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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四： 

跨界融合推动中国食品工业创新升级 

——第二届中国食品工业互联网峰会现场回顾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从“中国制造 2025”到“互联网+传统产业”，作为

国家食品安全和保障民生的重要行业，食品工业的创新转型发展成为当前行业最为重要的课题。 

为了更好的引导食品工业企业加强智能装备、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在研发、生产、管理、营销和物流等业务的应用，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食品安全质

量追溯、社会化营销等新模式、新业态，助力食品企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推动中国食品工业的创新升级，

2017 年 9 月 13 日-17 日在湖南长沙举办第二届中国食品工业互联网峰会。 

作为中国食品工业行业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峰会由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主办，由中国食品工

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中国）食品安全技术装备专业委员会、168 大数据企业家联盟、湖南省商务厅商务展

览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院等单位联合承办，已经成为业界人士了解中国食品工业未来发展方向

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第二届中国食品工业互联网峰会 

 

此次峰会汇聚了加多宝、汇源果汁、三元食品、燕京啤酒、青岛啤酒、正大食品、新希望乳业、皇氏乳

业、汤臣倍健、加加食品等一线食品保健品企业，杭州永创、杭州中亚、普丽盛、山东碧海、晓进机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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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百冠、天宇伟业、粤东机械等食品装备企业，施耐德、欧姆龙、库卡机器人、贝加菜等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提供商，爱创、中商、奥威、数聚、立高、弥特、星图数据等大数据与食品安全服务商，北自所、唯智科技、

今天国际等供应链企业，西安交通大学、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农产品加工所等科研机构等参加本

届大会。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理事长楚玉峰出席峰会并致辞。从食品行业、工业技术、大数据等多角度，

就互联网大数据的新形势下如何推动食品工业行业加速变革发展，中国食品工业如何把握行业机遇、转型发

展进行深入探讨。楚玉峰指出，随着硬件装备水平的不断提升，食品工业的智能生产也迫切需要硬件装备和

软件信息更加深度的融合来提升整厂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水平。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理事长楚玉峰致辞 

 

工信部智能制造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屈贤明做了关于中国食品工业智能制造路径探析的主题报告，从

行业发展实践的角度指出了我国食品工业如何践行智能制造，给与会者带来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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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智能制造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屈贤明发表主题演讲：中国食品工业智能制造路径探析 

 

SAP、联想、京东、华为：用大数据推动食品企业转型升级 

本届大会汇聚了一大批专家学者， SAP 中国区副总裁及行业价值工程部总经理荆伟、联想集团大数据

高级总监兼首席方案架构师温天宁、京东云战略规划总监高昂、华为云 BU 生态解决方案总监蒋国文等在内

的多名国内企业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发表演讲，共同探讨如何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新形势下推动食品工业把握

行业机遇和转型发展。 

在主题演讲环节，SAP 中国区副总裁及行业价值工程部总经理荆伟发表了主题演讲——管理与技术创新，

成就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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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中国区副总裁及行业价值工程部总经理荆伟发表主题演讲：管理与技术创新 成就大消费 

 

荆伟首先分析了中国消费习惯趋势分析，总结了当前国人消费习惯趋势 6 大特点：追求方便、关注健康、

追求个性化、为品质买单、接受新事物、关注服务和体验等。这些消费习惯使得食品行业向高端化、健康化

发展，新品替换速度也越来越快。 

荆伟指出，企业为适应这种消费趋势，也需要进行一些转型和变革，来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是

终端和门店数字化转型，其次是渠道数字化转型，最后是设备、包材企业的模式转型与智能化。 

终端和门店数字化转型要求实现从“货”到“人”，需要用消费需求来驱动零售管理新趋势。企业要重

视个体属性、消费属性、社交属性、团体属性、周期属性等 5 个消费者属性。进行消费者、商品与门店的融

合；营销、活动与执行的融合；员工、消费者与互动的融合；实体、数字与体验的融合等四项融合。进行线

下、线上与服务统一；商品引入、销售与敏捷供应的统一；消费者、商品与服务体验的统一等三项统一。最

后通过统一的业务管理和数据管理平台建立产品、门店、消费者的标签属性匹配体系，展开与消费者的有效

互动，用大数据驱动消费者的人群迁移和消费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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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中国区副总裁及行业价值工程部总经理荆伟发表主题演讲：管理与技术创新 成就大消费 

