告；召开了理事会，技术交流会；会议向获得“优秀企业家”、“先进工作者”的同志
颁发证书和奖章；本次年会内容丰富，既交流了国内外新技术发展初态，又学习了先进企业的好经验，特别是探讨了
我国乳品工业所面临的形势和“九五”发展思路，与会代表在以下问题达成了共识：一是我国乳品工业所面临的形势；
二是振兴民族乳品工业；三是引导消费、开拓市场。会议代表还参观了海拉尔乳品厂。会议东道主为海拉尔乳品厂。

二、协会实施“牛乳制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乳制品加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乳制品的市场供求情况得到了根本转变，由卖方市场转为了
买方市场。同时我国乳品加工业形成了一批产量大、质量好的名牌产品。另一方面，市场上出现了伪劣假冒产品，使
国产名牌、货真价实的产品蒙受损失。特别是外国品牌产品涌入，又使民族乳制品加工业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保护

20周年画册.indd   78-79 2015/7/31   12:05:23



80 81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成立20周年

1995-2015

二十年奋斗路   成就谱华章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成立20周年
1995-2015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成立20周年

1995-2015

二十年奋斗路   成就谱华章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成立20周年
1995-2015

民族乳品工业的整体利益，扩大国产乳制品的销售，维护广大消费者和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将对乳制品实施标志管理，为国产优质品发放“身份证”。      

协会将要实施的标志叫“牛乳制品标志”。标志的图案是由重叠方园框住的一滴“乳”组成，方园代表着“稳定”、“可
靠”，一滴“乳”标志着鲜牛乳制做。本标志是经过国家工商管理局商标局注册的商标，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是本标
志的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有权。本标志适用于以牛乳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各种乳制品 ( 含为改善产品质量、风
味而添加甜味剂、风味料、品质改良剂、营养强化剂的产品 )。如乳粉、炼乳、市售鲜奶 (消毒鲜奶、灭菌奶、酸奶等 )。

本标志是采用全息照相防伪技术制做的银色标牌，使用者可直接粘贴在产品的包装容器上。本标志在国内外经济，
技术、贸易活动中，可做为产品质量水平的证明。 

三、协会组织乳品企业家考察团赴西班牙、法国考察

1996 年 9 月 7 日—21 日，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秘书长牟静君为团长的中国乳品企业家考察团，一行十人在西
班牙和法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考察期间，西班牙 IDF 主席及法国乳协主席，分别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介
绍了他们国家近年来乳品业的发展情况。中国代表团也向东道主介绍了我国乳品业的发展状况。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
问题进行了洽谈。考察团还参观了牧场、乳品加工企业和乳品分销市场。通过学习考察两国发展乳品的经验，结合我
国实际来调整我国人民的膳食结构，加快我国乳品行业的发展。

1997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三次年在西安召开

第三次年会于 1997 年 9 月 24-27 日在西安召开，有来自乳品企业、乳机制造、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会员代表
270 余人出席了会议。陕西省原副省长陕西省食品名誉会长孙克华、陕西省原副省长刘春茂，西安市副市长焦安发、
陕西省食品协会副会长赵志杰，西安市临潼区区长陈雨春出席会议并致词。

会议听取了协会理事长宋昆冈做的上年度工作报告；下年度工作计划；对当前乳品行业形势的分析报告。通过大
会的发言、交流和会下的座谈，使我们对乳品行业当前所面临的形势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本次会议就以下几点
形成共识：一是民族乳品工业的发展是永恒的；二是当前乳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现象，并不是牛奶多了，而是由于饮食
习惯、消费水平、购买力等因素所造成的暂时现象。加强宣传、引导消费、扩大消费群体将是我们行业的一项长期任务；
三是乳及乳制品做为一种营养食品、大众化食品，决定了乳品加工业是一个注重社会效益的行业。牛奶做为一种特殊
的食品原料，只有通过加工变成商品才能给广大奶农带来经济效益，决定了乳品加工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使广大
奶农脱贫致富的行业；四是抓住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是生产发展的关健；五是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发展、
壮大企业集团、造就享誉国内外的名牌产品。

年会代表参观了西安银桥乳业集团的加工厂。本次年会得到了西安银桥乳业集团的大力支持。

二、每年的 6月上旬被确定为“牛奶营养周 "

乳是最接近“完善的食品”，营养丰富、易消化吸收。特别是富含钙质，对骨骼发育非常重要。在人们日常生活
中增加乳及乳制品的摄入量，对于增强体质，保持健康体魄是极有好处的。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把发
展乳业及乳制品加工业当做改善国民体质的重要措施来抓，采取许多优惠措施。但我国人民由于饮食习惯及消费水平
所限，乳及乳制品在食物构成中所占比例很小。特别是广大农村乳及乳制品消费量更小。中国乳业及乳制品加工业的
持续发展取决于消费市场的开拓。而开拓市场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宣传，普及乳及乳制品的营养知识。为此，中国乳制

品工业协会决定开展“牛奶营养周”活动，将每年的6月6日-6月 10日定为“牛奶营养周”。届时，各乳品生产企业、
研究单位、学会、协会等社会团体在各自所在省、市、县，举办各种形式的宣传、咨询、讲座等活动，发放有关乳及
乳制品营养知识的宣传资料，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宣传乳及乳制品营养知识，引导消费。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每年都组织形势多样的宣传活动，如发放《乳制品营养宣传册》，组织“营养知识大讲堂”，
向贫困地区捐赠乳制品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98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四次年会在上海召开

第四次年会于 1998 年 10 月 29 日 -11 月 1日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290 余个单位、
560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周太彤、上海市农委副主任
施兴忠、上海市农工商集团董事长叶维华、副总经理杨忠金出席会议并致词。

会议期间，协会理事长宋昆冈同志向各位代表汇报了上年度工作完成情况，下年度工作计划，并就上年度及今年
上半年全国乳品行业的情况做了发言。协会秘书长牟静君同志向大会汇报了上年度发展新会员情况，会费交纳情况等。
会议期间有 21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教授、企业家做了学术报告、经验介绍，这些报告和介绍涉及法规标准、质量、
企业管理、奶源基地建设与管理、新设备、新产品等，有很强的针对性，有深度、有创新。

会议还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上海牛奶 ( 集团 ) 公司的第二乳品厂、奶牛育种中心、奶业培训中心和上海乳品机械
厂的乳品设备展览。

二、“绿叶 "乳品加工大专班开班

为了提高乳品加工企业的技术水平，给企业培养高水平的技术人才，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组织、利乐 ( 中国 )
有限公司资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承办的乳品加工大专班于 3 月 10 日正式开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轻工总会
食品办公室、利乐 (中国 ) 有限公司、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的领导出席开学典礼。

本期乳品加工大专班是执行“绿叶”培训计划的第一个项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利乐 ( 中国 ) 有限公司对本
期大专班的开办十分重视，做了周密的安排。本期大专班共招收学员 2 2 名，他们是来自北京、黑龙江、内蒙古、山
西、陕西、江西、湖南、宁夏、山东、甘肃、浙江、湖北等地的 1 6 个企业的副厂长、车间主任、化验员、班组长。
本期大专班设置乳品工艺学、乳品化学、食品工程原理、乳品分析与检验、发酵食品、食品微生物、乳品机械与设备
等 15 门课程，共计 810 个小时，在学校授课时间为 5 个月。学生学完预定的课程并考试合格，由中国农业大学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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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等教育大专专业证书。
“绿叶”班共举办三期。1998 年第一期 22 名，1999 年第二期 44 名。2000 年第三期 46 名。

1999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年会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年会于 1999 年 9 月 3-6 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召开。来自
全国乳品行业的企业家、专家、教授以及同
乳品行业密切相关的企业代表共计 650 余人
出席了会议。国家轻工业局副局长、国际乳
联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潘蓓蕾女士出席开幕
式，并做了重要报告。出席开幕式的还有著
名营养专家于若木以及农业部农垦局、农业
部畜牧兽医局、全国畜牧兽医总站、国家计
委产业政策司、民政部社团管理司、北京市
农工商总公司、北京市食品办、国家轻工业
局各司局的领导。

