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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视角
纽伦堡 2016 国际有机博览会（BIOFACH） 现场直击
2016 年 2 月 10 -13 日，第二十七届国际有机博览会 （BIOFACH） 在德国纽伦堡举办，这个全

球规模最大的有机展会吸引了来自 9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44 家展商，其中中国参展商 37 家。

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 （OFDC） 在纽伦堡国际展览中心 1 号展厅 407 号展位与意大利知

名有机认证机构 BAC 联合参展。

有机食品之我见
由于市场需求旺盛，有机农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增长率远超常规农产

品。但与此同时，对于有机农业和有机农产品的质疑声从未停止。

特别呈现
编者按

有机 3.0 时代，你准备好了吗？

IFOAM 国际有机联盟是有机运动的全球性组织，于 1977 年在瑞士召开了其第一届全球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伊娃·巴尔芙夫人 （Lady Eve Balfour） 发表了讲话，告诫不要过于严格地执着于

一套有限的规则。

行业风向标
OFDC联合业内机构发起成立“有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OFDC参加2016年德国纽伦堡国际有机食品展

OFDC举办第十一届检查员交流培训会议

OFDC推动印江县有机产业发展

有机情报站
13 张图读懂美国有机农业

土壤有机质提升对作物增产贡献率近一成

长期以来，我国习惯藏粮于仓、藏粮于民、以丰补歉。然而，耕地占补质量严重失衡，耕地总体质

量下降已经成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障碍。对此，社会对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聚焦到该战略。

新研究报告证实有机与非有机方式生产的乳制品和肉类有明显的营养差别

英国营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报告表明，有机乳制品和肉含有的有益ω-3 脂肪酸比非有

机产品高出约 50%。

有机生产TIPS
有机农业病虫害综合防治 （上部） 

有机与环保
高吉喜委员：中国环保正从“吃药”走向“保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５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

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走进德国的有机世界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目前，80% 以上的德国人在购买物品时首选考虑“有机”因素。

市场瞭望所
2015 年国际有机产品市场持续增长

对有机行业来说，2015 年是不错的一年：德国、欧洲和国际市场的有机产品生产者和批发零售

者的销售额都取得了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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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时代》由环境保护部有机食

品发展中心（OFDC-MEP）主办，是我

国第一份专门以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

为主题的内部通讯类刊物，每季度一

期，每年四期。

1997 年创刊以来，本刊对推动我国的

有机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颇

受业内外人士的广泛欢迎。

《有机食品时代》主要报道国内外有机

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有机农业、有机

加工和有机贸易等方面的经验，有机

农业生产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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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年2月10 - 13日，第二十七

届国际有机博览会（BIOFACH）

在德国纽伦堡举办，这个全球

规模最大的有机展会吸引了来自90个

国家和地区的2544家展商，其中中国参

展商37家。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

（OFDC）在纽伦堡国际展览中心1号展

厅407号展位与意大利知名有机认证机

构BAC联合参展。

（一）
2月9日，也就是BIOFACH开始的前

一天，IFOAM国际有机联盟（IFOAM-OI）

召开I F OA M - O I行动小组与I FOAM自

纽伦堡 2016 国际有机博览会
（BIOFACH） 现场直击

撰文 / 周泽江    图片 / 周泽江

发组织的研讨会。参加这个会议的有

IFOAM-OI欧盟、IFOAM-OI亚洲、俄罗

斯、伊朗、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代

表、IFOAM-OI技术信息平台 ( T I P I )、

IFOAM-OI有机水产小组和IFOAM-OI

有机种子小组负责人等。会议针对有

机3.0和转基因等议题，尤其是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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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如下六大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1. 

通过创新吸引更多的农民选择有机；2. 

