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产业创新发展的中心

FOODPOLIS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The Food IndusTry PromoTIonal agency oF Korea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contens

06	 致辞

07 Ⅰ.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介绍 
08	 	 发展沿革
09 	 概要
10	 	 愿景及经营目标

11 Ⅱ. 国家食品产业园投资及入驻指南
12	 	 国家食品产业园介绍
13	 	 入驻企业现状
14	 	 出售基本条件
14	 	 财政及税收优惠
14	 	 外商投资企业税收减免优惠

15 Ⅲ. 企业支持设施介绍
17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18	 	 食品包装中心
20	 	 食品质量安全中心
22	 	 功能性食品评估中心
24	 	 试验工场
26	 	 食品创业中心
28	 	 调味品产业化中心
30	 	 HMR技术支持中心
31	 	 农食品原料中转供应中心(2021年竣工)
32	 	 功能性食品配方中心(2022年竣工)
33	 	 青年食品创业中心(2023年竣工)
34	 	 功能性原料银行(2023年竣工)

35 Ⅳ. 企业培育及支持项目
36	 	 商务咨询处
37	 	 食品创业基础技术支持
38	 	 青年食品创业实验室
39	 	 人员培养支持
40	 	 人员与营销支持	:	业务发展支持
40	 	 食品企业就业支持
41	 	 物流及营销支持
42	 	 商务平台支持(线上线下食品商店)	
43	 	 专业协调员对接支持(短期技术支持)
44  技术研发支持	:	“韩国食品走向世界”技术支持(中期技术支持)
45	 	 开放式设备共用支持
46	 	 调味品及传统酱类创新发展支持
47	 	 韩国农产品原料信息中转供应支持
48	 	 各区域产学研协议组织技术支持
49	 	 产学研交流合作情况

50	 	 食品企业便利设施
51	 	 来访指南



致辞

各位好!

国家食品产业园持续迎来引领国家食品产业的韩

国朝阳食品企业入驻。产业园通过支持青年创业

和风险企业发展，为拥有丰富创意的青年提供圆

梦想的机会。

产业园凭借世界一流的企业支持设施，通过技术

支持和人力、市场营销、出口、许可等企业定制

型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助其

创造高附加值。

食 品 振 兴 院 致 力 于 将 国 家 食 品 产 业 园 打 造 成

"食品产业创新成长的摇篮"，始终陪伴引领韩国

未来的食品企业。	

谢谢。

理事长				金 荣 宰



The Food IndusTry PromoTIonal agency oF Korea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介绍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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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沿革 2008
2008年12月，公布国家食品产业园建设基本规划

2011
2011年2月，国家食品产业园支援中心成立

2012
2012年7月，	公布国家食品产业园综合计划(总体计划)

2016
2016年09月	国家食品产业园6大企业支持设施竣工

2016年11月	国家食品产业园第一家企业动工建设(BTC)

2014
2014年10月，国家食品产业园支援中心临时研究所成立

2019
2019年02月	国家食品产业园支援中心指定为公共机关
2019年11月	调味品产业化中心开业典礼

2021
2021年03月	HMR技术支持中心开院
2021年04月	指定为首个银发友好产业支援中心

2020
2020年01月	变更机构名称 

国家食品产业园支援中心→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2010
2010年1月，指定《食品产业振兴法》为国家食品产业园建设提供依据

2013
2013年12月	企业支持设施建筑设计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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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目的

•			打造集食品企业、研究所、相关单位于一体的国家食品产业园，提升韩国食品产业的
全球竞争力，带动农渔业发展，发展为东北亚食品市场枢纽。

 设立依据

• 《食品产业振兴法》第十二条之二

 主要职能及作用

•	执行国家食品产业园与食品产业集成相关的政策开发与研究
•	食品专业产业园区建设及管理相关项目
•	对国家食品产业园入驻企业和参与机构提供支持
•	国家食品产业园入驻企业及机关间的互动促进项目
•	盘活国家食品产业园相关研究、对外合作、宣传项目
•	其他由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委托的项目

1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本馆)

2 	食品包装中心

3 	食品质量安全中心

4 	功能性食品评估中心

5 	试验工场

6 	食品创业中心

7 	调味品产业化中心

8 	HMR技术支持中心

9 	功能性食品配方中心(预计2022年竣工)

10 	青年食品创业中心(预计2023年竣工)

11	农产品原材料中转供应中心(预计2021年竣工)

12 	功能性原料银行(预计2023年竣工)

概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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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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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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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食品产业创新发展的中心

通过建设生态系统，支持创业后发展为全球企业

经营目标

愿景及战略目标

16大
战略课题

愿景及经营目标

第一阶段
2020-2021

提早确保与韩国优秀公共机关
同等水平的机关竞争力

新建技术创新装备等基础设施，
确保项目推进专业性及竞争力，
改善经营系统及相关制度等

为盘活国家食品产业园 
强化企业支持力度及扩充基础设施

成果导向型投资招商， 
企业工厂加速开工， 
扩充原材料供应中心及功能性食
品剂型中心等基础设施， 
加强食品风险企业及青年就业力度等

确保韩国首家食品产业
创新公共机关地位

通过提高食品企业技术创新及出
口竞争力等引领食品产业发展，
通过改善国民认知度等确保作为
食品产业创新公共机关地位

第二阶段
2022-2023

第三阶段
2024-2025

培育食品新鲜度
优秀园区

支持食品风险企业及
青年创业企业

支持企业发展及
经营优化

建设新环境
促进食品企业发展

加强境外出口
据点竞争力

开拓韩国国内
销售渠道

建设农食品原材料
中转供应中心

建设并运营
食品信息平台

提供国际水平的
认证服务

迅速应对
未来食品技术趋势

搭建及使用
技术创新网络

支持
精准技术开发

核心
价值

提升未来食品
技术竞争力

盘活食品
创新生态系统

发展为出口渠道
前沿基地

建设可持续的
经营系统

战略
目标

实现社会价值的
运营模式

创造机构
创新成果

实现面向未来的
组织文化

构建新增长动力
创造基础

创新发展未来价值 专业实力 沟通合作



 
国家食品产业园投资及入驻指南 

Ⅱ. 

