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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产业要在轻工 

发展中重铸辉煌 

本刊评论员 

2021 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

年头。 

2022 年，迎着新年朝霞，不忘初心，把

奋斗的脚步扎实地踏在祖国的大地上，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

促进共同富裕。 

“做大蛋糕共同分”，这是以习近平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经济发展，从现在开始

实施的重要决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我们满怀信心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实施的第一

年。上海市的产业定位增加了轻工产业。市经信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研讨会上讲，

上海生物医药年产值 500 亿元，被定位上海重点产业，轻工年产值 5000 亿元，没有

理由不给轻工一个合理的定位。轻工产业里，食品添加剂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

食品添加剂的支撑，就没有食品工业的发展。上海市市场局明确表示鼓励上海大力

发展复配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用香精。 

上海改革开放之前，上海食品名震全国，尤以上海轻工的益民、冠生园等闻名

全国，其次是商委，哈尔滨糖果厂、三阳食品厂。农口无突出企业，只有市农场局

的所属农场养殖奶牛提供的牛奶及制品为一道风景线。 

21 世纪初，以农场局的光明乳业为基础，兼并了原轻工系统的食品企业，成立

了“光明集团公司”，成为上海食品产业中的龙头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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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年年有对食品产业产值的统计数据，我国食品工业在本世纪每年都

以双位数在发展。列举 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81186.8 亿元，

同比增长 4.2%；利润总额 5774.6 亿元，同比增长 7.8%。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营业收

入 46810.0 亿元，同比增长 4.0%；利润总额 1887.6 亿元，同比增长 3.9%。食品制造

业营业收入 19074.1 亿元，同比增长 4.2%；利润总额 1670.4 亿元，同比增长 9.1%。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营业收入 15302.7 亿元，同比增长 5.0%；利润总额 2216.6

亿元，同比增长 10.2%。 

看数据，食品工业产业结构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过去以食品制造业为主体，现

今让位于农副食品加工业。 

三十多年来，由于上海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上海食品工业处于尴尬的位置。

今天的上海食品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辉煌。食品添加剂企业遭遇关停并转，成为非常

弱势的产业。 

外资食品抢摊上海，尤其是国外香料香精企业，看中了中国的发展，将上海作

为进军中国市场前哨。世界十大香料香精公司都在上海开办公司或设立办事处。经

过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上海香料香精产业在全国处于领头羊的位置。 

从全国角度讲，农副食品加工业在食品工业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上海，

由于农副食品原料不占优势，所以上海食品工业还是以食品制造为主体。光明集团

虽然兼并了益民、冠生园等原所属轻工系统的食品制造业，并没有发挥这些企业的

产业优势，使得上海昔日辉煌的食品制造业风光不再。 

外资食品企业的给上海食品制造业增添了风采，上海商委所属的食品企业亦填

补了一些缺口，上海糖食制品在市商委和上海市糖食制品协会的领导下，搞得红红

火火，仅中秋节的月饼生产就占据了大半个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餐饮系统有许多企业向食品工业转移成为上海食品工业一

道风景线。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老盛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盘点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都是做中式传统食品，他们卫生管理及生产设备不逊于任何一

家食品生产企业，目前他们唯一所缺的是大食品生产工程经验，对食品添加剂使用

认识也不足，一旦在这方面有了突破，上海食品工业将开辟出新产业领域。 

2020 年以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因新冠疫情的影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内经济

结构也因此而发生改变。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外双循环的经济格局是我国今后阶段

开展经济活动重要特征。内循环经济最为重要的一环是促进消费，提高老百姓的购

买能力。 

为了推动经济内循环、促进消费，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药品费用、取消

校外培训、加强教育公平管理、取消土地财政、稳定住房价格等。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滥印钞票，导致货币贬值，引起世