本次会议进行了四天，内容丰富，组织
有序，隆重而热烈。协会理事长宋昆冈同志
代表第一届理事会做了工作报告；讨论通过
协会章程修改意见；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
会，宋昆冈同志当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牟静君同志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会议还选举产生了 13 位副理事
长、38位常务理事和31位理事。会上表彰了乳品行业22位有突出贡献的老同志。会议还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经验介绍，
共有 70 位专家、教授、企业家做了大会发言。会议期间还组织了三场专题讲座，美国乳品出口协会专题讲座、德国
海思亚公司专题讲座、中国轻机黑龙江乳机公司专题讲座。

会议还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北京三元食品有限公司乳品一厂、三厂。本次年会得到了北京三元食品有限公司的大
力支持。

二、欧洲发生“二恶英”事件

1999年1月15日，比利时等国发生二恶英污染事件后，为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
卫生部、海关总署、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国内贸易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七部门(以
下简称七部门)先后联合发布了1999年第6号、第7号、第9号和2000年第2号公告，对可能受污染的来自比利时、
荷兰、法国和德国相关产品的进口和销售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措施。

为此，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来自全国的 12 家大型乳品企业的负责同志参加
了会议。他们对“二恶英 " 事件之后的检查情况做了汇报。“二恶英”事件发生之后，各企业都连夜召开会议，对
本企业使用的进口原材料进行检查，同时他们都接受了当地卫生监督部门、技术监督部门的严格检查。检查结果，
这十二家大型企业都没有进口和使用受污染的乳品原料。四国受污染的乳制品被撤下货架后，给国产乳制品销售带
来了机遇，这些企业都不失时机地加大宣传力度，推展国货精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紧急会议之后，于 6 月

21 日协会在北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首都新闻界郑重宣布食用国产乳及乳制品安全、经济、健康、实惠。十二
个大型企业的代表向新闻界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产品的特点，并郑重承诺本企业的产品没有“二恶英”的污染。

欧盟委员会已于今年 4 月 18 日颁布决议，全面解除了就此次事件采取的限制措施。经有关部门及专家研究，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我国决定取消因二恶英污染事件对比利时、荷兰、法国和德国相关产品采取的临时措施，恢
复正常进口和销售。

三、第一期全国乳品化验员资质培训班在哈尔滨举行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 [1997]145 号文件转发的《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第四章第二十一条第四款“加强对食品
安全与卫生监督检查人员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和检验人员的培训，做到合格上岗”的要求，经中国
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四次理事会研究通过，在行业内部试行产品质量化验人员持证上岗的制度。受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的委托，国家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于 1999 年 6 月 15 日在哈尔滨举办了第一期全国乳品化验员资质培训班，为
期 20 天，于 7月 4日圆满结束。参加培训的人员共 43 人。

2000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六次年会在大连召开

第六次年会于 2000 年 9 月 1-3 日在大连召开。出席年会的有来自国内外的乳品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相
关行业的 250 多个单位，680 余名代表。大连市市长助理戴玉林同志、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监督司孙会川同志出席开
幕式并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美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丹麦远道而来的同行和专家。

会议听取了宋昆冈理事长《二 000 年度乳品行业情况》的报告、《二 000 年度协会秘书处工作总结》、《二 000
年度工作计划》；听取了牟静君秘书长关于《会员费交纳情况的通报》、宣布了新会员名单。本次年会的主题是：现
代乳品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大会进行了一天半时间的技术交流和学术报告，安排了两个关于信息网络管理的讲座，使
与会代表对信息网络建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同全国乳品信息中心建立的全国乳品信息
网对行业的发展将会很有意义，国内外的乳品同行可以通过信息网了解国内外乳品行业的最详实、最新、最权威的信息。

二、中澳乳业奖学金培训班启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乳业界同澳大利亚乳品
局关系密切，往来不断，经贸和技术合作不断发展。
1999 年，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同澳大利亚乳品局达
成技术合作协议，举办“中澳乳业奖学金培训班”。
培训班由澳方提供在澳的学费、食宿费等，为中国
乳品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提供短期培训。

培训班于 2000 年 5 月 13 日 -6 月 3 日开班，
每年 1 期，培训时间 3 周，每期 20 人，至今已举办
了 18 期，共培养约 240 名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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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乳制品行业销售收入前十位企业名单     单位：万元，吨

企业名称 销售收入 乳制品产量 其中：液体乳产量 乳粉产量 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

上海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33920 376276 362024 14252 938 
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 177805 71786 26438 45010 18023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41651 99827 75879 23270 2556 

北京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69581 231846 226372 5474 
黑龙江省完达山企业集团
乳品有限公司

67649 37850 12250 25600 15008 

英特儿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43474 16058 6235 8299 
山东鹏程食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3758 36226 28247 7979 

哈尔滨金星乳业集团公司 31701 23710 8530 15180 2580 
山西古城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30501 24607 6134 18473 3021 
西安银桥股份有限公司 29655 14038 14038 3300 

2001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七次年会在青岛召开

第七次年会于 2001 年 9 月 23-25 日在青岛召开。来自国内乳品加工企业以及与乳品行业密切相关的乳机制造、
包装印刷、食品配料、教育科研等单位的代表、企业家、专家、教授等共计 900 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第七次年会首次举办“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首届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共有乳机制造、包装印刷、食品配料等
42 家企业参加展出，为供需双方提供了交流、合作机会。

本次年会的技术交流分两个会场进行，这也是历次年会所不同的，这种形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交流的内容，同
时可以使各位年会代表根据的兴趣参加交流会。本次年会共有28位专家、教授、企业家在大会做了报告。报告内容涉及：
牧场管理、奶牛饲养、原料奶的质量、乳品机械、乳品添加剂、酸奶及布丁的质量改造及制做、乳品行业发展与联合、
学生奶推广等方面。协会理事长宋昆冈代表秘书处通报了“2001 年度全国乳品行业概况”，对 2001 年度协会工作做
了总结，并对 2002 年度工作计划做了说明。年会期间还召开了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新会员单位、
增补理事；乳品行业职业道德规范；表彰乳品行业优秀企业家。

二、国家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 2001 年 6 月 14 日以国质检函 (2001)168 号文件《关于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
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婴幼儿乳粉生产实施许可证管理。文件规定“设立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部”，审查部设在国家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承担发
证工作有关事宜。

国家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编写了《婴幼儿乳粉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细则》共分：企业取得生产许
可证的必备条件、企业生产条件审查、产品检验、审定与发证、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理等 11个部分。《细则》规定：
所有以牛、羊乳及其加工制品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其它辅料，经加工制成的供 0-3 岁婴幼儿食
用的产品都在发证范围，所有生产经营单位都必须取得生产许可证方可进行生产。

2008 年发生三聚氰胺事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工信部、国家发

改委对乳制品行业开展审核清理工作。按照《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2009 年修订）》相关准入要求，对已建项目（企
业）重新进行审核清理，对在建、拟建项目重新进行准入审核；国家质检总局 11 月 1 日发布了 2010 年版《企业生
产婴幼儿配方乳粉许可条件审查细则》和《企业生产乳制品许可条件审查细则》，对全国乳制品生产企业、婴幼儿配
方乳粉生产企业，根据新的许可条件重新核发生产许可证。本次提出生产许可证申请的企业计 1176 家，共发生产许
可证803个。其中：乳粉生产资格的企业370家、巴氏杀菌乳280家、灭菌乳285家、调制乳248家，发酵乳361家、
炼乳 13 家、干酪 40 家、奶油 34 家、婴幼儿配方乳粉 117 家（其中：湿法工艺 71 家、干法工艺 48 家、干湿复合工
艺 7家）。

根据生产许可证三年有效期的规定，2014 年又到了换发新的生产许可证的时间。国家食药总局，对 2010 年版的
婴幼儿乳粉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再次进行了修改，再次对婴幼儿乳粉生产企业进行生产许可证换发工作。到2014年底，
共有 92 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