The Food IndusTry PromoTIonal agency oF Korea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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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产业园介绍

这里是国家食品产业园。

国家食品产业园是一座专业的食品产业园区，旨在围绕研发和出口发展食品产业。
作为韩美自贸协定的后续对策项目，产业园通过食品产业发展和出口扩大，致力于促进韩国农产品消费。
食品振兴院聚集食品企业和研究机构等，将国家食品产业园建设为全球食品市场的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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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企业现状

健康功能食品 辛奇 迷你地瓜健康功能食品 调味品、汤类 健康功能食品 健康功能食品

健康功能食品 肉类加工品 HMR

라라스팜
농 업 회 사 법 인 | 주 식 회 사

大豆加工 半成品净菜 健康功能食品 甜米露

浊酒、马格利酒 盒饭类制造业 糕类地瓜加工 盒饭类制造业 咖啡 健康功能食品

肉类加工品 健康功能食品 肉加工品(家禽类)汤底 HMR 包装 调味紫菜

年轮蛋糕 辛奇 健康功能食品健康功能食品 乳酸菌 咖啡 大米加工食品

紫菜加工	 果蔬腌菜 健康功能食品乳清 水果干	 盒包装 健康功能食品	

酱类 发酵饮料 健康功能食品鸡肉加工食品 辛奇 HMR 芦荟饮料

삼각FMC

健康功能食品 				甜米露等饮料、
调味品

大米加工大蒜加工 水果及奶酪干 咖啡、红参 肉类加工(禽类)

더원푸드

目前已有100多家具有潜力的韩国食品企业、3家研究所、40家食品风险企业入驻营商。(截至2021年4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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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基本条件

 位置 : 全罗北道益山市王宫面一带

 面积 : 2,321,928㎡

 对象行业 : 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及相关行业

 销售价格 : 每坪151,288韩元(每平方米500,128韩元)

 支付条件为订金10%，中期款及尾款可分5年付款(无利息)*
*	如一次性缴纳或预付土地费用时，可追加提供预付折扣优惠(年化2.5%)

 缴纳20%至30%以上土地费用时，可提供70%至80%的抵押贷款。

 提供出售及入驻相关综合咨询服务(1:1咨询)

外商投资企业税收减免优惠

 地方税 : 免征购置税及财产税15年

 入驻条件 : 外商投资比率30%以上

 土地租金减免
• 100%免征 :   产业支持服务业及高新技术相关领域，外商投资金额超过100万美元。
• 减 免 7 5 % :   致力于扩充社会间接资本、调整产业结构或地方自治团体的财政自立等的企业，

同时经外商投资委员会审议后由产业统产资源部长官确定的领域，外商投资
金额超过500万美元。

财政及税收优惠

•	国家食品产业园入驻企业将适用韩国《税收特例限制法》(前3年免征法人税，后2年减免50%)
※	税收特例限制法修订(2019.11.26)

类型 地方投资促进补贴
(国家经费+地方经费)

投资补贴
(地方经费)

税收减免

法人税 地方税

首都地区迁入企业
土地投资30%
设备投资19%* 10亿韩元以上超额的 

10%(全罗北道)+ 
5%(益山市)	以内

免征5年+
后2年减免50%

购置税(1次)+
财产税(5年)

减免75%

新设及增设 设备投资19%*
免征3年+后2年减免50%

(《税收特例现值法》修订案)

投资奖励 雇佣补贴、教育训练补贴、劳动定居补贴等多种奖励

* 地区特性化行业	:	(1012)肉类加工及储藏处理业、(1075)盒饭及餐饮用烹饪食品制造业、(1079)其他食品制造业



 
企业支持设施介绍 

Ⅲ. 

The Food IndusTry PromoTIonal agency oF Korea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The Food IndusTry PromoTIonal agency oF Korea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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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依据韩国《食品产业振兴法》第12条2条设立， 
主要任务是培育和管理国家食品产业园，支持入驻企业及机构运营。

 支持服务
•   从原材料采购到研究、制造、营销、人力供应、出口等，针对入驻企业的产品生产全过程提供支持。
•			通过专业协调员提供定制化支持解决发生在生产流程各个环节的各种问题。

The Food Industry 

Promotional  

agency of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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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装中心

Food Packaging 

center

定制型包装改善支持

•			考虑各家食品企业的产品特性，支持包装
形态、包装结构、包装材料等改善活动

主要设备

•	切绘机、立体打印机等18种

 主要功能及作用设立目的

通过提供食品包装技术
支持，实现高附加值化

认证情况

募集公告

中小食品企业 
填写并提交需要且面 

临困难的技术内容	 
-

面向食品企业

评选

通过专家评价 
(商品化潜力等) 

评选出主题及规模
-

选定评价委员会

签订协议

技术开发计划书
填写及签约

-
食品振兴院、企业

执行及评估课题

执行技术开发， 
并进行结果报告 

及结算报告
-

食品振兴院、企业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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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环境测试

•			根据国际安全运输协会的运输环境实测数据， 
验证产品安全性和包装适当性，并提供优化支持	

流通环境试验设计步骤
需要在各阶段进行确切协商

•	需要在各阶段进行确切协商

主要设备

•   振动复合式环境试验机、 
落下式冲击试验机、 
恒温恒湿试验房等

 咨询 •			食品包装中心	063-720-0630 
packaging@foodpolis.kr

 流通环境试验设计步骤

包装材料材质分析

•   根据KS规格中明示的试验、制作方法，分析包装材料的物理特性
•			根据《食品卫生法》的试验方法，测试、检测分析食品包装材料*

的有害性、安全性。

主要设备

•			氧气透过度、水分透过度、 
万能材料测试机、HPLC、 
GC、LC-MS、GC-MS等

确认流通
环境变量

包装方式 决定数量和方向

内包装方式
		决定隔板、轮廓等的形状、

尺寸

其他条件
决定箱盒尺寸
决定箱盒方式

各流程的
试验项目分析

交通工具
装货高度、托盘尺寸、

确认集装箱尺寸
具体项目、试验项目

  分析实测资料、模拟资料，
决定试验方法

协商试验条件

温度条件
产品硬度确认

(试验)
确认相关标准 编写报告

试验
(分阶段辨别包装适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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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安全中心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center

品质自检分析

•			受难以自理品质分析的企业委托， 
根据《食品卫生法》执行各种品质分析业务

什么是品质自检？
根据《食品卫生法》，由食品制造及加工商
自行确认标准及规格符合与否的检查，
以流通销售食品。

特殊检查及分析

•   《食品卫生法》中用法律规定的	 
原材料及产品相关特殊检查*
*			GMO检查、诺如病毒检查、 

有害物质中残留农药标识检查(营养成分)、 
食品安全管理认证检查等

主要设备

•			GC-FID、LC-PDA、LC-ELSD、LC-	FLD、 
GC-MS/MS、培养器、汞分析器等22种

主要设备

•			RT	-	PCR,	PCR,	全自动核酸蛋白分析仪、
Gel-Doc、生物超净工作台等

 主要功能及作用设立目的

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的
质量管理分析及
安全性检查分析

认证情况

食品等检测机构
第142号

国际公认检测机构
(KT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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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支持(KOLAS)检查及分析