 

渠道数字化转型，要求消费品行业进行从”以产品中心”到”以客户和品牌中心”的转型，进一步了解

消费者、消费习惯、消费时间、消费周期，重点开发符合消费需求的新产品、大单品。在模式上，进行渠道

经销、团购、定制、粉丝运营、线上 B2C 等，围绕着消费者进行产品创新和渠道创新，基于市场、地域和

消费人群进行品牌策略、价格策略、地域策略、渠道伙伴策略。 

上游的设备与包材的模式转型，由食品行业的模式驱动，要求上游供应商必须从专注于产品的销售向专

注于为客户创造业务价值的顾问式销售模式转型。目标在于通过有效的销售领导形成持续健康的销售管道，

从等待销售结果转变为管理销售绩效。最终实现互连互通的智能制造，生产系统能实时与各业务环节协调。 

最后，荆伟表示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支撑，企业得以实现业务和模式创新、组织创

新、技术创新，从而成就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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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大数据高级总监首席方案架构师温天宁发表主题演讲：数据智能推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 

 

在上午的主题发言中，联想大数据高级总监首席方案架构师温天宁发表主题演讲“数据智能推动中国工

业转型升级”。温天宁介绍了目前联想大数据的相关情况，大数据通过采集来自任何数据源的数据和数据格

式，通过全量集成分析，来服务工业全流程，最终实现客户经营、产品创新、运营效率提升、业务模式升级。

大数据服务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包括产品与营销、工厂生产、出货、销售渠道、中间商、出售、用户使用、

用户服务，从而实现精准有效的管理和服务。其根本就是以用户的需求体验偏好为核心，做到真正的以用户

行为来驱动企业决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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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云战略规划总监高昂发表主题演讲：京东大数据及区块链技术应用实践分享 

 

京东云战略规划总监高昂发表了主题演讲“京东大数据及区块链技术应用实践分享”。作为国内第一大

自营电商，京东拥有 3 亿用户 13 年积累的消费数据。京东云大数据服务面向企业客户提供包括数据的采集、

清洗、存储、挖掘、分析、建模、应用、展示、开放、交易等数据全生命链的服务。京东全流程追溯平台，

对原材料、生产、流通、营销进行全流程追溯，可实现原料信息监测、管理监控、生产过程监控、存储监控、

物流信息监控和售后反馈，全方位提升企业品牌、效率、体验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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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 BU 生态解决方案总监蒋国文发表主题演讲：华为云助力食品行业数字化转型 

 

华为云生态解决方案总监蒋国文发表了主题演讲“华为云助力食品行业数字化转型”。华为为食品领域

行业提供 IOT+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华为 IOT为新型物联网产业提供端到端 IT解决方案，

点上晕为企业打造高效销售云平台，针对具备 IT 研发能力的客户，可在华为云提供的组建基础上自建电商，

而针对不具备 IT 能力的客户，华为可提供电商平台+咨询定制服务。以工业 4.0 为基础的智能云平台，可实

现接单、设计、生产（IMES 库存）、制造（柔性制造）、物流（智能物流）、营销（电商）、售后（预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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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食品工业互联网大会圆桌对话 

在第二届中国食品工业互联网大会圆桌对话环节，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振国、北京汇源饮料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孙永国、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林永裕、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谢

秉锵、安徽青松食品有限公司副总裁於孝兵等嘉宾就“食品工业的未来生产场景”这一主题，就怎样看待工

业 4.0，中国食品工业技术装备与国际一流还有哪些差距，中国食品工业实施智能制造的困难在哪里，食品

工业+互联网有哪些创新点这 5 个具体议题与圆桌对话主持人：中国食品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崔林进

行了精彩的交流探讨。处在风暴现场的参会人员也都若有所思的紧盯着台上嘉宾的一举一动。 

 