2002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八次年会在杭州召开

第八次年会于 2002 年 9 月 10-12 日在杭州召开。有来自全国乳品行业的专家、教授、企业家及海外的同行 420
个单位 1000 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杭州市副市长孙景淼同志、杭州市农委副主任王建华同志、中国奶业协会秘书方有生先生、新西兰驻华大使麦康
年先生、澳大利亚乳品局高菲乐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年会的报告会分两个会场进行，有 23位专家在大会做了报告。报告的内容有：奶源管理；企业经营与管理；
新产品开发；国际乳业发展趋势及国际市场变化；国外乳品企业销售经验；乳品加工技术等。本次年会特设《企业家
论坛》，邀请乳品行业著名企业家就中国乳业发展战略、行业热点问题、企业经营理念、企业发展思路等做了精彩地、
有独特见解地报告。

本次年会举办了第二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共有 104 家企业参展，展位数量 180 余个。

二、关于“有抗奶”和“无抗奶”的争论

2002 年 6、7 月份，一些新闻媒体以大量篇幅、显著的标题报道“有抗奶”、“无抗奶”的问题，这在乳品行业
和广大消费者中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些消费者已产生恐慌心里而不敢喝牛奶。为了给消费者一个比较准确一致的说法，
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保障我国乳业及乳品加工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于7月30日在北京召开“有
抗奶”、“ 无抗奶”问题报告会。北京各大新闻媒体 56 位记者参加会议。会议就“有抗奶”与“无抗奶”的概念进
行解释，对目前我国生鲜乳收购标准进行了说明。目前，我国已制定发布了抗生素在肉蛋奶中的最高残留量（MRLS）
标准，这个标准完全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标准、欧盟及美国相关标准接轨。所谓最高残留限量就是允许抗
生素在肉蛋奶中残留，但对人不产生任何危害的安全浓度。奶牛使用抗生素后，其残留量只要低于最高限量标准，那么，
这种牛奶仍是安全、合格的。

三、协会开展乳品评鉴师评定工作

为了改变我国乳制品行业国家级乳品评鉴师青黄不接的状况，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主办、农业部乳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承办的“国家级乳品评鉴师考评选拔”考试在天津举办。

为保证国家级乳品评鉴师考测选拔工作质量，首次制订了乳品感官指标国家级考评标准和评判细则。现场考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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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两个方面进行，基础理论考试包括从奶牛饲养到乳品工艺设备、质量标准、化验室技术在内的整条乳品产业链知识；
感官方面包括味觉、嗅觉、视觉灵敏度考试，每人要对 60 个样品进行现场判断，为乳品评鉴师培养、培训、选拔提
供了较为规范的标准和方法。

截止到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六期培训班，培训了 240 余人。

2003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九次年会在厦门召开

第九次年会于 2003 年 8 月 21-23 日在厦门召开。来自全国乳制品行业的企业家、专家、教授以及同乳制品行业
密切相关的企业代表近 1400 人出席了会议。厦门市政府叶重耕副市长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出席会议的还
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意大利、日本、德国、荷兰的国外同行。本次会议为了加强海峡两岸交流，
特邀请了台湾乳业界代表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介绍台湾乳业的情况。协会宋昆冈理事长致开幕辞并做了题为《中国乳
业应走向成熟》的报告。会议交流分两个报告厅，有 25 位专家企业家在大会做了精彩报告。

第九次年会同期还举办了第三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有 160 余家企业的产品参加展出。年会期间还召开了协会
第二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协会秘书处向各位理事汇报了 2003 年度工作及 2004 年度工作计划；报告了秘书处财务
收支情况。

厦门惠尔康集团公司做为会议东道主对本次会议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

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内蒙古蒙牛乳业

2003年 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政府主席乌云其木格，通辽市市委书记、
市长等的陪同下来到内蒙古蒙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公司视察工作。

在视察过程中，胡锦涛总书记详细向蒙牛公司总裁牛根生询问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总书记是从报纸上看到了
美国摩根士丹利等三家外资机构给蒙牛注资 2600 万美元。在此次视察中，总书记特别指出，我国进入 WTO 后，企
业发展眼光一定要站在全球角度，一定要国际化。

胡锦涛一行观看了蒙牛公司的生产车间及设备，还亲切询问了产品结构。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牛奶本身就是温
饱之后小康来临时的健康食品，不仅小孩喝，老人喝，最重要的是中小学生都要喝上奶，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

2004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十次年会暨第三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十次年会暨第三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 2004 年 8 月 27-29 日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来自全国乳制品行业的企业家、专家、教授以及同乳制品行业密切相关的企业代表近 2000 人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
有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芬兰、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外同行和专家。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武汉市
副市长张学忙、宜昌市副市长王传豪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新西兰驻华大使麦康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唐茂思、丹麦驻
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尼耀森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大会上，宋昆冈理事长作了题为《诚信为本、理性发展．重树行业新形象》的主题报告。会议还安排了 20 位国
内外专家、企业家做报告。内容包括：全球乳业形势及市场展望、乳制品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产品质量的改进及新产

品开发、现代化
管理中资本运作
及股份制改造、
国内外乳制品技
术科研的最新发
展等。

会议期间，
举行了第三届全
国 会 员 代 表 大
会，进行理事会
换届选举。选举
产生了第三届理
事 会， 有 84 位
企业家当选为理
事，57 位 企 业
家当选为常务理

事，14 位企业家当选为副理事长。宋昆冈同志第三次当选为理事长，牟静君同志当选为常务副理事长，乔丽霞同志
任秘书长。

会议同期举办了第四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有 200 家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参加展出，标准展位近 400 个。
均瑶集团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本次会议还得到了利乐中国有限公司、恒天然（中国）有限公司、乐嘉文洋行、

武汉烯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赞助。

二、安徽阜阳发生劣质奶粉事件

2004 年 4 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发生后，不仅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党中央国务院极为重视。遵照温家宝总
理的重要指示，国务院迅速派出调查组赶往阜阳市，会同安徽省政府展开全面调查。截至目前，国务院调查组已基本
查清阜阳劣质奶粉的致病原因、危害范围及其生产源头、销售渠道和销售范围等，并组织当地医疗机构对受害婴儿进
行了救治。经调查组核实，189 名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出现轻中度营养不良，12 名因重度营养不良死亡。

经初步调查，阜阳市查获的 55 种不合格奶粉共涉及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40 家企业，既有无厂名、厂址
的黑窝点，也有的是盗用其他厂名，还有证照齐全的企业。这些劣质奶粉主要通过郑州万客来市场、合肥长江批发市
场、蚌埠市太平街新市场、阜阳元丰市场等批发市场和生产厂家批量购进并批发到各县（市）、区的奶粉经销商、超市、
百货商店、日杂店和行政村的小卖部，销售范围主要是阜阳市各区县的乡镇和农村市场。

截止目前，共抽检各类奶粉586组，扣留、封存、暂停销售奶粉10多万袋；立案查处涉嫌销售不合格奶粉案件39起，
打掉生产及分装窝点 4个，刑事拘留 47 人，留置审查 59 人，宣布正式逮捕 31 人，依法传讯 20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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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十一次年会在“中国乳业之都”呼和浩特市召开

第十一次年会于 2005 年 8 月 27-29 日
在“中国乳业之都”呼和浩特市召开。全国
乳制品行业的企业家、专家、教授以及同乳
制品行业密切相关的企业代表近 2000 人出席
了本次会议。

8 月 28 日上午 9 点，中国乳制品工业协
会十年庆典暨第十一次年会正式开幕。全国
政协常委、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国际
乳联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潘蓓蕾副部长出席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雷额尔德尼副主席、自治区农牧厅陶克厅长、
呼和浩特市政府汤爱军市长、中共呼和浩特
市委郭健副书记、高炜明副市长出席会议并
讲话。

开幕式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综合业务部主任杨立宣读了关于授予呼和浩特市“中国乳业之都”的通知。经呼和浩特市政府提出申请，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委托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牵头组成考核组，根据《关于授予中国乳制品行业特色区域荣誉称号的行业规范》，
对呼市乳制品行业进行了考核。基本符合《规范》要求。经研究，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同意并正式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中国乳业之都”荣誉称号。潘蓓蕾副部长向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颁发“中国乳业之都”匾牌和荣誉证书。

会议还向荣获乳制品行业“优秀企业”的 21 家企业颁发了奖牌。开幕式结束后，宋昆冈理事长作了题为《中国
乳制品工业十年回顾与展望》的大会主题报告。8 月 28 日下午 3 时，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在内蒙古博物馆广场举行
了隆重的“中国乳都”标志性雕塑揭幕仪式。