•			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成员国通用检查及分析 
包括KOLAS认证标志，出具国际公认检测机构成绩单*
*	结果单可在约50多个国家通用	

主要设备

•	ICP-MS、ICP-OES、微波炉、自动稀释分装器、培养器等	

(特性化)喜好品质分析 

•			改善产品的喜好度*(异味、异臭)，支持开发符合喜好度的高附
加值产品
*	味道、香味、组织感、颜色等		

主要设备

•			电子鼻、电子舌、 
电子眼、乳密度计等 
20种

 咨询 •			食品质量安全中心	063-720-0610 
safety@foodpolis.kr

 推进流程(喜好品质检查及分析、特殊检查及分析)

 推进流程(试验及检查*、KOLAS检查)

委托申请

设备使用申请单、 
事业者登录证(营业执照)等

-
入驻企业及普通企业等

报价及受理

			提交报价单及受理手续费、 
出具税金计算书(发票)，接受试样及原材料

-
食品振兴院(报价单、税金计算书)

企业(支付手续费)

执行

进行试验分析

-
共用设施设备

通知结果

将成绩单(结果报告)
转达给委托方

-
食品振兴院

1 2 3 4

*	试验检查	:	品质自检、标识检查、食品安全管理认证检查

申请咨询

调查试样特性、分析次数
官能测试等内容 

(如进行官能测试时) 
预先咨询试样发送日期等

-
入驻企业及普通企业等

委托申请

设备使用申请单、 
事业者登录证 
(营业执照)等

-
入驻企业及普通企业等

报价及受理

提交报价单及受理手续费、 
出具税金计算书(发票)， 

接受试样及原材料
-

食品振兴院 
(报价单、税金计算书)

企业(支付手续费)

执行

进行试验分析	

-
共用设施设备

通知结果

将成绩单(结果报告)
转达给委托方

-
食品振兴院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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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食品评估中心

功能性原材料有效性评价(细胞及动物)

•			为注册健康功能食品个别认证原材料及 
确保功能性标识食品开发相关科学数据， 
提供功效评价支持

 主要功能及作用

(特色)功能性食品非临床试验专业机构(GLP)

•	[概要]			注册健康功能食品个别认证原料所
需的安全性评估*

*   《关于健康功能食品功能性原料及标准·规格认证
的规定》第14条

•	[认证情况]	优秀动物实验设施(KELAF,	2019年11月)
•	[认证计划]	

-			国际实验动物管理评估认证(AAALAC-1,	预计2021年12月)
-	非临床试验实施机构(GLP,	预计2021年12月)

人体试验支持

•			根据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原则设
计并支持符合韩国食药处指南的人体试验*
*	合作支持(对接健康功能食品临床试验专业机构)

Functional 

evaluation center

主要设备

•   啮齿类体成分分析仪、啮齿类骨密度测量仪、
薄壁细胞分析仪等33种

设立目的

研究并振兴
功能性食品领域

认证情况

优秀动物实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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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 •			功能性食品评估中心	063-720-0670 
function@foodpolis.kr

 推进流程

招募参与企业

•			项目公告及受理
企业申请

•	确认资格及材料

评选

•			评估执行计划 
(召集评价委员会)

• 最终评选出对象企业

签订协议

•   编写技术开发计划， 
签订协议

•	缴纳自负款	

执行项目

•			直接执行 
(食品振兴院100%)

•			间接执行 
(服务公司100%)

•			直间接执行 
(食品振兴院及
服务公司合作)

项目评估及管理

•			提交中期报告、 
最终报告，

•			进行结果评估 
(召集评价委员会)

•	结算项目费用

后续管理

•			项目结束后进行
后续管理

•	测量项目效果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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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工场

试制品生产支持

•			支持企业使用设备开发试制品、改善工艺等 
生产支持*
*			支持使用最新技术和特化设备生产试制品

委托加工支持

•			支持企业进行多品种少量委托加工*， 
以拓展原材料及试制品市场
*			健康功能食品委托加工生产仅可在GMP指定单

位执行

主要设备

• 超高压灭菌器、粉末灭菌器、喷雾干燥机等75种

 主要功能及作用

Pilot Plant

设立目的

从企业技术开发到试生产， 
再到少量委托加工， 
提供一站式服务

认证情况

优秀健康功能食品制造企业

食品药品安全处

食品安全管理认证

食品药品安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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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术及咨询支持

•	运营生产设备使用技术支持项目*并提供咨询服务
*	出口型试制品制作支持、设备使用支持项目等技术支持项目

设备使用支持案例

 推进流程(试制品生产支持)

项目公告

•   支持标准、范围、 
手续费受理期限、 
项目负责人信息

受理委托(使用)申请

•			与项目负责人协
商推进日程

•   向企业发送报价单
•			受理设施及设备

使用申请

缴纳手续费

•			缴纳反映支持标
准的手续费

•			由食品振兴院出
具税金计算书
(发票)

使用设备

•			处理生产业务 
(设备使用委托方)

•	使用设备执行

确认结果

•   根据设备使用结果， 
由企业受领试样
及试制品

后续管理

•			以项目执行结果
为基础与项目负
责人进行技术咨
询等

1 2 3 4 5 6

 咨询 •			试验工场	063-720-0651 
pilot@foodpolis.kr

 推进流程(委托加工及生产支持)

受理委托申请

•			与项目负责人协商工
艺条件及推进日程

•	向企业发送报价单
•   受理委托加工生产申请

签订委托加工生产协议

•			基于食品振兴院协商
内容签订协议

•			遵守生产、品质等各
种条件

缴纳手续费

•			缴纳根据支持标准计
算的手续费

•			由食品振兴院出具税
金计算书(发票)

执行委托加工生产

•			由生产负责人执行委
托加工生产(如有所
需与委托方合作)

产品交接及后续管理

•			企业受领委托加工生
产产品

• 进行产品相关技术咨询等
•   就项目执行结果与项目

负责人进行技术咨询

1 2 3 4 5

奶酪块
(冻干)

紫苏油
(提取及浓缩)

大麦芽粉
(粉末灭菌)

健康功能食品(药丸)
(压片、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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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创业中心

运营食品专用租赁工厂

•	[概况]	针对食品产业特点建设*运营**食品专用租赁工厂
* 按照HACCP、GMP、ISO22000标准建设租赁工厂，入驻空间将考虑到企业特点，但需自行安装相关设施。
**			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公用事服务(房间自来水、燃气、电、废水处理等)和公用仓库。