界范围内物价上涨，我们国家也不能独善其身。好在有我们的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

护国内经济发展。 

2022 年的经济发展会有一些曲折，但不会引起衰退，原因是：新冠疫情受到控

制、民生经济产业链不受国外干扰、民间具有强大的社会购买力。 

上海轻工要发展，食品制造业首当其冲。发展食品工业离不开食品添加剂。食

品添加剂中的香料香精堪称食品工业芯片，曾经是上海食品工业的骄傲，我们有责

任振兴起来。 

愿广大同仁共携手、齐奋斗，将上海食品添加剂产业发展推向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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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信息 

协会召开五届三次会员大会线上会议 

听取和审议协会工作报告、财务审计报告，增补理事 

鉴于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形势比较严峻，为保证广大会员的防疫安全，原计划于 2022年 1月

上旬在恒丰路机电大厦召开五届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改用通讯方式进行。所有经理事会审核的文件

资料用快递送到各会员单位，企业负责人审查后，提出意见，签字盖章后反馈给协会秘书处。 

五届三次会员大会议程:1、审议通过协会 2021年工作回顾及 2022年工作展望报告；2、审

议通过协会 202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3、投票表决 2022年度会费标准提议；4、投票选举二家新

增理事单位；5、通报“关于成立中香天然香料产业促进中心的决定”。 

本次会议于 1月 5日向 108家快递会议材料，截止 1月 14日，共收到反馈意见表 82份，其

中对审议事项和投票表决事项均同意的 80份，不同意 0份，弃权 2份。 

议程之一：审议通过协会 2021年工作回顾与 2022年工作展望报告 

协会 2021年工作回顾与 2022年工作展望报告概述： 

2021年 协会较好地完成了理事会提出的工作任务，在拓展协会发展新空间、开创会员服务

新形式、为会员排忧解难、面向全国平台服务行业、办好专题研讨会、加强行业合作等六方面取

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为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22 年，协会要立足于行业和会员企业的生存发展，突出为会员和行业提供服务工作，努

力为推动行业发展做贡献。为此，要重点抓好《中国食品添加剂及配料使用手册》编写、业务培

训、行业服务、社会活动、专家活动等工作。 

议程之二：审议通过 2021 年度协会财务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认为，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止，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资产总计为

504 729.42元，负债合计为 0元，非限定性净资产为 504 729.42元；2021年度收入合计 1 176 

044.22元，支出合计 1 181 855.38元，收支结余为 -5 811.15元。 

审计结论：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 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

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 2021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1

年度的业务活动情况。 

议程之三：投票表决 2022年度会费标准提议 

2022 年协会会费标准及缴费办法（提议）摘要： 

2021年 1月 9日，协会五届二次会员大会通过 2021年会费标准提议，维持 2020年水平，

即：会长单位 6 万元/年；副会长单位 1.5 万元/年；理事单位 6000 元/年；会员单位 3000 元/

年。考虑到新冠疫情仍在继续，企业生产经营尚在恢复之中，提议 2022 年会费标准仍保持 2021 

年标准。 

议程之四：投票选举增补理事单位 

会议投票选举增补上海奕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泰州耀味食品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为理事单

位。 

上海奕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江苏奕农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办公地址在上海奉贤

东方美谷核心区岚丰路 850号漕河泾南桥欣创园 3号楼整栋。该公司 2021年申请加入协会。公

司主要产品为酶制剂、微生态制剂、生物降解剂及生物防腐剂等，注册资金 3000万元，2020年

产值 15000万元，职工总人数 200人，具有高中级职称人员 6人。 

泰州耀味食品有限公司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江苏兴化，是一家专业从事调味品研发、生

产及销售的现代化实体企业。主要产品除具有特色的各种调味料外，还兼营食品添加剂、食用香

精的销售。该公司 2021年申请加入协会，愿为餐饮、食品加工业安全、健康和美味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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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协会发展壮大作出应有的贡献。 

议程之五：通报“关于成立中香天然香料产业促进中心的决定”  

鉴于协会为企业服务工作的需要，决定成立中香天然香料产业促进中心，任命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香科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教授、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冯涛先生为中香天然香料产业促进中心

主任。中香天然香料产业促进中心开展工作，经费由中香（上海）实业公司提供。  

 