会议同期举办第五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共有近 128 家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参加展出，展出展位近 300 个。
会后组织参会代表参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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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召开地方行业协会联席会

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组织的 2005 年乳品行业协会联席
会议于 1 月 19 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 13 个省市的乳品工业
协会、奶业协会、食品工业协会的 15位领导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上宋昆冈理事长向大家通报了 2004 年 1-11 月份乳制品
行业经济运行概况，宋理事长指出：今年我国乳制品行业的整
体运行仍然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预计全年乳制品产量增长幅
度在 30％左右，乳制品工业总产值增加幅度在 28％左右。但
产量、销售收入与利润、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不同步，
企业的盈利水平在下降，亏损面在扩大，国家应收的税金在减少。

盲目发展，重复建设，无序竞争，诚信缺失，产品质量安全等是行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 2005 年行业工
作的重点。

以后，每年的 3月份协会都要召开常务理事会暨地方行业协会联席会议。到目前，地方联席会已经召开了十次。

                2005 年乳制品行业销售收入前十位企业名单     单位：万元，吨

企业名称 销售收入 乳制品产量 其中：液体乳产量 乳粉产量 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

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76512 1316230 1246677 63797 22859 
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082495 1722766 1712513 9263 2616 

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45355 708915 630559 75846 43089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545407 772706 756454 16067 1053 
黑龙江完达山乳业有限公司 217653 245911 186110 59801 28583 
黑龙江乳业集团 211504 248097 206380 45217 14830 
济南佳宝乳业有限公司 190750 367609 287128 
西安银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6278 229613 199786 29827 9655 
山西古城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153437 237871 201157 36714 12551 
青岛圣元乳业有限公司 152107 56889 56889 36254 
英特儿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144052 19298 19298 19298 

2006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十二次年会在哈尔滨市召开

第十二次年会于 2006 年 8 月 20-22 日在哈尔滨市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全国乳制品行业的企业家、专家、教
授以及同乳制品行业密切相关的企业代表近 2000 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哈尔滨市政府王大伟副市长、澳大利亚驻华商
务公使何伟德先生、新西兰驻华大使包逸之先生、法国驻华使馆农业参赞雷海娜女士等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大会开幕式由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牟静君女士主持，宋昆冈理事长致辞并就本年度我国乳业发展的情况及问题作主
旨讲话。本次年会首次设立“技术大讲堂”，有 15 位中外专家作了技术报告。

本次年会还举办了第六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共有近 200 家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参加展出，展出面积 10000
平方米，展出展位近 400 个。

会议还组织乳制品企业的代表参观了双城雀巢公司。
本次会议得到了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和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雀巢（中国）有限公司、恒天然

（中国）有限公司、黑龙江龙丹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摇篮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大三源乳品机械有限公司对会议给予大力赞助和人力、物力的支持。

二、温家宝总理的梦

2006 年 4 月 23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位于重庆江北区鱼嘴的重庆光大奶牛科技园。温家宝一边查看着
800 多头奶牛的圈舍，一边听着介绍。得知该项目是目前重庆最大的奶源建设项目，丰产期每年将为重庆新增近 4 万
吨优质鲜奶，温家宝给予充分肯定。随后总理在纸上写下了“我有一个梦，让每个中国人，首先是孩子，每天能喝上
一斤奶”。并叮嘱企业负责人：“你们这是个‘梦工场’，要为圆这个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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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27 届 IDF 世界乳业大会在上海成功召开

由国际乳品联合会 (IDF)，IDF 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办，
上海奶协、光明乳业承办的第 27 届 IDF 世界乳业大会于
2006年 10月 20-23日在上海光大国际会展中心成功召开。
共有来自世界 60 个国家的近 1400 名代表参会，联合国粮
农组织 (FAO)、世界卫生组织 (WHO)、世界动物健康组织
(OIE)、国际法规组织 (CODEX) 等国际重要组织的官员以
及来自发展中国家和东南亚地区的乳业界人士也参加了本
次大会。如此多的国际组织和东南亚国家参与，这是 IDF
举办的历届世界乳业大会的第一次。这也是 IDF 世界乳业
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在亚洲地区举行。大会的顺利召开得
到了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奶业协会，国家乳业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此次大会围绕动物健康、牧场、原奶生产、卫生与安全及食品标准；乳品科学、技术和营养；乳品经济、贸易、
消费、营销及乳业发展三大主题，通过十个专题会议和六个研讨会在为期四天的大会中同时进行。其中许多课题都涉
及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乳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第27届 IDF世界乳业大会”热点之一的“全球乳业高层论坛”，
特别关注了乳业全球发展和乳业新兴国家的协作和机遇。大会内容广泛，涉及从牧场到餐桌整个乳业链的各个环节，
为与会代表提供适合不同人群的营养丰富的大餐。大会的课题设计是由国际乳品联合会选派的专家和 IDF 中国国家委
员会推荐的 2l 位行业专家在国际乳品联合会总秘书处的总体协调和指导下，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工作制定的。这些专家
来自世界各地，代表着世界各国的研究水准，为大会提供了丰富的乳业发展的前沿信息。在十个主题会议中有三个会
议是与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组织的，同时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动物健康组织的高层官员出席相关的会议并发言。
大会还邀请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做专题报告，进一步体现世界乳业大融合的主题。大会特别安排的青年科学家论坛，墙
报展等内容加强了各国青年科学家间的了解和对科研成果的技术交流，增进信息沟通，为他们尽快地融入到乳业大家
庭提供了平台。

大会期间，IDF 还将 IDF 奖颁发给了日本人 Shuichi Kaminogawa 教授，以表彰其在食品科学领域，尤其是营养
学方面所作的贡献。加拿大赢得了 2006 年度国际乳品促进奖 (IMP)，IDF 营销奖共分 3 项，其中中国的蒙牛乳业获得
IDF 营销奖新产品开发奖项，意大利Grana Padano 公司获得了营养营销奖项，澳大利亚的Dairy Farmers 获得了营
销沟通奖项。IDF 营销奖是今年第一次实行也是我国乳品企业第一次代表中国获此殊荣，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乳业
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2007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十三次年会在天津市召开

第十三次年会于 2007 年 8
月 22-24 日在天津市召开。本
次年会共有国内外企业家、专
家、学者近 2000 余人出席了会
议。年会还盛情邀请到国际乳
品联合会 (IDF) 技术总监、加
拿大奶农组织主席、日本全国
乳业协同组合连合会会长、韩
国乳加工协会副会长等国际同
行和驻华使节出席大会。

大会开幕式由协会常务副
理事长牟静君主持，宋昆冈理
事长致开幕辞并作了题为《提
升水平 规范竞争 推动乳业良
性发展》的报告。开幕式上，
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栋梁
代表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向大会致词，并介绍了天津市奶牛饲养业和乳制品工业发展的情况；国家发改委经济
运行局、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相关领导分别在开幕式上讲话。

本届年会举办了五场专题论坛，分别是：国际论坛、企业家论坛、新技术专场、电子商务专场和名家讲坛。大会
还宣读了“2007 年度乳制品行业科技进步奖”获奖名单，并对获奖的单位进行了表彰。年会期间举办了第七次“乳
品技术精品展示会”，展出面积为 1.2 万平方米，近 500 个展位，有近 200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集中展示了乳品机械设
备、包装材料及印刷、添加剂及配料、企业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接受乳制品行业的检验。第七次乳品技术精
品展示会还举办了“技术讲座”，共有来自国际和国内的乳品机械制造、配料、包装设备等行业的 19 家公司的 23 位
专家就包材印刷、配料添加和罐装等最新技术分别进行了讲座。

本次年会得到天津市经济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天津市食品工业协会和天津市乳品工业协会的大力支持；天津市
乳品食品监测中心和天津海河乳业有限公司鼎力协助。

二、协会组团参加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

由法国爱博展览集团与（中国）商业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SAIL China）在上海浦东
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率领国内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参加了此次展会。本次展览会是乳业界
首次参与国际性展览，对国内企业汲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很大的帮助。至今协会已参与了八届，参加企业近
8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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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四次年会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四次年会，于 2008 年 8 月 31 日 -9 月 2 日在河南郑州市国
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全国乳制品行业的企业家、专家、教授以及同乳制品行业密切相关的企业代表近 2000 人
出席了会议。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春生代表省政府向大会致辞；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魏人威、新西兰驻
华大使包逸之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副总领事芮济圣也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在开
幕式上作了题为《增加理性 减少内耗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主题报告。