智能制造和智能装备融合推动食品工业生产方式全面升级 

以工业 4.0 为目标的智能制造和智能工厂正在雨后春笋般出现，互联网技术与智能装备的迅速融合正在

将智能生产变为现实，而这种智能生产不仅仅体现在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还体现在以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为支撑的柔性生产、定制生产、智能产线。更重要的是，以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融合为条件，生产与

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对一数据信息传递所表现出的每一件产品的轨迹精准定位是工业 4.0 时代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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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推动的食品工业变革还体现在生产资源要素的组织上，从生产工厂的产线组织与优化到生产

物料的在线调配和在线订单采购，从底层智能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到人力资源计划的科学调配，以指数增

长的互联网技术一旦进入应用，工厂生产效率也将是指数级的提升。 

 

中国食品工业智能制造与智能装备论坛 

 

在下午举办的中国食品工业智能装备与智能制造论坛上，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

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狄工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皇氏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KUKA 机器人有限公司、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廊坊百冠

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食品装备工程与科学学院、施耐德电气、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天宇伟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对食品工业智能制造与智能装备的同步发展进行了深度探讨。 

在下午的专题发言日程中，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食品处易丹钦对食品工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

了探讨，她指出，随着规模化、智能化、集约化、绿色化的深入发展，到 2020 年，我国食品工业无论是创

新能力还是食品安全保障水平都将稳步提升，资源利用和节能减排也将取得突出成效，新技术、新产品、新

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整个食品工业都将在与互联网+的融合下，呈现出更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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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食品处易丹钦做《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现状》的主题发言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食品处易丹钦在会上指出，随着规模化、智能化、集约化、绿色化的深入发展，

到 2020 年，我国食品工业无论是创新能力还是食品安全保障水平都将稳步提升，资源利用和节能减排也将

取得突出成效，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整个食品工业都将在与互联网+的融合下，呈

现出更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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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委员徐佳宾做《中国智能制造的前景和创新需

求》的主题发言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精益管理部经理刘文得做主题为《信息化于汤臣倍健透明工厂的探索实践》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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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臣倍健历时三年耗资 3亿元建设的智能化透明工厂实现了供应透明、过程透明、数据透明等三大透明，

首先从供应上实现全球原料追溯，建立并开放产品生命档案，打通原料采购、收发、生产、检验、物流等信

息，生产过程在线高清直播并采用 MES 管控，市场大数据、生产过程大数据全部透明公开化，从根本上确

保产品安全，降低产品不良率，从而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O 杨晓云做主题为《发酵食品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的主题发言 

 

加加酱油则把智能化运用在了酱油酿造这一传统行业。酱油行业大量采用独立发酵装置，发酵时间长，

受自然气候影响大，无法解决产品品质稳定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加加酱油建成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数据可采集、信息可追溯，管控一体化的酱油数字化工厂，并实现智能、绿色制造发展新模式，在发酵食品

行业内推广应用。 

加加的酱油智能制造技术方案全流程采集过程数据，监控整个生产过程，形成动力学和报表，实现无纸

化记录，对物料状态评价品质追溯，实现品质提高和技术经济指标的提升。加加积累足量酱油发酵批次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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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据，通过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挖掘和优化，实现指标优化，使生产过程的可控性和酱油的稳定

性和品质大大提高。发酵专家系统大样本数据分析，建立最优配方模型，控制参数预测与优化，利用 LIMS

系统进行产品研发，产品研发周期缩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陶飞做主题为《新 IT 驱动的食品智能制造关键技术探索》

主题发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陶飞则从 IT 技术与制造技术相互融合的发展大趋

势出发，宏观的介绍了工业与信息化融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食品工业展现出一幅全景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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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狄工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副总张晴做主题为《食品行业自动化仓库解决方案》的专题发言 

 