协会召开五届四次理事会线上会议 

讨论通过提请五届三次会员大会审议和表决的有关事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计划于 2020年 12月下旬在线下召开的协会五届四次理事会议改为

“文件打包，线上传输”的方式于 12月 20日至 28日期间在线上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提请五

届三次会员大会审议和表决的有关事项。 

12月 20日，秘书处将“协会五届四次理事会议通知、协会 2021年工作回顾与 2022年工作

展望报告、2021 年协会财务收支情况汇报、2022 年协会会费标准及缴费办法（提议）、新增理

事单位简介、关于成立中香天然香料产业促进中心的建议、五届四次理事会议文件审阅意见表”

等七份材料打包线上发送 33家理事单位，要求于 12月 28日之前反馈意见。 

各理事单位接到会议资料后，认真审阅，及时反馈，截止 12月 28日下午 5点，32家理事

单位对会议资料审核通过，1家理事单位弃权，五项议题全部通过,占 96.9%。按照协会章程规定，

五届四次理事会议审议材料结果有效，将提交五届三次会员大会审议和表决。 

32 家理事中有 13 家单位领导在反馈意见中认真填写了对协会 2022--2023 年度工作的建议

和希望：其中会长和副会长单位 3家：华宝孔雀、上海万香、上海吉天。理事单位 10家：爱普

香料、江沪钛白、帕斯嘉、味易威德、丰益生物、上海辉文、宜瑞安、山东吉田、安徽凯博、安

徽中草。 

大家的建议归纳如下： 

一、充分肯定 2021年协会的工作及 2022年工作展望，希望一如既往为会员分忧解愁； 

二、注重对会员企业的业务、技术、管理方面的培训； 

三、继续开展行业内技术职称评审； 

四、组织会员企业间的互相学习、交流活动，小范围增加企业间的线下交流； 

五、关于过保质期食品添加剂复检标准，应尽可能与政府部门达成共识。 

六、关于食品添加剂分包装，建议与政府部门达成共识。 

七、关于新版食品添加剂许可证审查细则，协会能否协助解决企业的困惑。 

八、建议协会制订团体标准，按起草单位排名进行收取费用。 

九、2022年修订的黄原胶进展情况，可分享给有需求的会员企业。 

十、成立中香天然香料产业促进中心，同解决企业在天然香料方面存在的问题相结合，整合

协会和学校、企业、研究单位的各方面资源。  

十一、建议每年 FIC展会上，建立协会企业联盟，如展馆有协会统一标志等。 

十二、通过各种渠道发展新会员，壮大协会规模和实力。 

十三、列出协会给企业的服务清单，加强企业间的沟通交流，充分利用协会的软实力优势，

帮助会员企业更好地发展。 

十四、筛选优质的企业及产品，定期举办学术交流及论坛，不断提高协会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十五、持续打造一批顶尖的专家队伍，使行业协会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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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五届三次会员大会各项反馈材料 

因新冠疫情影响，协会去年底的五届四次理事会和今年初的五届三次会员大会，均采用通讯

方式进行。协会秘书处收到各会员单位领导审查反馈材料后，提请协会监事会对所有反馈材料逐

一审核。 

1 月 13 日下午，监事会李苍军等三人来到协会，对各会员单位反馈的材料进行审核。理事

会共寄出 33 份材料，反馈 32份材料，对 5项会议提案全部通过；会员大会共寄出 108份材料，

反馈 82 份材料，其中 80 份反馈材料对大会的 4 项提议全部同意，2 家对其中一项弃权。同意数

超过会员数的三分之二，提案有效。 

审议结束后，协会常务副会长吉鹤立与监事会成员进行了交流，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业务拓展 

中香天然香料产业促进中心简介 
中香天然香料产业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促进中心）是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在为

社会、企业服务的思想指导下组建面向全国的协会技术服务机构。 

促进中心紧跟国家的产业布局及产业鼓励政策，和各地政府部门、天然香料运营单位、天然

香原料种植单位沟通，建立联系，紧密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天然香料产业，建立一套具有国际水