今年大会交流分为三个主题：企业家论坛、世界乳业专场和技术创新专场。无论是企业家论坛上企业家们对行业
观点的阐述，还是技术专场上最新技术的发布，都吸引了众多参会代表前去观听。

会议同期举办了第八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本次展示会共有 151 家企业参展，展出面积 1.2 万平方米，展
出展位 450 个。

8月 31日，协会召开了理事会议，企业会员代表、理事、常务理事及副理事长在内的共计 190余人参加了会议。
根据协会章程，协会第三届理事会进行换届，经过大会举手表决，会议选举宋昆冈为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四届理事
会理事长，牟静君当选常务副理事长，刘美菊当选秘书长。有 47名企业家当选为理事，74名企业家当选为常务理事，
副理事长 18 名。

本次年会得到河南三鹿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三鹿集团（新乡）乳业有限公司和河南三色鸽乳业有限公司等企业
的赞助和支持。

二、三聚氰胺事件暴发

2008 年 9 月，媒体报道甘肃等地陆续报告多起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而导致这些婴幼儿患病的主要原因是
患儿服用了含三聚氰胺的奶粉。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I级响应。
一是成立由卫生部牵头、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和地方参加的联合调查小组；二是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对患病婴幼儿实
行免费救治，所需费用由财政部承担；三是全面开展奶粉市场治理整顿，由质检总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对市场上所有
婴幼儿奶粉进行全面检查，对不合格奶粉立即实施下架；四是尽快查明婴幼儿奶粉污染原因；五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
严肃处理违法犯罪分子和相关责任人。

全国目前共有 175 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其中 66 家企业已停止生产婴幼儿奶粉。此次专项检查对其余 109 家

企业进行了排查，共检验了这些企业的 491 批次产品。专项检查显示，有 22家企业 69批次产品检出了三聚氰胺。在
检出三聚氰胺的产品中，石家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很高，其中最高的达 2563mg/kg，其他在 0.09-
619mg/kg 之间。为了保证乳制品的安全，对检出存在三聚氰胺的 69 批次产品，立即下架、封存、召回、销毁，对
所有乳制品生产企业质检部门派员驻厂监管，对进厂原料奶和各生产环节进行严格监督检查，对出厂成品进行批批严
格检验，确保这次专项检查后生产的乳制品质量安全。

9月 23 日，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倡导下，316 家乳制品工商企业发表了质量诚信宣言，
承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自觉执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营造一个干干净净的乳制品市场。乳制品产销企业承诺：
视质量为生命、以诚信为根本，切实承担起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使命，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加强乳制品供应
链安全管理，做好产销衔接，建立快速通道，减少中间环节，共享产销信息，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共同保障消费者的
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乳制品流通企业承诺：(一 )严控进货关，所有乳制品从整顿规范合格的乳制品生产企业进货，
严格检验产品合格证书，并实现全程追溯。( 二 ) 严堵不合格乳制品，一旦发现，立即全部下架。设立乳制品退货窗
口，按原销售价格退货。(三 )确保市场供应，积极组织货源，扩大采购，妥善安排调运，对未检出三聚氰胺的乳制品，
开辟销售专区、专柜，不随意涨价。(四 )宣传普及乳制品安全知识，在销售场所及时公示合格及不合格乳制品的品牌、
批次、价格和检测结果等信息。

截至 11 月 27 日 8 时，全国因三聚氰胺事件累计筛查婴幼儿 2238．4 万人次；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
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 29．4 万人；累计住院患儿 51900 人；累计出院 51039 人。现住院患
儿 861 人，累计收治重症患儿 154 例。 在此期间，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的回顾性调查死亡病例共 11例，江西省、
浙江省、贵州省、陕西省各 1 例、甘肃省 2 例的死亡病例不能排除与食用问题奶粉有关。山西省、江苏省、广东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各 1例已排除与食用问题奶粉致泌尿系统结石、肾功能衰竭有关。

2009年1月22日，三鹿系列刑事案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无极县人民法院等4个基层法院一审宣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被告人、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犯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2468.7411 万元。

从 2008 年开始，协会本着为政府分忧、为企业解难，承担了 30 万问题奶粉患儿的赔付工作，历经六年多时间 
，覆盖 32 个省，涉及金额 11 亿。协会为赔偿资金设立了专用账户，建立患儿赔偿信息库。到 2014 年 7 月底，完成
了前期赔付的阶段性工作。协会仍承担继续保管患儿的信息资料，负责医疗费赔付的信息档案的保存和查询工作。

三、国务院发布《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为了加强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保证乳品质量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奶业健康发展，国务
院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于2008年 10月 9日发布《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536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条例共包含八章64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奶畜养殖，第三章生鲜乳收购，第四章乳制品生产，第五章乳制品销售，
第六章监督检查，第七章法律责任，第八章附则。

四、《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发布实施

为加强对乳制品工业管理，从宏观上统一规划和科学引导乳制品工业的健康发展，确保国家食物安全，根据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乳制品工业的实际情况并结合相关法规，2008 年 5 月 29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发布《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 （2008 年第 35 号）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乳制品工业是我国奶业进入新阶段后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发展乳制品工业，对于丰富城乡市场、改善城乡居民
膳食结构、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以及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大推动作用。
但是，近几年来乳制品工业中产业布局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加工企业与奶农关系不协调等问题突显，影响了乳制
品工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通过政策的制定，以确保行业有序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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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26 日，国家工信部和发展改会同有关部门对原《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乳制品加工行业准入条
件》进行了整合修订，将《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2009 年修订）》（工联产业 [2009] 第 48 号）重新发布。

  

2009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十五次年会在江苏南京市召开

第十五次年会于 2009 年 8 月 21-23 日在江苏南京市召开。全国乳制品行业的企业家、专家、教授、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各省、市、自治区乳制品工业 ( 奶业 ) 协会以及相关行业的企业代表共千余人出席这次盛会。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张莉、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许科敏、科技司副司长沙南生和南京市政府副市长陈
维健等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吴麦克先生、新西兰驻华大使伍开文先生、澳大利
亚驻中国总领事芮济圣先生、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朱阳先生等贵宾专程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致辞；大会开幕式由协会秘书长刘美菊主持，常务副理事长牟静君致开幕辞，理事长宋昆冈作了题为《实践科学发展观，
建设和谐乳业》的主题报告。

年会期间，分别举行了“自律、和谐、科学发展企业家辩论会”、“国际乳业市场及新科技发展趋势”、“市场
经济立交桥”和“质量安全宣贯大讲堂”四个专场论坛，各论坛分别围绕不同的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家、专家
等作了精彩的发言。会议同期举办第九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展出面积 10000 多平方米，展位 400 多个，包
括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俄罗斯等国和国内近 200 家知名企业展出了他们的产品。

8 月 21 日下午，第四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理事长宋昆冈作 2009 年度协会工作报告；常务副理事长牟静君
报告 2009 年协会财务费用支出情况和第 15 次年会准备工作及会议安排。

本次年会得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南京市农林局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的鼎力协办及内蒙古伊
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丹尼斯克（中国）有限公司、仅一包装设备有限公司、嘉吉烯王生物工程（武汉）有限公
司和恒天然商贸（上海）有限公司的友情赞助。

2010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十六次年会在银川市召开

第十六次年会于2010年8月20-22日在银川市召开。来自全国乳制品行业的企业家、专家、教授、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销售人员、各省、市、自治区乳制品工业（奶业）协会以及同乳制品加工密切的相关行业代表近3000人出席了这次盛会。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这也是部级领导第一次参加年会。出席
年会的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郝林海、宁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张存平以及自治区和银川市有关负责人；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农业参赞辛思凱、新西兰驻华使馆大使伍开文、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孟哲伦、
国际乳品联合会（IDF）总干事罗伯特等贵宾专程前来出席开幕式并致贺辞；大会开幕式由协会秘书长刘美菊主持，
常务副理事长牟静君致开幕辞，工信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乳制
品工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讲话；宁夏自治区副主席郝林海代表政府致欢迎辞；宋昆冈理事长作题为《转变发展模式  
实施升级改造  提升行业整体素质》主题报告。在开幕式上，协会对 9 家获得“2009 年度绩效良好企业奖”的企业
进行了表彰。