地方和区域性的实践改进；3. 通过多

种方式来保证诚信；4. 与世界其他可持

续性组织的联合；5. 从农场到最后成

品的整体保障；6. 追求真正的价值和

公平的价格。

IFOAM-OI将会对这次会议的讨论

结果进行整理，并出台一份关于有机

3.0时代六大方面的具体分析和展望的

文件。当前有机3.0时代才刚刚起步，可

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大量有关

有机3.0时代的研讨文章和实践经验。

（二）
2月10日下午，国际有机农业研究所

（FiBL）和IFOAM-OI联合举办了《2016

年世界有机农业统计年鉴》发布会。据

统计，截止到2014年底，全球有机生产

者人数约230万，有机耕地面积达4370

万公顷，比上次调查（2013年数据）增

长了近50万公顷，澳大利亚以1720万公

顷名列第一，阿根廷以310万公顷位居

第二，名列第三的美国是220万公顷，中

国则以190万公顷名列第四。2014年全

球有机食品市场销售额突破800亿美元

（按当年汇率折算为602亿欧元），美

国凭借271亿欧元的销售额领先全球市

场，其次是德国79亿欧元、法国48亿欧

元、中国37亿欧元。中国在有机认证的

农地面积和有机产品的销售额两方面

都已经名列世界第四，在国际有机界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继续发挥这

一作用，继续扩大中国在世界有机事业

中的影响，树立中国有机事业的正面形

象，是我们中国有机界每一个人都需要

认真考虑和实践的。

（三）
2月10日，I F OA M - O I第十期O L C

（Organic Leadership Course，有机领

英培训班）结业典礼在BIOFACH展馆

举办。OLC是IFOAM的有机学院培训项

目，专门培训来自世界各国有机界的骨

干。培训内容从有机农业的理念、原则

到组织方式、领导艺术，从参与式保障

体系（PGS）、社区互助农业（CSA）到认

证、认可、检查，从有机农业的标准、政

策、法规到小农户有机农业的组织，从

区域合作到国际协调，内容十分丰富。这

种培训是参与式的，学员们在培训班学

到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充分交流的机

会。一个完整的培训班一般分为两期，第

一期大约两周，第二期大约一周。第一

期为基础课程，覆盖有机农业的基本知

识，然后每个学员针对某一个问题或某

一项内容制定自己的有机发展行动计

划纲要；到过了半年左右举办第二期时

每个学员都会向大家介绍自己详细的行

动计划，由学员和培训教师对计划进行

评论并提出建议。IFOAM-OI正在考虑在

中国和世界华语地区举办用中文讲课的

OLC培训班，可以使更多的有机界骨干

从中受益。

（四）
2月11日，IFOAM-OI召开另一个研

讨会 “对有机农业的有效支持政策

的全球研究和工具开发研讨会”。这是

IFOAM-OI主持的一个课题，课题组从有

机农业运动和有机农业专家那里收集了

大量信息，研究世界各地对有机农业发

展的支持政策以及支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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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IFOAM-OI发布了它的“政