平的质量标准、打出自己的品牌，进入国内外市场。 

促进中心从全国各地挖掘从事天然香料种植、制取、使用的专家和专门人才，组建专家委员

会，指导和参与促进中心的工作。 

为了推动促进中心工作，协会同时邀请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香料香精工程学院、上海香料所参

加工作。 

促进中心当前工作重点是收集天然香料品种、种植地及制品相关资料，为建立中国香原料资

源库做准备。这项工作

邀请全行业的同仁参

与。 

为了与国际接轨，

提升中国天然香料品

质，协会推动具有国际

水平的天然香料团体标

准、上海标准制订。促

进中心策划与国际食品

法典委员会（CAC）、

美国香味料和萃取物质

制造者协会（FEMA）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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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联系，交换技术资料，以期提高国内香原料的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心要制定天然香原料标准，

计划参考 CAC、FEMA 的相关标准，以期将国内天然香原料产品质量标准提高到国际上同类型

水平。 

我们的会员单位，凡愿意参加这项工作的，可与协会联系。 

促进中心进一步工作是推动天然香料产品认证。 

促进中心委托中香实业有限公司在全国各地开展上述工作。 

促进中心希望得到各地政府部门、生产企业的支持和参与。在上海，我们联系了相关部门，

计划将上海香料香精的产业发展推到市两会讨论。既然上海将轻工列入十四五发展规划，食品工

业要发展，离不开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中香精，被称为食品工业芯片，要求政府关注支持。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及协会专家委员会推荐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冯涛教授为首

任促进中心主任。 

促进中心是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的重要组织部门，希望大家支持促进中心工

作，更欢迎参与工作。 

法规标准 

上海市市场局组织专家审查“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2021年 12月 29日，上海市市场局食品生产处组织企业专家讨论由上海质检院起草的“食品

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协会常务副会长吉鹤立教授参加讨论。会议由市场局食品生产处陈

向荣副处长主持。 

大家对多年来关于“食品添加剂分装”问题争论很大。 

不知出于何种动机，“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之前，有人讲这次要解决分装

问题。食品添加剂企业对食品添加剂分装期望很大。 

食品添加剂不许分装，不是法规规定的，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早在 2009年《食品安全法》

颁布后不久，上海的监管部门提出食品添加剂分装不给予生产许可，后来部分省市向上海老大哥

学习。全国只有江苏、广东两省因没有法规要求，允许分装。 

以前上海监管部门基于食品安全考虑不许分装。现在不同意分装，理由又是什么呢？ 

2021 年版的 SC 食品生产许可中，已经将食品添加剂分装一项取消了。就是允许食品添加

剂分装，生产许可的依据都没有了。 

所以在“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中，关于食品添加剂分装是这样叙述的：企业仅有

包装场地、工序、设备或企业具有完整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条件，但以包装工序作为生产开始

的，均属于分装行为，不予生产许可。进口食品用香料除外。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吉鹤立教授建议，将食品添加剂分装这段话从“细则”删

除。关于食品添加剂分装，建议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另行规定。 

2021 年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 

承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情况通报 
《食品添加剂 黄原胶》 

2021 年 8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的通知，由我

协会承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黄原胶》（GB 1886.41-2015）的修订工作，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作为合作单位。2021 年 12 月 16 日，标

准起草工作组召开了黄原胶标准启动会，与黄原胶生产企业初步讨论了标准文本，基本确定了检

测方法，年前收集企业样品准备开展预实验。 

《食品添加剂 茶黄素》、《食品营养强化剂 硫酸铜》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收集资料、与生产企业充分沟通、产品检测验证和征求意见等工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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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茶黄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硫酸铜》

公开征求意见稿。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等相关材料已按时完成，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正式提交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秘书处。 

《食品营养强化剂 酵母 β-葡聚糖》 

2021 年 4 月 27 日-2021 年 4 月 28日，第二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营养与特殊膳食

食品专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酵母 β-葡聚糖》，审

查结论为通过。截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酵母 β-葡聚糖标准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共收到意见 14