年会期间，协会举行了“企业文化论坛”、“市场与发展论坛”、“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报告”、“原料奶、牧

场建设论坛”和“标准法规大讲堂”五个专场论坛，各论坛分别围绕不同的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家、专家等作
了精彩的演讲。

第十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同期举行，本次展会展出面积13000多平方米，展位近500余个，包括来自美国、
英国、德国、丹麦，荷兰等国和国内近200家知名机械设备、包装材料、印刷、乳制品生产配料及添加剂等企业参加展出。

为了鼓励和表彰乳品相关企业，协会今年特别设“服务优秀企业”奖和“自主创新产品”奖。经过企业自愿申请、
协会组织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有 8 家企业获得“服务优秀企业”奖，获得“自主创新产品”奖的有 4 家企业。会议
期间还召开了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本次年会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银川市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与信息化
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宁夏回族自治区轻纺工业局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恒天然商贸（上海）有限公司、旺旺集团、宁夏红果乳业有限公司、宁夏塞尚乳业集团金河乳业有限公司、宁夏塞尚乳
业集团北方乳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友情赞助。

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

为切实加强乳品质量安全工作，严格乳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升乳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国务
院办公厅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质是安全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0]42 号），此通知包
括六部分内容，一是严把生产经营许可关；二是强化检验检测和监测评估；三是完善乳品追溯制度；四是强化婴幼儿
配方乳粉监管；五是加大对非法生产经营乳品行为的打击惩处力度；六是严格落实乳品质量安全各方责任。

三、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发布

为保证人民健康，落实法律、法规中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促进我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卫生部会同农业部、
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奶业协会等单位组建了乳品安全标准工作协调小组和专家组，开展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工作。
协调小组负责议定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专家组负责提出乳品安全标准，此外还设立了秘书处，负责工作中的具体组织
协调、相关的日常工作及标准的编纂等。

此次工作的重点是解决现行乳品国家及行业强制性标准、配套检测方法、生产经营相关规定以及正在制修定过程
中的乳品标准间的交叉、重复、矛盾等问题。

2010 年 1 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了 66 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包括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
测方法标准三大类，其中产品标准 15项，生产规范 2项，检测方法 49项。2010 年 3月 26 日，卫生部批准发布了首
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乳品安全国家标准。

四、工信部正式开始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建设评价工作

2010年 12月 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
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1 0部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见》
发布暨试点启动仪式，它标志着全面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代表国务院 10 部委发布《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见》，宣布在黑龙
江省乳制品行业、河南省肉类加工行业启动企业试点工作。

2011 年 9 月 13 日，工信部印发《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评价机构工作规则（试行）》和委托评价机构（第
一批）单位名单的通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被批准成为第一批评价机构。从协会取得诚信管理体系认证资格以来，
协会先后在新疆、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对 200 余家企业进行了培训，有 300 多人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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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的开展诚信管理体系评价工作，2012 年协会派 6 名人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期评价人员培训班并全
部取得了证书。为了壮大诚信管理体系评价人员的队伍，从而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又先后派出 6 名人员参加了 2013
年 6 月份在哈尔滨举办的第二期和 11 月份在成都举办的第三期评价人员培训班，全部获得了诚信管理体系评价资格
证书。截止到目前，协会共有 12 人具备了评价资格。

截止到目前，共有 56 家企业获得了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颁发的诚信管理体系证书。另外，对 48 家企业已经进
行了第一次的监督审核，15 家企业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的监督审核。

五、组织企业参加中国（北京）国际妇女儿童产业博览会

为提高广大消费者对乳制品营养知识的认知度，恢复消费者信心。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和北京
市妇女联合会主办，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协办的第二届中国（北京）妇女儿童产业博览会于 2010 年 7 月 29 日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开幕。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率 22 家中外知名乳品企业统一亮相此次博览会。这 22 家企业是国内
外知名品牌企业的代表，是我们行业讲诚信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他们严格检测、狠抓质量，从奶源基
地建设到消费者餐桌的整条产业链上确保产品质量安全。本次展会上，各企业带来了他们通过科技创新研制的新产品
及传统产品，为北京的妇女儿童带来了一份责任和关怀，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协会每年都会率领企业参加此博览会，至今参加了五届，组织约 130 家企业参加，通过与消费者、特别是广大妇
女儿童的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宣传了行业的健康积极面貌，提升了企业自身的形象，推广了企业的产品，各参展企业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展会期间，协会组织了“少儿暑期乳业游幸运观众”抽奖活动，被抽众的小朋友可以在家长的陪伴下前往企业进
行参观，每年抽取 40 名幸运儿童，至今已有 160 个家庭分别前往企业进行了参观。

六、“性早熟”事件

2010 年 8 月 5 日，武汉三名女婴疑似因食用圣元奶粉后出现性早熟，乳房开始发育，雌激素水平竟已达到成年
女性的水平。在经过医院的一番诊疗之后，家长质疑，三人长期食用的同一品牌奶粉就是罪魁祸首。而在此事件曝光后,
江西、山东、广东也爆出 3起类似病例。

事件发生后，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 下称“圣元公司”) 就此事做出声明：作为中国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著名品
牌公司，圣元公司首先对关注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关注中国婴幼儿身体健康的媒体记者朋友们表示感谢。对于最
近某些媒体关于婴幼儿“性早熟”的报道，我们在此郑重声明圣元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是安全的，不存在添加任何“激
素”等违规物质的行为。

针对媒体报道有婴幼儿因食用圣元乳粉导致性早熟的情况，卫生部委托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院等检测机构，采用国际通行的检测方法（《动物源食品中激素多残留检测方法液相色谱 - 质谱 - 质谱法》GB/
T21981-2008），对乳粉中雌激素和孕激素含量进行了平行检测。圣元乳粉样品来自湖北省患儿家中剩余乳粉，以及
湖北武汉和北京市场销售的优博、优聪样品，共计 42 份样品。还抽取了国内外其他 14 家企业的 20 个品牌产品，共
31 份样品。

检测结果表明，42份圣元乳粉中未检出己烯雌酚和醋酸甲孕酮等禁用的外源性性激素，内源性雌激素（17β-雌
二醇和雌酮）和内源性孕激素（孕酮和 17α- 羟孕酮）的检出值分别为 0.2-2.3μg/kg 和 13-72μg /kg，其中患儿
家中存留样品雌激素和孕激素检出值分别为 0.5μg/kg 和 33μg/kg。检测结果符合国内外文献报道的含量范围。

湖北省对 3 例疑因食用乳粉致性早熟的病例经再次会诊和回访，并检测激素水平、骨龄等项目，未发现患儿生长
发育明显加速，仅能判断为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为临床常见病例。此外，卫生部向部分国内儿童专科医疗机构调取的
就诊资料显示，近年临床就诊的儿童性早熟病例数未见异常升高趋势，就诊的假性性早熟儿童中，纯母乳喂养和人工

喂养的比例基本相当。
综合以上检测结果、临床会诊意见及专家组评估，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认为：湖北 3 例婴幼儿单纯性乳房早

发育与食用圣元优博婴幼儿乳粉没有关联 , 目前市场上抽检的圣元乳粉和其他婴幼儿乳粉激素含量没有异常。

                2010 年乳制品行业销售收入前十位企业名单     单位：万元，吨

企业名称 销售收入 乳制品产量 其中：液体乳产量 乳粉产量 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026542 2995362 2988979 5817 4541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966499 2283475 2198551 80756 53442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957211 799616 778442 16457 4730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448641 39419 0 39419 35936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400000 43643 0 42250 20340 
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
限公司

381592 30700 0 30700 30700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

377190 409427 315661 93766 32847 

西安银桥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279189 458789 418140 40649 17279 

黑龙江摇篮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

260791 89274 0 89274 73371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57227 361095 343891 10099 0 