府有机监管工具包”（Organic regulation 

too lk i t  fo r  gove rnment s）。2016年

打算发布“政府有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

包”（Toolkit for governments on policies 

to support organic agriculture），为各国

政府制定政策法规提供帮助。此外还有

针对太平洋地区和非洲地区制定的不同

工具包。现在太平洋岛国已经有一个共

同的联合标准，东部非洲地区也有了一

个联合的标准，在有了统一标准和适应

性比较强的工具包以后，这些地区的政

府就可以比较快和比较切合实际地制定

有机产业的相关政策。

2017年开始，这些工具包将要作为

推广有机农业的最基本的工具向世界各

地推广。这将节约各国政府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而且有利于全球的和谐发展、共

同发展、合作发展。

（五）
去年和今年，组委会都组织了有机

新产品比赛。这不仅是比赛新产品，实

际上也在比赛新产品的包装。赛场摆

放着参展方提供的各种产品，每个产品

都有编号，进去看的人都拿着一份打分

表，然后给产品打分，最后投票选出最

佳新产品。这也是展会的一项工作。这

种做法增强了广大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

参与机会，既是对有机产品生产企业也

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压力，值得其他

有机展会参考。

（六）
展会最后一天，每个展位都会收到

一张通知单。通知上的第一条就是不许

卖产品，你可以送，但不能卖。另外，最

后一天的下午5点之前不允许撤展，明

显提前撤展的要罚款1200欧元，如果不

缴罚款，则取消今后参展的资格。中国

的展会最后一天往往是市民开放日，而

许多市民参观的目的只是买产品。对参

展商来说，在展会上卖产品不应该是他

们的目的，卖产品多了，往往会冲淡展

会的主题，而且往往会影响展会最后一

天的效果和形象。历年来的BIOFACH

展会最后一天管理得都比较规范，提前

撤展的很少，有些甚至还延迟撤展。今

年有了这样的通知后，提前撤展的展位

更少了。去年参加展会的中国展商有部

分提前撤展的，受到了展会公司的批评

和警告，今年有的中国参展商因为回程

机票已经买好，就临时请中国在德国的

留学生给他们守展位，坚持到最后才撤

展。BIOFACH展会每天闭馆都很晚，有

两天在下午5点后还鼓励各展位开展丰

富多彩的交流活动，这样的活动甚至可

以持续到晚上7点之后。我想，我们中国

的展会公司是否也可以参照一下这样的

做法呢？

（七）
这次展会上，中国展位出现了大量

的枸杞产品，37家中国参展商中估计

有十几家生产枸杞。目前中国的枸杞在

国内尚不允许认证，所以大量枸杞做了

美国、欧盟、日本或其他的国际标准认

证，出现在国际展会上。我担心这种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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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的情况对销售我们的有机枸杞可能

会有不利影响，产品价格就被压得较

低。而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我们国内

禁止有机认证的枸杞在国外却很受欢

迎。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情况使我感

到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有机枸杞认证在

国内开禁的可能。因为风险大而一味去

堵，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当然，有机枸

杞的生产者和技术人员要齐心合作，让

有机枸杞的生产技术有一个决定性的

突破。

（八）
BIOFACH中我们中国展位的布展

有个普遍问题，文字很多，排版很满，对

参观者没有吸引力。展位的设计和布置

应当强调简明、清爽、夺人眼目，让人

看了一目了然。比如塞尔维亚的一个展

位，没有很复杂的展板，就是“塞尔维

亚有机”几个字，下面是一张大大的图

片，上面只有青翠欲滴和丰润饱满的各

类水果，没有一个文字，但参观者一看

就知道这是有机水果的生产者。如果

你对有机水果感兴趣，再去看具体陈列

的产品和宣传材料就行了。再比如有些

著名的认证机构的展位也只有简单几个

字，有一个认证机构的背景图片上显示

的是农民粗糙的手和各种农作物，这就

是在宣传他们认证是为农民服务的，是

关爱农民、注重公平的。这些都是值得

我们中国参展商多学习的。

（九）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四川省成都市

蒲江县的副县长带团参观展会，考察德

国、瑞士的有机农业，还拜访了IFOAM

国际有机联盟(IFOAM-OI)和瑞士有机

农业研究所（FiBL）。这是首次由中国

地方政府出面直接与IFOAM-OI和FiBL

寻求合作，可以说当地政府是很有想法

和眼光的，这种合作也是很有前景的。该

团的出访在较短时间内就获得了上级主

管部门的批准，也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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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反映出地方政府对发展有机产

业的充分重视。

（十）
2017年11月，第十九届世界有机大

会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有机3.0将作

为该次大会的一项主要交流内容，以推

动世界有机事业向新的阶段发展。所以

IFOAM在这次展会期间特地向大家推

介了2017年印度新德里世界有机大会。

大会的印度主办方对大会有一个

新的设想，就是让世界各地的农民来发

言，让200多位农民参会。以往的世界

有机大会实际上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企

业家在唱主角，农民由于语言不通、经

济能力有限等因素，很少来参加，更少

有能在世界大会上发声的，但这次大会

将让各国的农民用本国的语言发言，他

们的发言内容由组委会提前翻译成十

几种文字放进PPT。这次的世界大会

要从这方面考虑，增加农民发声的渠

道，显示他们的力量。

大会很快会开始征集论文，这是一

个向世界展示中国有机界实力的很好机

会，希望国内有机界能够积极参与，更

多地发出中国的声音，介绍中国的经

验，增强国际交流。我们中国有很多的

CSA，有很多从事有机农业的小农户组

织，也有很多实实在在做有机的企业，有

很多典型案例可以介绍。专家当然要多

投稿，但希望更多农民和企业家也来参

加。也希望专家和有责任心的公司为一

些农民提供帮助。尤其是和农民合作的

公司，除了自己派人去参会，是否也能够

资助一两个农民参会，并在会上发声。中

国是有机耕地面积和销售额都排世界第

四的国家，在世界有机界中的地位比较

突出。世界各国对我们这么大的潜在有

机市场也十分关注，因此更多地发出中

国的声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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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之我见
撰文 / 汪云岗