•	[设施情况]	共计52间，包括公用仓库、会议室、普通E/V、货用E/V等。

 主要功能及作用

Food Venture 

center

主要设施

设立目的

通过提供租赁空间、研发
技术、支持出口等方式，
针对潜力型中小企业制
定发展带动政策，并利
用融复合食品技术构建
创新支持体系，打造食
品风险创业生态系统。

1楼 共16间

3楼 共18间

2楼 共18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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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企业筛选与发展支持

•	[概况]			主要筛选*国家食品产业园核心战略品种和掌握高端融
复合食品技术的企业，以盘活国家食品产业园。

* 入驻企业审议委员会审议(经营能力、技术实力、效益性)筛选合格企业

•	[入驻情况]			合计52间，39家企业入驻其中48间，另有3间用
于目标项目。

主要功能

入驻企业监测(项目评估)

•	[概况]			食品创业中心评估入驻企业是否如实执行项目计划和
业务成果，以改善经营情况*，集中帮扶优秀企业。

* 按项目检查结果(优秀、一般、欠佳等)开展后续应对工作，激发企业发展动力。	

•	[评估标准]	项目计划推进情况和活动是否符合前期项目计划书等*
*			定量(雇佣、成果、内外联系、财务稳健性)、定性(项目执行、计划可

信度等)、现场检查(诚信经营、设施建设成果等)

推进流程

项目评估实
施通知

食品振兴院

提交评估
资料

入驻企业

现场检查

食品振兴院

综合评价

审议委员会

 咨询 •	食品创业中心	063-720-0567

 推进流程(入驻企业招募及评选)

 推进流程(入驻企业项目评估)

公告及入驻申请

入驻申请方	
→ 

食品振兴院

入驻审查(评选)

审议委员会

入选通知

食品振兴院	
→ 

入选企业

租赁协议

入选企业
↔ 

食品振兴院

签订入驻协议

入选企业	
↔ 

国家食品产业园

构建设施并入驻

入驻企业

1 2 3 4 5 6

项目评估实施通知

食品振兴院

提交评估资料

入驻企业

入驻企业现场检查

食品振兴院

综合评价

审议委员会

结果通知及后续业务

食品振兴院

1 2 3 4 5

建设基础设施
•			建设高科技基础型食

品专用租赁工厂	
•			推动HACCP和GMP 

等认证下沉到机构

产学官
网络

全球创新
企业网络

搭建
入驻企业

网络

持续支持与管理
•			设立三大研发中心，

提供试点工厂设备、
专业人才

•			每年开展创新评估， 
    出台激励政策

筛选入驻企业
•	高端融合食品技术企业
•	五大战略食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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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商品化支持

•   按照需求方要求，支持开展产品开发及商品化 
(制作试制品、委托生产等)

调味品技术支持

•			通过技术支持项目(单独、产学研合作等)，
支持企业开发产品和商业化

主要设备

•	调配罐、旋转式包装机等52种

开发试制品

•	2020年试制品开发案例
 

 主要功能及作用

调味品产业化中心

sauce 

Industrialization 

center

设立目的

通过支持以发酵原料为
基础的调味品产业， 
为未来新增长领域发展
奠定基础。

认证情况

袋装鸡胸肉 牛排调味汁

食品安全管理认证

食品药品安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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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信息化支持

•			建立标准规格及原料相关信息库，致力于调味品配方、市场
等产业信息存档及出口

调味品信息数据库

•	建立配方、食材、添加剂等相关数据库
 

 咨询 •			调味品产业化中心	063-720-0660 
sauce@foodpolis.kr

 推进流程(试制品生产支持)

受理申请

•			协商生产工艺
•	出具报价单
•   受理设施及设备使用申请

缴纳手续费

•			委托企业缴纳设备使
用手续费

•			食品振兴院向委托企
业出具税金计算书

使用设备

•			由委托企业负责生产
•   食品振兴院提供协助，

如设备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等

确认结果

•			生产产品特性分析
(色、味、香等)

•			生产工艺特性分析
(确认改善事项)

后续管理

•			质量及生产工艺相关
改善事项咨询

•   商品化(保质期、品类报
告等)注意事项等咨询

1 2 3 4 5

 推进流程(委托加工及生产支持)

受理申请

•			协商生产工艺
•	协商成品品质规格
•			受理委托生产申请书

签订委托加工生产协议

•			根据与食品振兴院的
协商结果签订协议

•			出具报价单
•			受理委托生产申请

缴纳手续费

•			委托企业缴纳委托生
产手续费

•			食品振兴院向委托企
业出具税金计算书

委托生产

•			委托企业和食品振兴
院合作生产产品

•			委托企业确认产品品
质、包装状态等

结果及后续管理

•			企业受领产品
•	出具质量规格书
•			制造工艺、保质期、

品质改善事项咨询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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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R技术支持中心

hmr Technology 

center

设立目的

帮助国家食品产业园入
驻企业与食品领域企业、 
机构联合研发技术， 
掌握先进HMR产品技术
实力，提高企业竞争力，
发展高附加值HMR项目。

支持非热杀菌技术

•	支持韩国唯一的非热杀菌食品技术商用化
•   研发物理加热杀菌和抗菌剂等化学非热杀菌技术

 主要功能及作用

主要功能

•			等离子杀菌、 
光脉冲磁场杀菌

支持人造肉加工技术

•			掌握以TVP为核心的人造肉加工技术， 
支持产品化

主要功能

•	让肉制品具有组织感

支持智能环保包装技术

•	着重支持后新冠非接触包装技术
•			支持环保包装技术研发，减少包装废弃物

主要功能

•			以PET瓶包装提高回收利
用性，采用基于印刷电
子的智能自动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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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食品原料中转供应中心(2021年竣工)

agri-Food 

distribution 

center

 主要功能及作用

农食品原料贮藏保管

•	建设按温度高低分类管理的物流仓库办公楼，确保能保管各种原料和产品
•	依据品种特点采用分区管理设计
•	利用IT技术建设统一物流系统，提升物流效率

农食品原料中转支持

•	提供各种信息并帮助谈判签约，方便入驻企业在韩采购农畜原料产品
•			按入驻企业特点建立供应商数据库，如农食品原料产品入库形态(原物、预处理)、认证、

配送、成交条件等
•	寻找并维护需求旺盛品种的原料供应商(产地、企业)

