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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线同标同质”促进联盟

关于邀请三同企业入驻春播平台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更好地帮助三同企业开拓内销市场，三同促进联盟

为企业搭建了国内的商超、电商、餐饮等多种渠道，近日联

盟与春播平台（详细介绍见附件）合作，帮助三同企业入驻

春播。春播平台于 2015 年上线，是一家安心健康食品购买

平台，有 11 大类 3000 多种食材，其中有休闲零食、调味料、

罐头、肉类制品等多种三同产品在其平台上有售。春播平台

认可“三同”理念，希望有更多的三同产品入驻，丰富其产

品品类，提高平台产品品质。联盟也希望借助春播平台来推

广更多的三同产品，扩大“三同”概念和三同产品的知名度。

春播平台对于企业和产品的要求如下：

一、三同企业入驻春播需提供的材料：

1、营业执照、一般纳税人资格证明、开户银行许可证、

食品经营许可证；

2、生产企业的工业生产许可证，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商

品检测报告；

3、三同企业证书。



二、春播对于产品的要求和合作方式：

1、三同企业提供的产品包装上必须有三同产品追溯标

志；

2、产品配料表不能含有防腐剂、人工色素、代可可脂、

人造奶油、植脂末等；

3、账期合作：货到三十天开始对账，每月 25 日为结账

日；

4、物流：企业负担税费和运费，自行运到春播仓库，

春播负责终端配送；

5、电商运营：由春播统一负责；

6、企业可与春播以 OEM 形式合作，企业承担包材印刷

的费用。

三、如有问题，请随时与联盟秘书处联系，联系电话：

010-80470311、80474122，13811388063（微信同号），联系

人：刘静、禇君，邮箱：santong@cnca.gov.cn

附件：1.三同企业入驻春播平台报名表

2.春播平台介绍

2019 年 8 月 12 日



附件 1：

三同企业入驻春播平台报名表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拟进驻产品名称



安心健康食品
购买平台

hhh
ﾴￗￖﾻￎￄﾱﾾ
附件2：春播平台介绍



新鲜的希望
改善食品安全现状，是春播的起点

安心的使命
提供优质健康的食品，是春播使命

家庭的选择
春播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



在食品安全每况愈下的今天，普遍是说的太多，做的太少，这份社会责任是春播的起点

初衷：改善中国食品安全现状

2008年
三鹿奶粉，举国惊动

2009年
毒餐具事件，不了了之

2010年
瘦肉精，仍未根除

2010年
地沟油，已成笑料

“一滴香”事件

植物奶油事件

硫磺姜事件
农药残留超标事件

假鸡蛋事件

化学火锅事件

染色馒头事件

2013年
毒淀粉，食品添加剂

2012年
毒胶囊，悬而未决

2014年
转基因争论，未有公决

2011年
砷超标，产品仍售

“镉大米”

奶粉被曝造假

福喜过期肉

“烂果门”事件



全平台-多渠道购物

春播线上平台：
PC、APP、微信商城、小
程序商城、线下生鲜超市

春播线下平台：春播无锡安心健
康生鲜超市（目前已开设8家）



品类

14大品类 3000种极品美食

在全球范围内为您甄选出优质美食，覆盖家庭所需食材食品用具



选品
原则

安
心

健
康

新
鲜

美
味

春播品控实验室
可追溯的检测机制

全球优选供应商

良心守护大地
生产者联盟

春播自有种植基地

专业仓储与冷链物流
后端服务建设

安心=选品原则+商品标准+硬件设施+检测机制+供应商+后端服务



“春播BEST”以“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
细则》、“国家质监总局”发布的《有机
产品标准》为蓝本制定，农作物、海鲜、
肉蛋等生鲜食材252项农药残留及20项兽
（渔）药残留不检出，5项重金属含量不超
标；包装类食品不含有漂白剂、膨松剂、
着色剂、防腐剂等23个类别2000多种食品
添加剂。

