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升 

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水产品及其制品企业： 

    宁波渔业资源丰富，是国内重要的水产品生产和消费地区，目前，

全市现有水产制品企业 150 多家， 广泛分布于全市各地。为进一步

强化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提升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促进放心消费。

经商议，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委托宁波麦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承办一期《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升培训班》，现将有关培训事

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二、承办单位 

宁波麦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培训时间 

2019年 8 月 29—30日（周四—周五），29 日上午 8：30 开课。 

四、培训地点 

第一天（8 月 29 日）：宁波科技大市场 B 层报告厅（宁波市高

新区聚贤路 587 弄 15 号宁波研发园 A区 5 幢）； 

第二天（8 月 30 日）：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宁波市高

新区清逸路 66 号 C座）。 

五、培训对象 



水产品工业企业、水产专业合作社等相关单位负责人或生产、研

发、质量等部门负责同志，共 60 人。 

六、培训费用 

授课费、资料、午餐等培训全免 ，住宿、交通自理。 

七、报名方式 

因名额有限，本培训班采取“先报先录”与“择优录用”相结合

的原则，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表附后），参训资格以宁波市食品检

验检测研究院审核确定后，由承办单位通知为准。请报名参加培训的

学员，提前安排好工作，准时报到并参加培训。 

报名联系人：史老师 19957026805（微信同号），奚老师

13429270816（微信同号），电话：88036805，传真：88020831，电

子邮箱：mx0574@126.com。 

 

附件 1：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升培训班报名申请表； 

附件 2：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升培训班课程与师资安排； 

附件 3：宁波科技大市场行车线路图； 

附件 4：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行车线路图。 

 

 

                              宁波麦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2 日 

 

 

 

 



附件 1 

《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升》培训班 

报名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  务  性  别  

文化程度  手  机  

所在企业主导产

品 
 

所在企业上年销

售 

（万元） 

 

所在企业员工人

数 
 企业网址  

对本次课程建议  

备注：报名表加盖公章后请传真或扫描后发邮件，联系人：史老师 19957026805（微信同号）、

奚老师 13429270816（微信同号），传真：88020831，电子邮箱：mx0574@126.com， QQ群：

822578347。 

 

mailto:mx0574@126.com


附件 2 

《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升》培训班 

课程与师资安排 
 

一、课时安排 

      时间 课程名称 师资安排 

第

第

一

天 

上午 

8︰30-9︰00  学员签到 带班老师 

9︰00-9︰15 开班仪式 市食检院领导 

9︰15-12︰00 主题 1：水产品饲养料与疾病防控  
周岐存（宁波大学海

洋学院教授、博导） 

中午 12︰00-13︰30 午餐/午休  

下午 13︰30-16︰30 

主题 2：水产品质量控制 

1、水产品质量概述； 

2、生产车间、人员卫生控制； 

3、冻鲜水产品质量控制； 

4、精加工水产品质量控制。 

娄永江（硕士生导师/

中国商业联合会食品

安检师专家委员会专

家） 

第

第

二

天 

上午 9︰00-12︰00 主题3：水产品安全管理  

杨震峰（浙江万里学

院生物与环境学院院

长、教授） 

中午 12︰00-13︰00 午餐/午休  

下午 

13︰00-15︰00 
主题 4：水产品制售过程中微生物

的监控及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朱鹏(宁波大学海洋

学院生物与海洋系副

主任) 

15︰00-16︰00 

主题 5：现场考察 

1、了解了实验室环境设施、仪器

装备、科学检验流程； 

2、水产品出厂检验程序和要点。 

市食检院专家 

郑睿行（宁波市食品

检验检测研究院/主

任） 

16︰00- 学员返程  

 

二、师资安排 

1、周岐存，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海洋生物学专业, 现任宁波大

学海洋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水产学会水产动物营养



与饲料分会理事国际刊物“Journal of the World Aquacul ture 

Society”（SCI 收录期刊）副主编，国内资深水产品研究专家。。主

要研究水生经济动物营养生理、营养免疫；水生经济动物饲料学。1998

年 9月-2010年 6月,在广东海洋大学工作;2010年 7月-至今,在宁波

大学海洋学院工作,2013年-至今任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水产系主任。     

主持广东省科技攻关和湛江市科技攻关项目共 4 项，承担国家“863”