传达高附加值信息 

•	中转供应中心向企业提供产品出入库等环节的信息
• 提供有助于企业经营的信息，如原料农产品产地信息、价格信息(批发市场)、收成与消费趋势等

设立目的

建设低温贮藏设施及其
对接供应体系，以全年
稳定中转供应入驻企业
所需的农食品原料。

项目规模

•   总项目费用 : 195亿韩元* 
*	(国家经费100%)

• 项目期间 : 2019~2021年(3年)
• 补贴用途 : 设计费、施工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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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食品配方中心(2022年竣工)

Functional Food 

styling center

研发剂型材料(新剂型与制剂研究)、 
支持生产功能性食品剂型生产、 
建设产学研网络

•	提供功能性食品剂型技术支持
•	帮助小量委托生产液体剂型
•	搭建产学研合作网络
•	帮助评估剂型合理性
•	提供信息和建设枢纽
•	引进海外先进技术

主要设备

•			共计83种，包括液体和果冻剂型生产设备
(条、包、出水嘴、PET瓶等)、包装设备
(纸板包装机等)、剂型稳定性分析设备 
(崩解度检测仪、流变仪等)、剂型研究设备等

 主要功能及作用设立目的

针对中小型功能性食品
企业的剂型相关问题，
建设专业服务设施以提
供服务。

项目规模

•   总项目费用 : 176.4亿韩元* 
*	(国家经费100%)

• 项目期间 : 2019~2022年(4年)
•   补贴用途 : 设计费、施工费、

设备购置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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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食品创业中心(2023年竣工)

young startup 

square

 主要功能及作用

帮助制作试制品

•	打造多品种少量生产定制设备
•	建立“创意-试制品-成品”生产体系

分阶段提供个性化创业支持

•	为食品领域创业提供一条龙服务
•	按“预备-初期-飞跃”阶段开展定制培训
•	从食品振兴院内外安排优秀导师提供支持

构建开发性支持体系

•	在创业中心开设体验空间
•	维护会员关系
•	通过紧密合作扩大支持范围

支持农食品产业共赢合作

•	与相关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机制
•	提振韩国农产品消费

设立目的

为有意在食品领域创业
者建设综合设施空间，
在其创业全程提供各项
服务，如制作试制品、
开展创业培训、提供创
业场所等。

项目规模

•   总项目费用 : 266.44亿韩元* 
*	(国家经费100%)

• 项目期间 : 2020~2023年(4年)
•   补贴用途 : 设计费、施工费、

设备购置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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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原料银行(2023年竣工)

Functional 

Ingredient Bank

功能性原料的标准化和规格化

•			开发功能(指标)成分指定及分析方法， 
用于健康功能性食品个别认证原料注册。

发放国内农食品原料的标准化试样

•			研究功能性成分候选物质，并发放分析完
毕的农食品原料	

主要设备

•	LC	-Q-Tof、GC	-MS、分离提纯设备等

 主要功能及角色建设目的

开发提取自韩国农产品的
功能性食品原料
对接农业和食品产业

项目规模

•			总项目费用 : 150亿韩元* 
*	(国家经费105，地方经费45)

•   项目期间 : 2020~2023年 
(为期4年)

•   补贴用途 : 设计费、建设费、
设备采购费、运营经费等



 
企业培育及支持项目 

Ⅳ. 

The Food IndusTry PromoTIonal agency oF Korea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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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咨询处

 项目目的 • [线下]   食品振兴院下设商务咨询处，以迅速解决企业经营和工厂运营中的困难(法务、会计与税务、
劳务、资金、环节、建筑、安全管理、进出口等十大领域)。

 • [线上]			不再只以KakaoTalk	Plus好友推送业务通知和提醒，用于提供线上信访接待服务， 
及时应对食品振兴院收到的咨询内容。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入驻(购置与风险)企业

 • [支持方式] 
-	(线下)按企业十大困难领域建立资深人才库，安排专家对接，为入驻企业纾困解难。

·			收集困难事项并按领域分类，原则上由相应专家面对面提供咨询服务。
-	(线上)		通过食品振兴院KakaoTalk	Plus好友频道提供扶持项目公告、食品产业热点问题等信息，

并使用聊天机器人提供咨询服务。

 推进流程

 Kakaotalk线上咨询服务流程

 咨询 •	企业支持中心	063-720-0560

发现企业困难

•   通过造访企业、企业来访、
座谈会、固定电话咨询
等方式发现咨询需求。

1

安排专家对接

•   收集困难事项并按领域分类，
安排相应专家对接， 
协调咨询时间。

3

后续管理

•			不定时造访或接待动工
和竣工企业，或通过固
定电话持续进行管理。

5

申请/受理困难

•   入驻企业在《咨询申请书》 

上填写困难事宜， 
通过邮件申请和受理。

2

专家咨询

•   由专家面对面提供咨询，
然后提交咨询结果。

4

点击
“发起聊天”

如提问已获回复或 
   尚未解决，

告知负责人联系方式
   (063-720-0560)。

选择主页菜单
(选择提问)

解决信访

打开KakaoTalk
输入

“韩国食品产业园
振兴院”

查找
KakaoTalk

好友
添加好友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336位好友

国家食品产业园是韩国首个食品产业园区，以研发和出口为导向， 
帮助食品企业创造高附加值。

添加频道发起聊天



37

 项目目的 •	帮助食品领域创业企业进行产品化验证和试制品制作。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食品领域创业企业
* 《中小企业创业支持法》第二条所述的创业者中满足《中小企业基本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小型企业

 • [支持条件]	补贴款	:	企业自负款	=	80	:	20(现金)
*	以入驻企业(创业中心)为准，按累计补贴金额分级提供补贴。

 • [支持内容] 

类型 支持内容

产品化验证

功能性评估
-			为健康功能性食品研发提供技术支持等 

(原料标准化、有效性评估、GLP安全性评估(单次、反复、遗传毒性))。

质量安全 -	帮助开展产品化验证，如试制品质量优化与安全性检查等。

食品包装
-			提供创新包装技术，更加方便消费者使用 

(通用包装、活性或被动包装系统等)。

酱料产业化
-			产品化技术支持(配方开发和试制品制作)与实验生产 

(Test	Bed)等技术支持

试制品制作
试点工厂

-	液体配方(PET、出水嘴、小药瓶、液态条)
-	固体配方(颗粒条、胶囊、打锭)

酱料产业化
-			提取浓缩(高汤、浓缩液)、加热搅拌(酱料)、乳化(调味汁)、蒸馏杀菌
-	包装工艺(PET、玻璃瓶、袋装、封口杯、液态条、散装)

