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文件
中连协〔2021〕49 号
关于召开 CCFA 新消费论坛——
2021 中国连锁经营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企业：
今年 6 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将继续组织“全国食品安全宣传
周”(简称“宣传周”)活动。作为“宣传周”统一安排的重要活动之一，
我会定于 6 月 18 日在北京举办 CCFA 新消费论坛——2021 中国连锁经营
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时间、地点
时间：2021 年 6 月 18 日(全天 9:00-17:00)。
(6 月 17 日 14:00-17:00，协会食品安全委员会会议)。
地点：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168 号）
。
二、主要内容
“2021 中国连锁经营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的主题是“创新、诚信、
可持续”。在政策层面，将邀请国家立法机关、政府监管部门领导，食
品安全和法学专家就反食物浪费立法、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管重点、社
会责任趋势、市场监管黑名单制度等重要话题宣讲和解读；在连锁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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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层面，将邀请知名连锁经营企业、电商平台、专业机构等
领域专家，围绕总部食品安全管理高质量建设方面，展现组织构架、人
才培养、监管策略、风险控制、新技术应用，以及反食物欺诈等前沿性
技术话题分享最佳实践案例。协会也将发布联合零售商建立信任供应链
的最新进展情况。
与会现场，还将设置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食品展示区域。
本次活动预计将云集 300 家连锁超市、便利店、餐饮及供应商、第三方
机构企业代表参加。
三、参会人员要求
“宣传周”是每年六月国家倡导全社会关注食品安全的重要活动，
作为连锁经营零售和餐饮企业及电商平台是积极响应号召的市场主体。
按照有关部门统一要求，协会会员中的超市、便利店、餐饮、食品专卖
店、电商平台、食品生产等企业，原则上均应委派食品安全及法务等相
关负责人参加本论坛活动。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8 日，会员单位免费报名参加。论坛
详情请参阅附件说明。
特此通知。
附件：
1. 2021 中国连锁经营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议程
2. 2021 中国连锁经营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报名须知
3. 会议报名操作图解
4. 会议地理位置及推荐酒店
5. 食宿预订表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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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中国连锁经营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议程

6 月 17 日 14:00-17:00

食品安全委员会闭门会(委员及特邀代表参加)

6 月 18 日 8:00-9:00

大会报到

6 月 18 日 9:00-12:00

主会场

一、主旨发言
1. 以“四个最严”促进连锁经营行业高质量发展（拟）
——市场监管总局
2. 食品安全及社会责任全球化趋势
——陈君石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总顾问 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信任监管的法治基础与企业责任
——胡锦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4. 《反食品浪费法》实施要点
——袁杰 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
二、行业发布
5. 发布“采购商供应商合作传递信任良好行为公约”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三、发展趋势
6.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食品认证制度与国内应用比较
——王茂华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7. 全球智能化食品安全新时代趋势（拟）
——艺康集团
四、实践对话
8.连锁经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实践与研讨
主持嘉宾：程 军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食品部总经理
对话嘉宾：田明福 百胜
食品安全官
陈 超 麦德龙 质量总经理
杨秀松 西贝
副总裁
彩食鲜 副总裁
工作午餐（12:00-13:30）
6 月 18 日 13:30-17:00

分论坛

零售、餐饮专场
一、连锁企业总部管理
1. 连锁企业总部体系建设检查要求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司
2. 企业实践案例（包括：零售、餐饮、电商平台）
——典型企业
二、连锁企业全程冷链技术及应用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
三、中小供应商食品安全风险管控经验（上海模式）分享
四、全球市场项目新变化
五、食用农产品风险管理与交流
1. 食用农产品检测风险交流
——杨大进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副首席专家，风险监测部监测一室主任
2. 水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风险防范
——中国水产加工与流通协会
3. 零售企业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及追溯体系建设
4. 订单农业：基地直采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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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专场
一、题目待定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二、中国连锁经营企业食品安全最佳实践案例
1. 案例分享（一）
2. 案例分享（二）
三、美团食品安全科技创新平台·零售餐饮业优胜项目发布
——丁

冬 美团食品安全办公室负责人

四、非笼养鸡蛋销售现状、标准及应用前景
——熊传武 上海悦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五、植物基肉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六、食品欺诈与防范措施
——汪伟伟 上海悦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七、食品快检技术前处理等关键应用过程控制
——易瑞生物
八、临期食品管理与食物捐赠
1.连锁经营企业临期食品管理和食物捐赠现状和发展趋势
——王文华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
2.超市临期食物捐赠实践经验
——奥乐齐
注：议程以会议现场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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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中国连锁经营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报名须知

一、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18 日 （6 月 17 日下午，食品安全委员会闭门会）。
二、会议地点：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168 号）
三、参会费用
类型