条，目前公开征求意见已处理完成，待参加第二轮专业委员会审。 

《食品营养强化剂 钼酸铵》 

2021 年 4 月 27 日-2021 年 4 月 28日，第二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营养与特殊膳食

食品专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钼酸铵》，审查结论为

通过。截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钼酸铵标准共收到公开征求意见 0 条，目前，待参加第二轮专

业委员会审。 

《食品添加剂 甲醇钠》 

2021 年 11 月 23日-2021年 11 月 24 日，食品添加剂专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甲醇钠》，审查结论为通过。目前，待参加第二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

评委员会第八次技术总师会议。    

《食品营养强化剂 氯化锰》 

截至 2021 年 03 月 31 日，氯化锰标准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共收到意见 3 条，目前公开征求意

见已处理完成，待参加营养强化剂质量规格标准预审。 

《食品添加剂 焦磷酸一氢三钠》 

焦磷酸一氢三钠标准是我协会 2018年承担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2021 年 2 月 22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焦磷

酸一氢三钠》，标准将于 2021 年 8月 22日起正式实施。发布编号及名称为：GB 1886.348-2021

食品添加剂 焦磷酸一氢三钠。 

会员园地 

玛氏箭牌质量体系经理吕刚一行 2 人造访协会 

 1 月 7 日下午, 玛氏箭牌质量体系经理吕刚一行 2人造访协会,协会常务副会长吉鹤立及秘

书处办公室人员接待了吕刚经理一行，双方就有关行业法规标准及业务培训等进行了座谈交流。 

玛氏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食品生产商之一，是全球巧克力、宠物护理、糖果等行业的领导者，

拥有众多世界知名的品牌。公司年收

入逾 300 亿美元，员工总数 65,000

名，分布在全球 68个国家的 370 个

分支机构，其中包括 135 家工厂，产

品行销 100多个国家。玛氏食品(中

国)有限公司是玛氏公司在华的独资

企业，旗下拥有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 

包括德芙巧克力，士力架巧克力，

M&M's 巧克力，彩虹果汁糖，脆香

米（脆米心牛奶巧克力）、宝路狗粮，

伟嘉猫粮等。玛氏公司是全球第一家

生产专业宠物食品的企业，是最早进

入中国市场的宠物食品生产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9B%E6%B0%8F%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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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氏公司下属企业箭牌中国是口香糖和糖果的领军品牌，产品行销 180多个国家。其中在中

国市场售卖、备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产品有“绿箭”口香糖和薄荷糖、“益达”无糖口香糖、“大大”

泡泡糖、“真知棒”棒棒糖、“瑞士糖”（Sugus）软糖、“彩虹”（Skittles）果汁糖、“黄箭”口香糖、

“白箭”口香糖、“劲浪”超凉口香糖和“箭牌咖啡口香糖”等。 

吕刚经理在座谈交流中介绍了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市场销售情况，诚恳希望能够在行业法规标

准贯彻执行和产品质量体系保证等方面得到协会的指导帮助。 

吉鹤立常务副会长对玛氏箭牌优质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市场形象给予赞赏，并向吕刚一行介

绍了协会近年来在为会员和行业提供服务，在建议修改和完善行业法规标准、编辑出版《中国食

品添加剂和配料使用手册》、编辑出版《GB-2760 使用指南》、编纂《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

鉴》、制订行业团体标准、制修订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承担《中外食品添加剂比对》项目等方面

所做出的努力，受到吕刚一行的啧啧称赞。 

吕刚经理表示，要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法规业务培训、标准制订、行业交流等活动，更好地

与协会开展有关的业务交流，更好地支持协会开展工作。 

上海万香日化有限公司介绍 

上海万香日化有限公司隶属于万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 4309

号，背靠张江周浦智慧开发园区，是集天然香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公司，主要生产加