 推进流程

 咨询 •	技术支援处	063-720-0542

食品创业基础技术支持

选出对象企业

•   审查申请书及项目计划、
口头报告后选出对象企业

1

签订协议

•			签订协议 
(食品振兴院-对象企业)

3

编写项目计划

•			通过事先协商制定项目
计划(目标、项目费用、
具体日程等)

2

执行课题

•	中期及最终报告
•	结算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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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食品创业实验室

 项目目的 •			为(预备)青年食品创业者提供制作试制品的机会，通过实力强化教育、投资对接支持等， 
致力于提高商业化成功率，创造青年就业机会。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准备食品领域创业的大学(研究)生、一般青年(满39岁以下)及成立未满5年的食品创业企业

 • [支持期间]	自签约日起4个月(可通过评价选拔优秀团队提供额外支持)

 • [支持内容] 
-	支持试制品制作及测试(空间*，费用**，消费者品评会等)

*	提供开放式厨房设备、空间、会议室等
**	指导费、材料费、交通费、设备使用费、检查分析费等(不能购买资本性物品)

-	开展实力创业、商业化能力强化教育*及指导**支持
*	(教育)	分食品、创业、经营、投资领域进行教育
**	(指导)可对接6个领域(经营、投资、食品等)专家导师团队

-	向结业企业提供后续管理*及投资对接**支持
*	商业化现状管理，举办联谊日活动，对接相关机构支持项目等
**	通过IR路演提供投资对接机会

 推进流程

材料评估(第1次)

1

面试评估(第2次)

3

最终报告

5

集中教育

2

试制品制作支持

4

后续管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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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养支持

 项目目的 •	以食品振兴院基础设施为基础支持线上线下人力培训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食品企业从业人员、准创业人士及求职人员等

 • [支持内容] 

项目领域 项目内容

质量安全 微生物分析及质量分析实务教育(食品工艺分析法等)

功能性评估	 健康功能食品开发相关功能性评价教育

食品包装	 食品包装结构分析及质量分析实务教育

生产领域	 生产管理、生产设备实务及许可运营教育

剂型领域	 剂型开发实务教育(饮料、粉末、颗粒等)

 推进流程

 咨询 •	技术支援处	063-720-0542

招生公告

•			分领域发布公告 
(食品振兴院官网等)

1

开展教育

•			推进理论及实习教育

3

选拔学员

•			根据申请人数及听课人
数等选拔学员

  *   疫情期间，线上线下课程并行

2

颁发结业证

•	颁发结业证
•	满意度调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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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目的 •	支持入驻企业稳定雇佣、创造新工作岗位。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购置及入驻企业(包括风险企业)

 • [支持条件]	(新聘用)录用2021年新增人员(固定员工)后工作时间超过2个月
(稳岗)竣工企业或风险企业通过实习补贴项目获得补贴的员工连续工作12个月以上。

 •	[支持内容]	(雇佣支持)		分新雇用和稳岗提供补贴	 
员工人均1000千韩元/月，最长提供6个月，最多支持20人

<企业设立阶段新聘用补贴限额>

风险及购置企业 开工 竣工第1年 竣工第2年~

最多2名 最多10名 最多15人 最多20人

(聘用匹配)通过联系入驻企业人事负责人及相关机构，确认人力需求进行人力匹配。

 推进流程

 咨询  •	企业招商支援部	063-720-0575

人员与营销支持 : 业务发展支持

食品企业就业支持

项目管理

•	支付补贴
		-			支付工资及确认凭证

材料后支付

5

招募参与企业

•   (招募)通过食品振兴院网站及
综合支持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告

•   (审查)通过审查申请材料评选
参与企业

1

参与企业选拔人员

•   根据评价结果单，按照定
量评价分数顺序选拔。

3

招聘公告

•   (招募)通过食品振兴院网站及
综合支持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告	

•   (审查)通过食品振兴院资格审
查和参与企业面试进行选拔

2

签订协议

•	就业支持协议
		-			参与企业与食品振兴院签订协议
•	签订聘用协议
		-			参与企业与被聘用者签订协议

4

结果报告及结算

•	结果报告
		-			制定人力供需支持方

案时作为基础资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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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购置及入驻企业(包括风险企业)

 • [支持条件]	补贴款	:	企业自负款	=	70	:	30(现金)

 • [支持内容]	每家企业最多提供2次*
*	每次补贴20000千韩元(但电视购物补贴为33000千韩元)

①	上一年度获得2个项目咨询服务的企业→今年可以选择1个咨询项目
②	今年无法选择跟上一年度同样的咨询项目

领域 支持内容

物流
-	物流流程中长期运营战略/质量创新、减少浪费、管理库存、节约物流费用、冷链物流

-	物流IT系统创新、电子商务、提供物流改善方案；物流中心布局改善、设备、转呗等生产效率相关内容

营销

-	SNS营销、线上线下广告、促销活动、电视商务

-	设计、制作用于体验及参观的企业象物

-	产品介绍资料等

销路

-	专利·认证、当地市场流通及消费情况调查、消费者调查

-	买家信用调查、笔译及口译、邀请买家(年均食品进口额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

-	出口咨询、原产地管理咨询

-	参与电视购物节目等

 推进流程

 咨询  •	企业招商支援部	063-720-0564

物流及营销支持

签订协议

•			制定合同及物流营销支
持计划书

•	签订协议

5

招募咨询机构 

•   招募各支持领域的咨询机构	
•			通过资格审查后评选咨

询机构

1

构成联盟

•   组成联盟(企业、咨询机构)
•			制定具体项目计划及共

同准备评选

3

招募申请企业
(2021.1.~2.)

•			发布项目公告及受理企
业申请

• 资格，材料及重复性审核

2

评选

•  	通过举办评选会，评估
各企业的具体项目计划

•			最终选拔对象企业(联盟)

4

执行课题

•	实施项目
•	实施项目中间检查
•	咨询服务最终评价
•	结算项目费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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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一家希望入驻国家食品集群园区的企业

 • [支持条件] ①竣工企业，②在建企业，③购置企业，④入驻风险企业，⑤青年食品创业实验室结业人员

 • [支持内容]	通过运营线上线下食品商店(联合常设商店)支持企业展示、宣传、销售产品。
-			为支持韩国食品产业上下游企业在进军市场初期的困难，构建一站式支持体系。 

(支持主要产品的展示、销售、宣传、配送等)
-			反映非面对面、非接触消费趋势，构建及运营食品企业双向信息共享平台

(BtoB、BtoC)，促进入驻企业开拓销路。

支持领域 支持内容

线下展销厅
(食品商店)