上海普狄则通过智能化打造的仓库，实现了食品企业的仓库密集存储和最大的空间利用。智能自动化仓

库由仓库管理系统 WMS、仓库自动控制系统 WCS、信息识别设备、堆垛机、输送机、AGV、机器人、货架

及其他辅助设备组成，系统采用集成化设计理念，通过信息系统技术应用、调度算法、自动识别，通过可编

程逻辑控制器，底层设备通讯协议，协调各类物流设备实现自动化出入库作业。不但能实现最大化的仓储空

间利用，且过程也不再像人工仓库那样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使效率显著提升，降低了人力和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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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伍云做主题为《皇氏集团华南智能制造中央工厂》的主题发言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伍云通过公司不断践行智能制造的皇氏集团华南智能制造中央工厂为案

例，着重介绍了乳制品行业如何通过智能制造来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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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行业经理俞晶做主题为《食品饮料行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主题发言 

 

欧姆龙公司作为最早为中国食品工业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企业，本次大会带来了欧姆龙全新的理念、

解决方案和软硬件产品，为中国的食品工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智能装备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驱动食品工业高效增长圆桌对话 



新闻稿 PRESS RELEASE 

CFIIS2017 第二届中国食品工业互联网峰会 

第二届中国食品工业智能装备和信息系统展览会 

 

详情访问：www.cfiis.com    电话：86 10 64883976   传真：86 10 68533077   E-mail: cfsta2000@126.com 

 

在下午智能装备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驱动食品工业高效增长的圆桌讨论环节， KUKA 机器人有限公司快

消品行业部门经理李青晓、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物流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吴双、 廊 坊

百冠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革、西安交通大学食品装备工程与科学学院副院长彭锦峰、施耐德电气工

业事业部软件业务战略市场部高级经理申红峰、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设备总监赵继峰、江苏天宇

伟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永贤与主持人-e-works 主编黄培博士就食品工业智能装备、智能制造、解决方

案等多项议题进行了精彩的对话。 

 

大数据赋能食品工业 

下午举办的中国食品工业大数据与食品安全主题论坛于 9 月 13 日在湖南长沙落下帷幕，上海汉得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数聚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奥威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立高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弥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星图纵横网

络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知名公司进行了专题发言。 

 

中国食品工业大数据与食品安全论坛 

 

本次论坛由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营销事业部总监庞赫然担任嘉宾主持，8 家大数据与食品

安全追溯企业分享了他们在大数据与食品安全追溯方面的实践与探索。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咨询总监樊小雷发表了《SAP 助力打造快消零售行业全产业链食品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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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主题演讲，他从国家关于食品安全追溯的政策、构建实用、标准、规范和共享的企业产品全过程溯

源管理体系、建立支撑企业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追溯系统总体架构以及建立产品溯源系统的三个方面进行

了深入探讨与分享。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咨询总监樊小雷发表了 SAP 助力打造快消零售行业全产业链食品追溯平台

主题演讲 

 

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营销事业部总监庞赫然发表了《食品新零售大数据应用》的主题演讲。

他分享了新零售数字营销全景架构图，提出了新零售数据全触点应用，从千人千面转变为千人千策，新零售

将通过数据与商业逻辑的深度结合，真正实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变革的全新观点。他还提出新零售

中构建的消费者流程：新任、购买、粘性、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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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营销事业部总监庞赫然发表了《食品新零售大数据应用》的主题演讲 

 

 

上海数聚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庆华发表了《数聚助力食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题演讲。陈

总从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与关键、智慧企业管理框架 SEMF v5、数聚 BI/分析实践经验分享三方面深入浅出的

分享了数聚是如何助力食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上海数聚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庆华发表了《数聚助力食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题演讲 

 

珠海奥威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咨询顾问邹斌发表了《从定位到运营 如何快速构建企业大数

据分析平台》的主题演讲。邹总从系统定位、产品选型、如何保证实施成功、如何持续深入优化等多方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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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享了传统企业应该如何快速构建企业大数据分析平台的实践思考。 

 

珠海奥威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咨询顾问邹斌发表了《从定位到运营 如何快速构建企业大数据分

析平台》的主题演讲 

 

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部营销中心总经理尹小梅发表了《如何基于一物一码+互联网 建立食品全

产业链追溯生态系统》的主题演讲。她从国家政策背景与追溯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管控与数字营销需求、企