“春播品控”以“国家卫生部”发布的
《GB/T5009.192-2003动物性食品中
克伦特罗残留量的测定》、《GB/T 
5009.199-2003 蔬菜中有机磷和氨基
甲酸酯类农药残留量快速检测》为蓝本
制定，农作物、海鲜、肉蛋等生鲜食材
64项农药残留、12项兽（渔）药残留
及5项重金属含量不超标；包装类食品
不含有12个类别82种食品添加剂。

“春播BEST”及“春播品控”两大标准是所有春播商品的准入证明

建立春播自有商品标准



我们自建符合国家级药品灌装车间环境要求的品控实验室，净化级别达10万级，并配备总价值600万元的日本岛津精密检测仪及专业快检设备，由8
位硕士、学士组成的专业质检团队负责对入库生鲜食材例行“每批次全检“和”仓库计时巡检“，并实时出具检测报告。每一商品均拥有独立ID，

检测结果全程可追溯。

春播品控 LAB 分子级探索只为一份安心

在核心仓储区域建立实验室，由食品安全业内资深人士领头，

运作春播品控实验室



海外直采、供应商定制订单已经成为合作常态

全球寻找优质供应商，建立深度合作

我们和全球近30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及食品行业协会合作，请他们亲荐本国最具代表性的优质食材食品，同时
多位买手亲赴原产地进行全方位考察，为您优选出近500个符合春播标准的顶级食品品牌。

500余品牌商为春播提供3000余极致美食

德国工商大会
大中华区

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 加拿大牛肉国际协会
德国Natuti有机超市 法国猪业联盟 韩国农水产食品

流通公社

澳洲肉类及畜牧业
协会

马来西亚农业部 澳洲Metcash上市百
货巨头

新西兰Foodview食品
出口公司

意大利卡皮耶索
巴拉酒庄

意大利对外贸易
委员会



面对日益恶化的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问题，我们与全国首批158位农业生产者共同建立“良心守护大地生产者联盟”，
遵守“保卫人类健康，保护地球环境”的共同理念，利用有机生产方式守护大地和人类。我们正在不断扩充这个阵营。

目前已有158个联盟成员，为春播用户提供BEST标准的优质商品

被春播认可的这些良心联盟农者，是一群不靠农药、只靠汗水的新农人。

发现和支持中国新农人，建立良心守护大地生产者联盟



春播自有种植基地已通过中国农产品有机认证。在有机栽培蔬菜的种植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有机生产标准，不使用化肥、农药等化
学制剂，同时利用天敌防治、手工捉虫等方式进行植保，遵循自然规律，让植物自然生长。这是对您的健康与地球生态的双重尊重。

每天为春播用户提供叶菜、根茎、茄果、豆类等数十种有机百余种有机蔬菜

互联网企业高管和果蔬专家农场管理者 从土壤到种植方式，全程有机 生态种植系统，智慧防虫

目前已有春播农庄北京密云基地、承德丰宁基地，不仅直供产品，更是农业新技术示范与输出

春播农庄，新时代农业示范基地



自建8000平米专业仓储，配备常温区、冷藏区（2℃、6℃、12℃）及冷冻库（-18℃）5个温区，12间独立
储存空间，满足各类食材保鲜需求。鲜品从采摘到检测、包装到配送至家，采用低温冷链

更出色的仓储物流管理意味着更快速的流通，保证最大限度锁住鲜品的营养成分

自建8000平米5温区专业仓储满足各类食材保鲜需求，全程冷链锁住鲜美不流失

自建仓储，全程冷链确保极致新鲜



美国 Whole Foods 创立于1980年 日本守护大地协会 创立于1975年

该协会旨在通过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透
明、互动的关系，促进双方收益分享和土地
与环境保护。
协会以驱逐农药公害、稳定供应安全农产品
为目标，联合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为消
费者提供健康食材。

春播创立于2014年

有机健康食品超市Whole Foods 提倡的高质
量生活、绿色健康食品和环境保护，专卖的
绿色食品，尽量减少加工处理。Whole 
Foods的创办者坚信“食物链、人类、大地
母亲，交织成精美的良性循环，互相依赖的
共存体”。