-	在食品振兴院内运营常设商店，支持产品展示、宣传及销售。

在线
平台

BtoB
-			为促进企业质检分享企业及产品信息，运营在线商务平台。
		·			企业·产品信息交流、举办买家视频洽谈会、产品样品咨询、共享食品信息数据库等		 

针对食品企业提供定制型信息交流支持

BtoC
-	运营食品企业专用网上购物商城(FOOD	POLIS)
		·	支持在线商城内展销、直播等在线营销

 • [招募时期及支持期间]	随时

 推进流程

 咨询  •	企业招商支援部	063-720-0563

商务平台支持(线上线下食品商店)	

项目监督和成果推广

•	入驻企业活动评估
•	分析运营成果	
•	推广和宣传主要成果

5

招募及评选运营企业

•			发布公告及受理申请 
(调达厅)

•	确认申请书及审核

1

会员及产品分类

•			按入驻企业及产品类别
进行分类

•			在平台(B2B、B2C)进行
产品分类

3

招募及批准入驻企业

• 发布公告及受理入驻申请
•	确认申请书及审核资格
•			最终选定入驻企业及赋

予资格

2

运营支持

•   运营线上线下商务平台
•	咨询(介绍买家)支持
•	支持促销活动

4

最终报告·后续管理

•	最终报告
•	结算项目费用
•	成果监测·管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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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目的 •	对接专业协调员，为企业纾困解难。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购置与入驻企业(含创业中心)、投资潜力型企业

 • [支持条件] 
-	补贴款	:	企业自负款*	=	80	:	20(现金)

*	以入驻企业(创业中心)为准，按累计补贴金额分级提供补贴。

-	第一顺位为竣工企业和上年度未补贴企业，第二顺位为动工企业和创业中心，第三顺位为购置企业。

 • [支持内容] 

类型 支持内容

优化包装
包装设计、材质研究、设计开发等*

*	避免提供单纯的设计支持

技术咨询 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课题规划、国际质量认证等

设施认证

HACCP概念设计、有机加工、传统食品认证

HACCP认证咨询
小规模

常规

FSSC22000,	ISO22000

GMP概念设计

GMP认证咨询

智能工厂(HACCP)

 推进流程

 咨询 •	技术支援处	063-720-0542

专业协调员对接支持(短期技术支持)

与专业执行商事先协商

•   对接企业和专业执行商，
经协商后填写项目申请书 
(协商目标、项目费用、
具体日程等)

1

签订协议

•			签订协议(食品振兴院-
专业执行商-对象企业)
及缴纳企业自负款

3

选出对象企业

•			审查材料(申请书及项目
计划)及口头报告后选出
对象企业

2

进行咨询

•	中期及最终报告 
•	结算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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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目的 •	利用食品振兴院基础设施(人才、设备、设施等)为食品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购置与入驻企业(含创业中心)、韩国中小或中坚食品企业

 • [支持条件] 
-	补贴款	:	企业自负款*	=	80	:	20(现金)

*	以入驻企业(创业中心)为准，按累计补贴金额分级提供补贴。

-	优先为购置与入驻企业提供支持。

 • [支持内容] 

领域 单位项目 支持内容

韩国食品走
向世界

配方优化与消费
者调查

优化配方并开展消费者调查，以研发加工食品技术。

功能性食品
开展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估，以注册健康功能性食

品单独认证原料，研发功能性标示食品。

原料标准化

功效评估

GLP毒性

包装优化研发 包装与结构设计、材料研究、环保包装咨询等

一站式商品化 健康功能性食品、酱料和其他加工食品的生产工艺标准化，以及试制品制作等

 推进流程

 咨询 •	技术支援处	063-720-0542

技术研发支持 : “韩国食品走向世界” 
技术支持(中期技术支持)

选出对象企业

•   审查申请书及项目计划、
口头报告后选出对象企业

1

签订协议

•			签订协议 
(食品振兴院-对象企业)

3

编写项目计划

•			制定项目计划 
(目标、项目费用、具体
日程等)

2

执行课题

•	中期及最终报告
•	结算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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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设备共用支持

 项目目的 •	帮助入驻企业和食品相关机构能共用技术支持设备和生产设施。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入驻与购置企业、韩国中小企业、预备创业者等

 • [支持标准] 

类型
补贴上限额*(千韩元) 企业成单率(%)

入驻企业 创业中心 入驻企业、创业中心 非入驻企业**

共用技术支持设备 20,000 15,000 20 50

共用生产设备 25,000 20,000 20 50

*	入驻企业(含创业中心)补贴额度耗尽时，研究是否追加补贴(最高10000千韩元)。
**	针对食品相关中小企业、创业与风险企业、预备创业者(创业支持项目等证明文件)。

 •	[支持内容]

支持内容 经办部门

试验与分析 		技术支持部安排共用技术支持设备，提供分析支持。 质量安全、包装、功能性评估

试制品生产 		帮助利用生产设备，推动试验生产和产品化。 试点工厂、酱料产业化中心

 推进流程

 咨询 •	总机	1666-0204	 •	试验工场组	pilot@foodpolis.kr

	 •	品质安全组	safety@foodpolis.kr	 •	调味品产业化组	sauce@foodpolis.kr

	 •	功能性评估支援组	function@foodpolis.kr	 •	功能性配方	style@foodpolis.kr

	 •	食品包装组	packaging@foodpolis.kr	 •	HMR商业化组	hmr@foodpolis.kr	

申请项目

•			提交分析委托
书和营业执照

1

缴纳手续费

•			计算报价、 
缴纳企业自负款

2

受理试料

•			交付试料

3

展开分析

•   利用设备进行分析

4

出具检测报告

• 确认到账后出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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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及传统酱类创新发展支持

 项目目的  •			通过确保酱料、传统发酵食品企业的产品开发技术力，支持新产品开发能力，强化企业竞争力，
扩大销售。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购置及入驻企业(包括风险公司)，韩国中小、中坚食品领域企业

 • [支持条件]	补贴款	:	企业自负款	=	75	:	25(现货20，现金5)

 • [支持内容] 

支持领域 支持内容

支持使用调味品及
传统酱类商品化

-	通过配方开发、生产工艺标准化，实现调味产品商品化(开发试制品)
		·	制造工艺[萃取·浓缩(肉汤、精华)、热·搅拌(调味品)、乳化(调味汁)、蒸馏杀菌]
		·	包装工艺[PET、玻璃瓶、包装袋、杯封口机,	液体条形包装,	散装]

开发新一代 
基础技术	

-	(未来潜力食品)	开发可适用于未来潜力食品的原材料相关调味品
-	(开发发酵酱料)	利用传统酱类开发原材料化调味品
-	(开发调味品材料)	使用韩国产农产品(地区特产)加工开发调味品原料及其应用产品
-	(开发核心技术)			通过挖掘发酵原料前处理、杀菌技术、有害物质管理等有关调味品