工留兰香油、薄荷素油、椒样薄荷油及其他天然香料产品，年生产能力约 3000吨。在二十多年

时间里，公司凭借销售团队敏锐的市场需求分析能力、资深的研发实力、务实开明的管理团队，

生产出稳定品质的产品。满足不同客户不同规格的需求。公司注重信誉，得到了国内外新老客户

的广泛认同。公司自有品牌“蝴蝶牌”商标获得上海市名牌产品称号，是上海市著名商标。 

产品主要应用于日化、牙化及食品类香精产品。公司生产经营严格按照 ISO9001管理模式运

行，严格按照 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执行，从原料、中间体到成品，严格控制每一

环节的质量，确保高品质产品的持续、安全和稳定供应。在渡过新冠疫情带来的原料、物料成本

涨价期后，万香产品的自带消毒杀菌效果，也带动了部分清洁、消毒产品开发。 

作为万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中最早成员之一，经过整整近二十三载的奋斗，淮安万邦香

料工业有限公司与宁夏万香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集团再添二位成员做出了重大贡献。相信这两

位成员秉承万香的风格，将在香料世界中闯出一片天地。 

在追求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万香还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提高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忠诚

度。通过狠抓产品质量，夯实品牌的忠诚度，以品牌忠诚度支撑品牌知名度，以品牌知名度塑造

一流品牌。 

小小一头蒜 做成大产业 

—— 安徽凯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凯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凯博生物”）是专业从事大蒜、生姜的综合开发和利用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专注、科技、创新、服务”为经营理念，以“全球大蒜专家”为愿景，

通过种植基地土壤改良、追溯体系建设、生产工艺优化、产品创新研发、高品质客户服务等可持

续发展战略布局，持续创新赋能领跑大蒜产业。 

以原料质量为基石，科学种植 

为确保大蒜及其制品从田间到餐桌的产品品质以及大蒜全产业链食品安全，促进农民增产增

收，凯博生物从市场采购大蒜迈向自建可持续发展的大蒜种植基地。 

凯博生物全面贯彻实施 GLOBALG.A.P.(全球良好农业规范)标准，取得了 GLOBALG.A.P.(全球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证书。为农户提供标准化种植知识培训，科学、规范进行田间农事活动，有

效降低大蒜中的塑化剂、农残等。通过质量把关，实现整个大蒜行业的产业升级，提高我国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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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食品安全水平，提高中国大蒜产

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坚持研发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 

凯博生物拥有 20 余年行业经验

积累，公司始终将技术研发作为业务

发展的核心，逐年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以确保公司技术研发实力的持续

提升。工艺上，采用现代化生产分离

工艺技术与传统的水蒸气蒸馏工艺

技术相结合，在有效解决“三废”问

题的同时变废为宝，提高资源利用

度；产品上，形成了从基础原料到产

成品阶梯性的完整产品链，涵盖大蒜

油系列、生姜油系列等多个系列产

品，确保公司产品技术与工艺不断更

新迭代，助推企业持续发展。 

公司拥有完善的、高水平的管理

体系和产品认证体系，取得了大蒜领

域多项全球系列认证证书，包括全球

食品安全认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首批“食

安安徽”品牌认证等，为公司形成优

势的市场地位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拓下了坚实基础。 

以客户为中心，品质服务 

作为全球专业的大蒜油、生姜油供应商，凯博生物自有检测研发中心，为产品质量和安全严

格把控，高效便捷地实现每一批原辅材料进厂检验、验证，产品出厂检验、验证，致力于超越客

户需求的产品服务。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化的营销服务团队，以内销+外贸双重式的全球布局，向客户提供一站式

产品解决方案。 

凯博生物深耕大蒜等农产品全产业链综合利用模式、全球领先的全系列产品开发、加工和食

品安全技术、将资源全面利用和环境保护高度结合，打造属于自己的、可控的、不可复制的、有

科学健康数据的特色产品。 

安徽中草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介绍 

安徽中草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3 月成立于安徽怀远经济开发区，是一个集研发、生