2011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十七次年会在四川成都市召开

第十七次年会于2011年8月19-21日在四川成都市召开。来自全国乳制品行业的企业家、专家、教授、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各省、市、自治区乳制品工业（奶业）协会以及同乳制品加工密切的相关行业代表近 3000 人
出席了这次盛会。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出席年会的还有四
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成云并作了重要讲话；新西兰驻华使馆大使伍开文、爱尔兰驻华使馆一等秘书雷娜女士、澳大
利亚乳品局总裁伊恩等贵宾专程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辞；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宋昆冈理事长作题为
《整改后的中国乳制品工业》主题报告。

年会期间，协会举行了“乳品企业管理与文化理念创新”、“乳品国内外市场与发展趋势论坛”、“乳品加工技术、
工艺和产品创新论坛”二场和“检测技术专场”共五个专场论坛，各论坛分别围绕不同的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家、
专家等作了精彩的演讲。

第十一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同期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展示会共有约 200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
参加展出，展出面积 1.5 万平方米，展出展位 513 个。其规模创该展示会历史新高。

2011 年 8 月 19 日下午，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成都世纪城天堂洲际大饭店
娇子国际会议中心金芙蓉厅准时召开。会议由协会理事长宋昆冈主持。秘书长刘美菊作 2011 年度协会工作报告及下
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宋昆冈理事长分析了行业的形势、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对问题奶粉患儿赔偿工作的进展情
况向会员代表作了阐述；常务副理事长牟静君还报告了 2011 年协会会费收支情况和第十七次年会及第十一次乳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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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精品展示会的筹备和会议安排情况。
本次年会得到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畜牧食品局、四川省食品工业协会、成都市农委、成都市博览局的大力支持，

也得到了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四川菊乐食品有限公司、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恒天然商贸（上海）有限公
司等企业的友情赞助。新华网对大会全程给予了现场直播。

二、主流品牌婴幼儿配方乳粉“月月抽检”工作

为了提振消费者的信心，提升国产婴幼儿乳粉质量安全水平，协会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开始，委托第三方检验
机构——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对市场上销售的主流品牌婴幼儿配方乳粉进行质量调查抽检。抽检是由企
业申请，协会审定，市场占有率大、至少在三个省会一级城市有销售的品牌。抽检样品，由检验单位在市场随机抽样，
每月抽检一次。抽检的指标包括：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指标，真菌毒素、微生物指标，微量成分指标，非食用物质
风险监测指标等多项。抽检结果，通过各大网站或纸媒及时地通报给消费者。参加“月月抽检”本身，就是企业对自
己产品质量的自信。到目前为止，共有 27 家企业参加了“月月抽检”活动。

这些企业是：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奶粉事业部；西安银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晨冠乳业有限公司；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哈尔滨太子乳品工业有限公司；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
明一国际营养品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雅士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光明松鹤乳品有限
责任公司；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施恩（中国）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黑龙江
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欧世蒙牛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辉山乳
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美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大庆乳品厂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龙丹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甘肃临夏州燎原乳业有限公司；陕西红星乳业有限公司；广州市合生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多加多乳业（天津）有限公司；美可高特（中国）羊乳有限公司。

2012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十八次年会暨第五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第十八次年会于 2012 年 8 月 24-26 日在浙江杭州市召开。来自国内外乳业专家、企业家、供应商、以及媒体等
相关人员共 3000 余名代表参加
了这一行业盛会。工业和信息化
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
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会长步正发等领导出
席了大会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
还有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大使
贾高博、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
农业参赞辛思凱、新西兰驻华使
馆农业参赞康宁博士、澳大利亚
乳业局董事局主席麦克斯·罗伯
茨先生和国际乳品联合会技术
总监乔治先生。杭州娃哈哈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代表东

道主向大会致欢迎辞。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宋昆冈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乳业新思路》的报告。
年会期间，举办了“中国乳业经济发展论坛”、“国际乳品新技术新资源及市场发展趋势论坛”、“全球婴幼儿

配方粉科学与营养发展论坛”以及“国际乳品质量安全检测新技术论坛”，受到参会代表的极大关注。
年会期间还成功举办了第十二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此次展示会共吸引近2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加展出，

其中内资企业 160 余家，外资企业 30 家，展出面积 1.2 万平方米，展出展位 500 多个。
2012 年 8 月 24 日下午，召开了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四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步正发

出席了本次会议并讲话。根据协会章程，本次会员代表大会要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成员。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副会长陶小年宣布了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推荐名单。会员代表以等额投票选举方式选出了新
一届协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员部主任吴秋林同志当选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宋昆冈、
牟静君为名誉理事长，刘美菊同志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选举产生 24 位副理事长，74 位常务理事，45 位理事。

本次年会还评选出了四个奖项，即优秀新产品奖、技术创新奖、服务优秀企业奖和绩效良好企业奖。
大会得到了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希望双峰乳业有限公司、杭州中

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富仕兰康必奶食品配料（北京）有限公司、新西兰恒天然合作集团和杭州浙大优创科技有限公
司的友情赞助。

二、工业明胶事件

4 月初，一则“老酸奶使用工业明胶”的消息忽然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称老酸奶和果冻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工
业明胶，并且这些工业明胶多为被丢弃的破烂皮革制成。此消息一出，对酸奶市场造成严重影响，销售量急剧下降。

4 月 10 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针对网上热炒的老酸奶加工食用明胶问题，回答中国经济网记者
采访，发表了三点声明：

一是，根据卫生部 2011 年颁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风味发酵乳可以按照生产需求适量添加食用明胶；
食用明胶是用鲜动物皮和骨头熬制的胶体，是属于蛋白物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胶原蛋白。添加到风味酸奶中不仅可
以改善酸奶的组织状态和口感，且具有一定的营养 ;

二是，工业明胶不同于食用明胶，在酸奶中添加工业明胶属于违法行为，应予以严惩 ;
三是，凡是奉公守法有职业道德的乳品企业生产的老酸奶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这些企业是不会使用工业

明胶的。
4月 19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出《关于对非法使用工业明胶加工食品彻查严打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

各地质监部门在前一阶段工作基础上，立即组织开展对使用工业明胶加工食品违法行为的彻查严打行动，对所有明胶生
产企业和使用明胶的食品生产企业一个不漏地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依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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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十九次年会在福建福州市召开

第十九次年会于

2013 年 9 月 13-15

日在福建福州市召

开。来自中外乳业及

相关行业的企业家、

专家、经济学家以

及参展商和代表约

4000人参加了盛会。

会议以“安全、责任、

信誉”为主题，全面

分析了国内外乳制

品行业的发展形势，

总结了一年来行业

在艰难的发展环境

下所取得的成绩，探

讨了严格全产业链

控制以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措施。工信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国家食药总局食监一司司长马纯良出席了大会

开幕式并讲话；国家卫计委的有关领导出席了大会开幕式；福建省经贸委巡视员胡渡南代表省政府向大会致辞；澳大

利亚驻华大使孙安芳女士、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辛思凯先生和美国乳品出口协会总裁汤姆·苏博先生以及澳大利

亚乳业局董事局主席麦克斯·罗伯茨先生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并致贺辞。福建省经贸委党组书记、主任钟安平、福州市

副市长陈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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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国际营养品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光耀代表东道主致欢迎词。

大会由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主持，名誉理事长牟静君致开幕词，宋昆冈就行业发展态势以及下一步行业工作

重点作了主题报告。

本次年会期间的论坛专场包括：“中国乳业经济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全球乳业市场、新资源及技术发展论坛

（上、下）”、“婴儿配方粉科学与法规标准国际论坛（上、下）”、“化验室传统与快速检测技术讲座”以及“GEA

乳制品技术研讨会”。 

9 月 13 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了第十三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此次展示会共吸引近 200 家国

内外知名企业参加展出，其中内资企业 160 余家，外资企业 30 家，展出面积 1.1 万平方米，展出展位 500 多个。

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应东道主明一国际营养品集团有限公司邀请前往公司驻地进行参观交流，近距离的了解了

明一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

本次年会得到了福州明一国际营养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晨冠乳业有限公司、恒天然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富