的核心技术，构建技术基础及实现商品化。

 推进流程

 咨询 •	技术支援处	063-720-0542

选出对象企业

•   审查申请书及项目计划、
口头报告后选出对象企业

1

签订协议

•			签订协议 
(食品振兴院-对象企业)

3

编写项目计划

•			通过事先协商制定项目
计划(目标、项目费用、
具体日程等)

2

执行课题

•			中期及最终报告
•	结算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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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农产品原料信息中转供应支持

 项目目的 •			当入驻企业请求中转原料信息时，食品振兴院将入驻企业所需品种、数量、价格等信息传达给
地方自治团体/农协，筛选出匹配的生产者信息后，将生产者及原料相关信息转达给入驻企业，
支持入驻企业确保所需原料，扮演原料相关"信息中转"作用。

 推进流程 

 咨询  •	原材料中转供应组	063-720-0552

2  
企业请求信息中转

1  
生产者信息中转请求

5  
生产者信息中转

4  
转达生产者信息

食品振兴院原料信息中转

3  
筛选合适的生产者信息

产地(生产者)

入驻企业
食品振兴院

(中转供应中心)

地方自治团体/
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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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产学研协议组织技术支持

 项目目的 •	通过不同区域的产学研协议组织，加强企业的技术开发、生产、商业化、市场化竞争力

 项目概要 •	[支持对象]	各区域产学研协议组织(企业、大学、地方自治团体研究所等)

 • [详细内容] 
-	组织产学研协议组织	:	各区域未来潜力食品特色领域

·	协议组织构成	:			由与特色领域相关的企业、大学、研究所、支持机构、相关服务企业等成员
单位组成。

-	产学研网络	:			为实现共同目标，通过各种研讨会、研讨会、论坛、培训等活动，发掘共同合
作课题并开展合作，支持企业全周期活动。

分类 网络互动类型

网络互动

-	技术研讨会、研讨会、会议、论坛、联合培训

-	挖掘共同课题，运营策划、工作小组等项目活动

-	政策及项目说明会

-	各地区、各区域协议组织大会

-	协议组织运营项目	:	共同合作技术支持

<共同合作技术支持>

分类 支持计划 支持内容

产学研协议组织运营项目

试制品制作 试制品制作设备等

现场定制型教育训练 员工教育支持(单纯教育除外)

R&BD策划咨询 R&BD课题策划费用

 推进流程

 咨询 •	技术支援处	063-720-0542

招募协议组织

•			发布项目公告及受理企
业及机构申请

1

签订协议

•   签订协议并运营协议组织

3

后续管理

•   项目费用结算及成果监测

5

选出对象企业

•			审查材料及口头报告后
选出对象企业

2

执行项目

•   中期报告(检查)及最终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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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交流合作情况

   国家食品产业园国际会议

 DLG国际食品品评会   •	2019年9月25日~26日举办(韩国首次) 
•	拥有130年历史的世界最大规模食品质量竞赛 
•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韩国肉加工协会、德国农业协会联合主办

 与国际研究机构积极    •	与13个国家*28家机构签订谅解备忘录(MOU)

开展交流活动

*	13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瑞典、比利时、葡萄牙、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

第一届国际会议		2.21
食品产业的未来和食品融合化

第二届国际会议		11.14
助国内食品企业进军全球食品

市场的食品集群作用

第三届国际会议		5.15
2020全球食品市场展望

第四届国际会议		11.14
食品产业变革期!	 

创新和创造性挑战

第五届国际会议		11.17
全球食品实用化研发技术

2016国家食品产业园技术论坛		11.3
创新食品实用化技术

11.15	 第七届国际会议
	 面向消费者的食品饮料高新科技

10.30	 第八届国际会议
	 “食”，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HMR到3D食品”

11.27	 第二届第四次工业革命国际研讨会
	 		食品产业相关第四次工业革命和

各国适用案例

6.25	 第九届国际会议
   食品的味道!	国家食品产业园提问,	

世界回答

7.	15	 第十届国际会议
 应对新冠疫情的健康食品市场战略

20
13

20
14

20
15

20
12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20
20

美国纳帕谷

日本

中国

法国

德国

葡萄牙

荷兰食品谷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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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企业便利设施

 场地外租 • [适用对象]	食品产业园入驻企业、国家机关及地方自治团体、公共机关等

 • [运营时间]	工作日	:	09:00~18:00

 • [租赁咨询]	063-720-0531

 沟通仓库 • 新冠疫情促使非接触办公需求增加，为积极响应韩国政府的“数字新政”政策，在食品振兴院1楼 
	 	 	“沟通仓库”设立视频会议室。

 •			食品振兴院视频会议室采用最新视频会议系统和大尺寸屏幕，支持召开多人会议(最多7人)，
可广泛用于海外出口会议和线上咨询等。

 • [咨询电话]	063-720-0531

 便利店 •   农协Hanaro超市的便利店品牌“Hanaro迷你”进驻食品振兴院本馆1楼，总面积约为60坪(200㎡)，
由益山园艺农协直营。

 •			便利性门店贴近劳动者，出售每日配送的新鲜食品和方便食品(HMR)、生活用品、文具产品，
同时配备咖啡厅便利设施，对国家食品产业园入驻企业员工和访客十分友好亲切。

	 		-	咖啡厅便利设施
	 		-	鞋垫服务
	 		-	商务区(ZONE)
	 		-	代发快递服务
	 		-	方便面冲泡机

会议室(小) 会议室(中)

国际会议室 多功能厅

会议室(大)



来访指南

 自驾车(导航)
①	用导航搜索道路名地址“国家食品路100”
②	参考园区内振兴院指示路标进入本馆后侧停车场

 公共汽车
①	益山KTX站，益山公用客运站前
		-	乘坐555路坐席巴士(站前.北部市场.金马.峰洞.金马.北部市场.站前)(大韩通运)
		-	在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入口下车
②	全州巴士客运站
		-	乘坐554路一般巴士(全州家庭乐园.可雅路二期)(金岩一洞事务所)
		-	在凤西小学和可雅路公寓车站下车
		-	换乘555路(站前.北部市场.金马.峰洞.金马.北部市场.站前)(凤西小学和可雅路公寓)
		-	在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入口下车

 出租车
①	在益山KTX站或客运站打车到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约需30分钟

全罗北道益山市王宫面国家食品路100号(54576)



韩国食品产业园振兴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