会员企业

连锁企业、非连锁企业

可免 2 人会议费，

（商品供应商、第三方检测机构等）

超出名额 2000 元/人

其他非连锁企业

2000 元/人

报名享八折

连锁企业

2000 元/人

优惠

非会员
企业

收费标准

非连锁企业
（服务商、供应商、咨询机构等）

6 月 1 日前

5000 元/人

说明：1.会议费含参会费及 6 月 18 日午餐，交通住宿费用自理；免费名额不含餐，
如需订餐请参阅附件 4；
2.食品安全委员会委员本人免费参会，不占用上述免费名额。
四、报名流程
1. 报名方式：请最晚于 6 月 8 日扫描右侧二维码下载安装“连
锁”App，进入“我的”登录注册并完善个人信息后，进入“论坛”，
点击“2021 中国连锁经营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进行报名，流程：
会议报名→添加参会联系人→添加参会人→填写开票信息→立即报
名，具体报名操作图解请参阅附件 3；
2. 报名信息确认：参会人至“连锁”app→我的→我参加的论坛→我是参会人→报名
信息，可查阅到信息即说明报名成功。
五、会议报名咨询
赵佳薇 010-68394236/18610847431 (手机同微信，加好友请备注企业名)
孙雨轩 010-68394283/18513581460 (手机同微信，加好友请备注企业名)
邮箱：yyc@ccfa.org.cn; sunyuxuan@ccfa.org.cn
六、付款方式
请将会议费提前汇款至协会如下指定账户，并注明“发展论坛”
户 名：北京睿学云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主办单位）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阜外大街支行
账 号：1109 0712 4410 701
(若个人汇款,请标注发票抬头,并将汇款人姓名及转账凭证发送至邮
箱 sunyuxuan@ccfa.org.cn）
七、签到流程
1. 签到时间：6 月 18 日 08:00-09:00。
2. 签到地点：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一层 会议签到处
3. 签到方式：会议采用二维码签到，参会代表需至大会签到处扫描本人签到二维码
打印证卡。提前缴纳会议费，更可现场自助办理报到手续，省时方便。
4. 签到二维码获取路径：扫描右侧二维码下载 “连锁”app，进入“我的”，登录
后即可查看。每人一码，每位参会代表均需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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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议报名 操作图解
1.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连锁”app，进入
“我的”登录注册并完善个人信息。

2.进入“论坛”版块，点击“2021 中国连锁经
营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进入该论坛详情界面，
点击“会议报名”。

3. 点击“添加参会联系人”， 此处应填写
联系人信息（如：赵佳薇帮孙雨轩报名，此应填
写赵佳薇的信息），完成后，点击提交

4.点击“添加参会人员”，填写信息点击提交；
如帮多人报名，重复添加参会人步骤即可

6.在“我的”→“我参加的论坛”查询到报名
信息，即说明已报名成功；如有问题，可联系孙雨
轩 18513581460

5. 点击“下一步”填写发票信息，完成后
点击“立即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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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会议地理位置及推荐酒店

北京凤凰台饭店

会议地点

推荐酒店
酒店名称

距会场距离

星级

房价/间／晚（含早餐）

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

0

四星

大/双床房 800 元（含早）

北京凤凰台饭店

650 米

三星

标准大/双床房 480 元（含早）

7

附件 5：
酒店住宿预订表
请将此表反馈至会议指定住宿预定代理：北京中金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红
联系电话：：18518088902
电子邮件: sts_ccfa@163.com

酒店住宿选择
公司名称
公司税号
联 系 人

手

联系座机

E-mail 邮箱
房型

姓名

机

请选择住宿酒店

日期

性别
大床

双床

酒店名称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预订说明：
1、 请您将以上表格填好后，以邮件方式发送至会议指定住宿预定代理公司。其将在 72 小时内回复确
认，如未收到确认请及时与上述联系方式联系，以免遗漏您的预订。
2、 会议高峰期请提早预定酒店。收到预定确认回执后，请在 6 月 10 日前将预付房费支付给代理公司
帐户，并将汇款凭证以邮件形式发送至代理公司，确保能享受协议价格。如逾时未收到房款或者
您的特殊说明，房间预订将被取消。
如需取消预定，请在入住日期的前 72 小时以书面的形式告知代理公司。否则酒店将收取您的第一晚房
费作为损失费。

用餐选择
项目

自助餐单价
（元/餐）

预定人数

168

6 月 18 日午餐
（人）

人数合计
（人）

费用合计
（元）

预订说明：
1、连锁企业免费名额，用餐需要填写上表进行预订。
2、如需预订，请在 6 月 15 日前将预付餐费支付给代理公司账户，并将汇款凭证以邮件形式发送
至代理公司，确保满足用餐需求。现场不接受订餐需求。
汇款信息：
汇款账户：北京中金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汇款账号：0200 0042 0920 0013 233
开 户 行：工商银行和平里北街支行
（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发往联系人电子邮箱 sts_ccfa@163.com，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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