业管控、数字营销、价值挖掘、爱创产品与解决方案、客户案例等多方面阐述了如何基于一物一码+互联网

建立食品全产业链追溯生态系统的话题。 

 

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部营销中心总经理尹小梅发表了《如何基于一物一码+互联网 建立食品全产业

链追溯生态系统》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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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立高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文晓飞发表了《食品安全检测与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介绍》的主题演讲。

他全面讲述了食品质量安全检测及大数据分析系统解决方案，整个解决方案是以“一个核心过程 、两维管

理 、六大业务领域” 为业务驱动力的方案构架，以提升集团化管理有效性、实验室检测能力为方案核心内

容，以创造价值为应用目标。 

 

杭州立高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文晓飞发表了《食品安全检测与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介绍》的主题演讲 

 

广州弥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佟维渤发表了《数据采集与应用助力食品企业发展》的主题演讲。

他从数据来源布局设计、企业为什么需要数据、数据综合应用设计多方面进行了分享，并表示食品企业应该

以合适的方式获取合理的、必要的数据，以合适的方式组织、分析数据，获取有价值的信息，用有价值的信

息来不断提升企业的产品质量及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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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弥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佟维渤发表了《数据采集与应用助力食品企业发展》的主题演讲 

 

北京星图纵横网络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CEO 谷熠发表了《2017 上半年度中国线上乳制品及非酒精即饮饮

料大数据白皮书》的主题演讲，此大数据白皮书由中国食品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与星图数据联合发布。谷总

从中国电商发展概况、2017H1 中国线上乳制品市场大数据、2017H1 中国线上非酒精即饮饮料市场大数据

三方面进行了分享。 

圆桌对话环节参与嘉宾有：加加食品股份集团有限公司 CIO 杨晓云、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咨

询总监樊小雷、上海数聚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庆华、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红、

珠海奥威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斌。以上嘉宾共同围绕“大数据赋能食品产业未来--赋能 变革 引领“主

题进行了分享，就大数据在食品产业中的主要应用场景、各位嘉宾针对大数据在食品产业中的思考与探索、

大数据能够为食品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以及食品产业如何迎接和拥抱大数据智能时代的浪潮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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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食品安全论坛圆桌对话：大数据赋能食品产业未来--赋能 变革 引领 

大数据与食品安全论坛干货满满，不知不觉中会议已到结束时间，诸多与会者表示受益匪浅，有多家食

品企业表示会后要与嘉宾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让大数据更好的服务于食品企业，让更多的大数据干货与实践在行业中得到传播与分享，与大数据人、

产业人共话食品产业大数据未来，是本次论坛的宗旨。期待明年的大数据与食品安全论坛能给食品、饮料、

白酒、啤酒、调味品、快消品行业带来更多的期许与干货。 

智能供应链助力食品工业全产业链升级 

在下午进行的中国食品工业智能供应链论坛上，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院 

北京交通大学、IBM 区块链研究、上海骜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湖南展通物流联合体、深圳市厂家网等单位进行了精彩的主题发言。就智慧

物流与物流大数据、物流供应链+区块链、智慧供应链、智能供应链合理规划纬度、现代物流在食品行业的

创新发展与应用、我国食材供应链发展研、食品供应链驱动的现代物流园区建设、农产品上行物流等主题进

行了精彩的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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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物流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吴双发表主题为《现代物流在食品行业的创

新、发展与应用》主题演讲 

 

湖南展通物流总经理裘明对食品物流园区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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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厂家网总经理刑向阳发表了关于《农产品上行物流》的主题发言 

 

本届大会汇聚行业专业人士，聚焦食品产业发展方向，解读技术发展趋势，把握新业态下的食品工业发

展需求，运用“互联网+”、“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等创新思维，制定出真正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新

一代食品工业信息技术产业标准，真正发挥出智能制造引领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助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加速发展。 

 

媒体合作与联络 

顾明轩 

手机/微信：15901515786 

电话：86 10 64883976 

邮箱：cfsta2000@126.com 

详情登陆：www.cfii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