安心健康食品购买平台
倡导吃真实的食物
负责任的消费

在美国 在中国 在日本



春播健康福利社
Chunbo Fans Club

粉丝分享与交流的专属领地

超400个全国社群

自2015年12开始建立社群，至今
遍布北京、上海、杭州、南京、苏
州、无锡、常州等地区。

超10万个高粘性用户

根据用户属性分为：亲子、美食、
健康、运动、生活等，各群自然形
成社群意见领袖，群主身份多元，
如：电台主持人、企业高管、高级
营养师等。

线上线下粉丝福利

群内粉丝除了可享受很多社群专属
福利，还有丰富的美食体验，如：
农庄家庭日、仓储&品控实验室开
放日、春播课堂、各国大使馆美食
品鉴会、LIKE市集、春播食育等。

高粘性互动、及时反馈、成倍裂变



多元用户活动，培养家庭情感
春播注重家庭产生的交流，希望能够从儿童抓起，从小培养良好的食育理念安全意识

因此，开展不同类型的体验活动：
线下美食评测会、市集活动、跑团活动、农庄家庭日活动、仓储&品控实验室开放日、食育课等



春播-使馆品鉴会，环球美食之旅

春播与多国驻华使馆密切合作，组织多场专题品鉴会、节日嘉年华
在文化交流、互动中深入了解环球美味及特色文化

春播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着“安心、新鲜、健康、美味”共同理念的合作伙伴，期待将更多环球美食带给中国消费



春播LIKE市集每场约5000+人次参与，40+商家参展
获北京、上海及杭州等地媒体及KOL报道集中关注，相关话题获得春播用户及当地美食、亲子达人朋友圈、社群关注转发

春播LIKE市集
“你的每一次消费，都为你想要的世界投上一票”

（北京站、上海站、杭州站）



春播课堂
巧识好食材，烹饪技巧，营养建议，儿童日常保健……

春播课程汇聚百家，每期与用户分享安心、健康生活秘籍



春播食育
寓教于乐的方式，从食物出发，让孩子了解自然食物的美好，并学会对食物感恩食育

食育，未来家庭必不可少的一种教育



春播国际合作深度合作，部长、使馆、行业协会助力合作



春播全球美食寻味之旅，与全球各国使馆深度合作

为27国驻华使馆家庭提供安心食材



春播全球美食寻味之旅，与全球27国使馆深度合作



春播全球美食寻味之旅，与全球27国使馆深度合作





参与中美食品安全立法学术会议，FDA专家团考察春播

作为由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和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主办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制度中美学术研讨会”的协办单位，
春播深度参与中国食品安全立法学界讨论，将企业在农业
电商食品安全上的运营管理理念和企业发展优势同与会的
中美学界代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法制司领导、美国
FDA领导进行深度交流。



参与中美食品安全立法学术会议，FDA专家团考察春播



参与中美食品安全立法学术会议，FDA专家团考察春播

考察团参观春播5温区大仓 考察团代表体验春播商品打包环节

考察团参观春播农庄 考察团代表在春播农庄享用安心健康午餐



安心 健康

新鲜

About春播·无锡

安心健康生鲜超市

春播

美味



无锡

经济中心城市之一

被环保部授予国家生态市称号

2015-2017年中国百强城市排位名列前茅

日益增长被关注到的食品安全问题

无锡市全国GDP前十的城市

环境优美，人杰地灵





2018年1月5日，春播首家安心健康生鲜超市落地无锡



截止2019年5月，春播已在无锡落地19家安心健康生鲜超市

无锡墨文路店

无锡住友路店

无锡西水东店

无锡玉兰花园店

无锡玺园店

无锡信成道店

无锡万科魅力一期店

无锡万科魅力二期店

无锡保利中央公园店

无锡瑞景道朗诗店

无锡紫金门店

无锡仁和花店

无锡天鹅湖店

无锡春江花园店

无锡龙湖九墅店

无锡五爱家园店



春播作为安心健康食品购买平台，

一直将食品安全作为企业的责任和追求，

希望助力无锡市政府，响应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政策，

促进食品产业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确保无锡人民“舌尖上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