项目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科技部

支撑计划、省科技攻关项目等各类课题 18项。作为第一完成人申报

的 3项发明专利获得国家授权。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2004

和 2006）和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成果二等奖（2004）；获得广东省科

学技术一等奖（2007）、二等奖（2005）三等奖（2004）各 1 项。发

表论文 30 多篇，其中 8 篇被 SCI 收录。 

2、娄永江，博士，教授，宁波海洋学院院党委委员、硕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商业联合会食品安检师专家委员会专家、浙江省食品学会理

事、宁波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咨询专家、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水产品标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食品创新联盟副理事

长、农产品流通协会常务理事、水产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等，是宁波市

“432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培养人员。主要从事水产品保活、保鲜、

精深加工及资源高值化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行业产业的发展规划、

产品标准的制修订等。近五年来，主持与参与国家“863”、国家“十

二五”重大科技专项子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农业重点攻

关项目 20 多项，主持制订国家、省、市级标准 8 项，主持产业发展



规划 5 项，出版学术专著 2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32 项，发表学术论

文 100余篇，获教育部成果二等奖 2项，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2项、三等奖 3 项，浙江省高校科技成果一等奖 1 项，宁波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开发新产品 20 余

种。 

   3、杨震峰，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万里学院生物与环境学

院院长。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专业博士，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生

物学博士后，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高级会员、宁波市食品加工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新

世纪 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和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第二

层次培养对象。 

杨教授是《宁波市农副食品加工制造业改造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起草专家。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

目，浙江省和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各 1 项，参加浙江省和宁波市

重点科技创新团队各 1 项。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省市级项目 10 余

项。已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7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40 余篇，申请和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 项，获得市级科技进步奖励 1

项。 

4、朱鹏，博士，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海洋生物次生

代谢功能基因挖掘以及生物芯片快检应用的研究工作。朱教授将生物

芯片高通量筛选理念和 LAMP-LFD 技术完美整合，开发出适于野外快

检的集成装置，并进行生态，食品，军需等多领域的应用研究。主持



完成国家级项目 1项，主持省级项目 2 项，以第二完成人参与国家级

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3 项，市科技局项目 3项。同时，作为核心成

员参与省科技创新团队和市科技创新团队各 1 个。先后发表论文 51

篇，其中 SCI 收录 17 篇，已申请发明专利 26 项，其中授权 14 项，

获得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成果二等奖 1 项，宁波市科技进步奖 3 项，

指导学生获浙江省生命科学竞赛二等奖 2 项、三等级 3项，并成为宁

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5、郑睿行，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宁波大学兼职硕士生导

师，浙江省青年岗位能手，现任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办公室兼

质量管理部主任，长期从事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科研成果丰硕，主持

或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 5 项，其中省重大科技专项 2项；主持或参与

市级科研项目 7 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21 篇，其中 SCI

收录 2 篇，EI 收录 5 篇；授权发明专利 2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4

件；参与行业标准制修订 2项。 

 

 

 

 

 

 

 

 



附件 3 

科技大市场行车线路图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聚贤路 587 弄 15 号宁波研发园 A 区 5

幢, B 层报告厅(一楼签到处按工作人员指引进入会场)。

 

1.市区方向：沿甬江大道直行至聚贤路。 

2.其他方向：宁波东高速出口出，沿世纪大道-江南路（北仑方向）-

向南行驶进入聚贤路。 

3．公交线路：25 路、27路、29路、509 路、519 路、529路等。 

 

 

 

 



附件 4 

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行车线路图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 66 号 C 座 

 

1.市区方向：沿宁东路向北进入盛莫北路—直行进入聚贤路——向东

进入清逸路。 

2.其他方向：宁波东高速出口出-世纪大道-通途路（北仑方向）—沿

通途路北转进入晶源路—东转进入清逸路。 

3.公交线路：29 路、51路、351 路、509 路、823 路、905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