仕兰康必奶食品配料（北京）有限公司、嘉必优生物工程（武汉）有限公司、汕头市宝商贸易有限公司的友情赞助。

二、协会发布国产婴幼儿配方乳

粉新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作为婴幼儿

主食品，质量安全关系下一代健

康成长，关系千千万万家庭的幸

福和社会和谐稳定。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婴幼儿配方乳粉行

业的健康发展，今年5月31日，

李克强总理专门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

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

明确要求，要把提升婴幼儿配方

乳粉质量安全水平作为突破口，

把优质国产品牌树起来，把消费者的信心提起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对保障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和提振社会

消费信心作出了一系列工作部署。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积极响应，认真贯彻落实，许多企业在奶源基地建设、产品质

量检测评价、新产品开发和销售渠道开拓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应企业的要求，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于 2013 年 9 月 28 日、2014 年 1 月 22 日、6 月 13 日分三批发布了 19 家

企业的新品。他分别是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粮旗下的蒙牛雅士利、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明一国际营养品集团有限公司、西藏高原之宝牦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银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晨冠乳业有限公司、辽宁辉山乳

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百跃乳业有限公司、雀巢（中国）有限公司、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乳业集团、江西美

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太子乳品工业有限公司、黑龙江省龙丹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

公司。

主流品牌企业向社会发表了承诺宣言，表示：一定会高标准、严要求，严把原料关、生产关、检验关、市场关，

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三、奶源基地建设委员会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为了促进国内奶源基地建设的规模增长和水平提高，促进乳制品原料的质量和安全的提升，保证行业的健康发展，

11月 15～ 16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在沈阳召开了奶源基地建设委员会工作会议。来自全国乳制品加工企业、奶牛

养殖企业、牧场设计建造相关企业、畜牧业专家等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辉山乳业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执行董事徐广义对辉山乳业的发展模式和辉山乳业在发展中积累的经验向

与会代表进行了介绍。辉山集团采用“从田间到餐桌”业务模式，包括了饲料种植和加工，奶牛饲养和原料奶生产，液态奶、

奶粉和乳品原料加工等多个环节，涉及到乳制品从原料到成品的整个产业链条。对于奶源基地建设，徐广义建议企业要

事前进行科学决策，做到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周边最好有足够规模的种植用土，保证牧场的饲料供应；企业要重视相

关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要重视优质奶牛的引进；要特别关注牧场建设中环境保护的要求。

会议还组织参会人员对辉山的奶牛养殖场和奶粉加工厂进行了参观。

通过本次会议，参会人员对奶源基地建设的迫切要求及发展趋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本次会议及奶源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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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
限公司

553043 40429 0 40429 36515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462300 51404 4681 46723 31617 
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 376776 329698 327467 2231 0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74505 382392 356614 9162 4721 

 

2014 年

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次年会在上海市召开

第 二 十 次 年 会 于
2014 年 8 月 22-24 日在
上海市召开。来自中外乳
业及相关行业的企业家、
专家、经济学家以及参展
商和代表约 4000 人参加
了盛会。工信部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朱宏任、国家食
药总局食监一司司长马纯
良、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
品司司长王黎明出席了大
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
话。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徐逸波代表市政府向大会
致辞；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孙芳安女士、以色列大使
马腾先生以及法国驻沪总领事卢力捷先生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并致贺辞。

本次年会组织了四个专题论坛“全球乳业CEO论坛”、“知识经济时代乳业技术发展论坛（上、下）”、“国际
婴幼儿营养与食品科技论坛（上、下）”、“奶源基地建设专题论坛”。每个论坛现场都是人员暴满，来自行业中不同
专业的代表都在不同的论坛中找到了自己关注的内容。

8月 22日，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西馆成功举办了第十四次乳品技术精品展示会，此次展示会共吸引 200多家国内
外知名企业参加展出，其中内资企业 177家，外资企业 47家，展出面积 1.5 万平方米，展出展位 600多个，创行业展
会新高。

8月 22日下午，应本次大会参会代表的需求，东道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热情地敞开大门，安排近 500名代表
前往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参观。通过参观，代表们实地领略了全球最大液体乳加工厂（日处理鲜奶 2600吨），体验
到了光明乳业发展气势，了解了光明乳业的先进管理经验、领略了光明乳业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特别是在产品质量
控制中一丝不荀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本次年会得到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晨冠乳业有限公司、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上海普丽盛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恒天然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嘉必优生物工程（武汉）有限公司的友情赞助。

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将会对国内奶源基地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相信经过数年的努力，奶源基本自给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四、“反式脂肪酸”事件

2013年 7月 8日，香港南华早报刊登题为“内地婴儿奶粉含反式脂肪”的文章，并称“反式脂肪可以导致心脏病，

婴儿不宜饮用”。爆炸性新闻一经发布即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再度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恐慌。协会理事长宋昆冈及时发表

文章，对反式脂肪酸问题进行澄清和辟谣。

反式脂肪酸（TFA）是碳链上含有一个或以上非共轭反式双健的单不饱和及多不饱和脂肪酸及所有异构的总称，是

人体非必需脂肪酸。食品中的TFA有天然和加工两种来源。TFA天然存在于反刍动物（牛、羊）脂肪、乳及乳制品中。

加工来源包括油脂部分氢化（部分氢化植物油）和油脂精炼脱臭（精炼烹调用油）。

反式脂肪酸是哺乳动物乳汁中的固有成分，是大自然选择的结果。科学界认为，对于食物中的天然反式脂肪酸，尚

没有资料证明其对健康有不利影响，一些研究显示，天然反式脂肪酸可能对人体健康有益处。

为此，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婴儿配方食品》标准（CODEX STAN 72-1981 中 3.1.3）条款规定，“反式脂肪

酸的含量不应超过总脂肪酸的3% 。反式脂肪酸是乳脂肪的内在成分。”2010年颁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

食品（GB10765-2010）》4.3.3 条款规定，“反式脂肪酸最高含量＜总脂肪酸的3%”。

按照婴儿配方乳粉生鲜乳使用量计算，所报道的三个品牌婴儿奶粉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不仅都在本底含量范围之内，

而且也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要求。乳本身含有反式脂肪酸，只要在正常范围之内，产品就是安全的，就是好的。

五、中爱乳品企业培训班

2013 年 3月 13 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女士与爱尔兰食品局亚洲区总监 James O 

Donnell 先生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通过与爱尔兰食品局开展一系列项目进一步加深良好的合作关系。爱尔兰教育与技

术部长RuairiQuinnT.D. 先生、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牟静君女士、爱尔兰驻华大使Declan Kellerher 先生、

爱尔兰乳品局中国区代表郝宇先生共同见证了此项活动。

同年 9月 22-29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与爱尔兰农业部食品局首次联合举办了“第一期中爱乳品企业培训班”,

以后隔年举办一次。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参观考察了爱尔兰工厂和牧场；与当地乳企、原料供应商交流两国的乳业发展形

势和市场状况等。目前已经举办了两期，共培训大中小型乳品加工企业、贸易公司人员39人。

                2013 年乳制品行业销售收入前十位企业名单     单位：万元，吨

企业名称 销售收入 乳制品产量 其中：液体乳产量 乳粉产量 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777887 3810023 3722326 87230 48494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185784 3704680 3694513 9475 4676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572629 936846 924834 10226 3734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700812 226911 34928 82817 13762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

677383 419890 339232 80658 34857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611712 58967 0 58967 5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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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风采

二、伊利、蒙牛分别进入全球乳业 10 强和 11 强

根据 IDF 世界乳业公报的数据显示，2012 年，伊利销售收入为 67 亿美元，进入全球乳业 12 强；蒙牛的销售收
入为 57 亿美元，进入全球乳业 15 强。到 2013 年，伊利销售收入为 78 亿美元，进入全球乳业 10 强；蒙牛的销售收
入为 71 亿美元，进入全球乳业 11 强。
                2014 年乳制品行业销售收入前十位企业名单     单位：万元，吨

企业名称 销售收入 乳制品产量 其中：液体乳产量 乳粉产量 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443643 4314475 4226255 85891 45995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5004924 3760823 3750502 9618 4746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760 1141103 1130467 8015 1485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720409 238836 41416 85064 14587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

601257 397818 321843 75975 34912 

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
限公司

552464 40933 0 40933 35936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504878 51169 0 51169 49777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501275 61152 4022 57129 50292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450230 403776 365925 18744 7745 

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412827 28609 0 28609 2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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