产、销售兼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开发并持续为国内外客户带来富有特

色的凉味剂系列、天然植物油类以及其他合成香料类原料，应用于护肤品、家庭清洁用品、食品

用香精以及香水等领域。产品远销海内外等 10 余个国家。通过 ISO9001认证、ISO14001认证、

ISO22000 认证、FSSC22000 认证、Kosher认证、MUI HALAL认证、SHC HALAL认证、欧盟 REACH

注册单位。经过 13 年的摸索与积累，已成为香精香原料行业的优质供应商，并且与全球十大香

精香料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2020 年 8 月，中草香料在怀远经济开发区启动“百荷花项目”，主要产品为凉味剂、植物

精油、食用香精，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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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建 

中草党支部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被评为优秀党组织。党支部积极为企业招揽、培养人才，

公司已在新三板挂牌，产品也远销海内外，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党员先锋队主动承担产品研发和技

术创新重担，已获得市级“3221”产业创新团队。党支部先后获得省级“双强六好”非公企业党组

织和省级标准化建设示范点荣誉称号。通过扎实开展“双培三帮带”活动，已吸收 9 名骨干员工为

发展对象，党支部班子成员全部为公司管理层，交叉任职比例百分之百。 

党支部坚持非公企业党建的活力来自于活动，做到活动经常化、制度化，有效结合“三有两

评”和主题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不同阶段的工作任务和企业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做到

党建有声音、有身影。近年来，先后组织了“唱响十九大红歌”、“台儿庄缅怀英烈活动”、 “党

建带团建户外拓展”、“跟党走，学恩来”、“中草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党群共建等活动。 

公司社会责任 

公司坚持“维权为先、发展为本、帮扶为重、共建共享”原则，秉持“成就在中草、幸福在

中草”的理念，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以维权为重点，以帮扶为纽带，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通过党建带群建有效维护员工和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经常开展谈心谈话，推动了企业创新发展、

和谐发展，据统计，职工中连续在公司工作五年以上占比接近百分之六十。 

公司积极探索公益之路，把公益理念导入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中，探索推行“公益”行动，结

合“万企帮万村”等开展精准帮扶、“三下乡”等，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体职工主动向

县防疫指挥部捐款捐物，企业列支 7 万元慰问我县 7 名援鄂医疗队员，企业实现了发展与社会责

任的同频共振。 

公司荣誉 

公司先后荣获“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安徽省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

“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安徽省十佳优秀品牌企业”、

“蚌埠市食品生产示范企业”等称号，设立“安徽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拥有发明专利 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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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上海北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卡拉胶” 

    揭开卡拉胶 Carrageenan的神秘面纱，带你走进卡拉胶 Carrageenan的世界。 

你知道吗，从早晨醒来，卡拉胶就开始围绕在我们身边，他帮助我们清洁牙齿、滋润肌肤，

唤起元气满满的一天。 

来到餐桌：布丁因他而变得 Q弹；酸奶因他而变得爽滑；雪糕因他而变得绵密，连鸡、猪、

牛等各种肉食也因他而变得鲜嫩多汁。 

一、卡拉胶的发展历史 

 

二、卡拉胶的产业链 

 

三、卡拉胶安全性 

 
四、卡拉胶应用   

1．据 Mintel GNPD显示，全球近三年都有超 7000款的新品上市使用卡拉胶，其中食品领域

占据了 7成以上，还有逐年提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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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中国、韩国是发布含卡拉胶新品最多的市场 

 

3．卡拉胶的成分与功能，近些年又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WHO 也在其官网上对于海藻硫酸多糖在抗击新冠病毒给予官方认证。如今新冠肺炎肆虐全

球，人们对海藻硫酸多糖用于治疗人类重大病症寄予了厚望。海藻硫酸多糖,特别是卡拉胶，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应用前景。 

2020年国内、外已有多款抗病毒产品在欧盟、香港等地区上市销售。 

英国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含有卡拉胶的鼻喷雾剂，该喷雾剂可以有效防御引起

COVID-19的冠状病毒。（原文报道：https://www.chinadailyasia.com/article /150631） 

卡拉胶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期待卡拉胶在未来发挥更大的力量，为我们的生活提供

更多助益。 

企业更名 
    1、原丰益油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更名为丰益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原上海灵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凯爱瑞配料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