由
于市场需求旺盛，有机农产品在世界范

围内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增长

率远超常规农产品。但与此同时，对于

有机农业和有机农产品的质疑声从未停止。这些质

疑不仅来自媒体，也来自普通民众、政府官员甚至

科学界。这一方面是有机产品的高价格带来投机行

为，导致市场存在假冒伪劣，有机产业自身也存在

一些不足，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由于公众对有机农

业和农产品的理解存在一些误区。

有机农产品范围广泛，鉴于社会关注焦点在有

机食品，本文仅就对有机食品的误解进行分析。其

一是，认为有机食品是金字塔顶端的健康安全食

品。其二是，认为有机食品对基地环境的要求特别

苛刻，完全无污染，不适合在一般地区尤其是工业

发达地区发展。其三，认为有机农业无法解决病虫

害问题。其四，认为有机食品生产成本高，产出低。从

上述的一些观念出发，进而认为推广有机农业不可

行，或者有机食品是贵族食品，只能小规模开发。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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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上述观念一方面误导有机从业者的开发思

路，一方面影响消费者和决策者对于有机食品的接

受度，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有机产业的发展。

产生上述误解的原因在于对有机农业的概念

和内涵缺乏了解。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的概念虽然

深度挖掘可以追溯到在中国的根，但严格来讲是舶

来品，在90年代初才进入我国，至今也不过20多年

的历史。我国最早参与有机食品开发的是一批贸易

商，开发模式主要是“公司+农户”的形式，即由贸

易公司（多数是外贸公司或直接从事出口业务的食

品加工企业）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农户在公司的

指导下按有机方式生产，公司包销产品。但是这种

模式是在市场驱动下产生的，是以产品为导向的，尤

其是出口市场。在这种模式下，农民不是有机农业

的主导力量，这导致我国有机农业不是生产者自发

的农业改良运动，发展根基不深。而在有机农业的

发源地欧洲，有机农业的概念是从农民和哲学家、科

学家那里形成的，是源于施用化学肥料导致土壤固

有生产力下降的直观感受，在有机农业的发展过程

中一直十分注重土壤和农田生态系统的健康，提供

安全健康的食品只是健康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必然

产物。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国内对有机食品的理解出

现误区也是自然。笔者对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有如

下观点。

一、食品安全并非有机食品独有的特征
由于在常规生产体系中，使用化学农药已成为

控制病虫草害的常规方法，由于使用不当，食品易

受到农药污染，蔬菜、大米和畜产品农残、兽残超

标的报道也屡见不鲜，食物中毒的事故时有发生。而

且近年来中国大量进口存在争议的转基因产品，如

大豆和玉米。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状况极端忧虑，而

有机食品生产由于不使用化肥、化学农药、转基因

生物，其产品一般来说没有化学农药残留，也不是

转基因，恰好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收到市场热捧。

但是食品安全是有机农业不可承受之重，一方

面有机农业所占比例较低，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还

得依靠提升整体环境质量，强化常规农产品生产的

监管。另一方面，过于渲染有机食品的安全性，有可

能弱化对有机农业其他特性的关注，从而使有机农

业的生存之路狭窄化。

二、有机食品对产地环境的要求不是特别高
无公害食品标准体系和绿色食品标准体系

中，均规定了产地环境要求。在大多数人的印象

中，有机食品是更高档次的食品，它对基地环境的

要求自然更高。但是，翻阅各国的有机食品标准或

法规，并没有条款规定有机食品产地的环境质量。我

国有机产品标准虽然规定了农田土壤、灌溉水和空

气质量标准，但并不比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的

标准更严格。这决不是偶然的。有机农业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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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依赖化肥、农药等外部投入的常规农业生产方式

转换到有机农业体系，促进农业生产体系的物质和

能量内部循环，提高土壤和作物的健康水平，改善

农民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如果有机农业

只能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开发，有机农业的门槛就太

高了，有机食品就真的成了贵族食品。

其实，有机产品标准对农田土壤、灌溉水和空

气质量的标准，也是常规农业生产应达到的要求。不

能因为部分污染农田仍在生产，农业环境污染就是

理所当然的。农业环境污染的状况必须改变，而不

是仅仅对有机农业的环境提出要求。事实上，有机

农业通过在生产过程中摈弃化学肥料和农药、开展

农业废弃物质的利用、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比常规

农业更有效地改善了农田环境质量。

三、有机农业可以解决病虫害问题
首先，化学农药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病虫害问

题。实践已经证明，在人类疾病防治和农业生产中

试图将疾病和害虫彻底消灭的病虫害防治原则已经

失败。第一，化学防治导致病虫产生抗药性。长期

在农田中使用同一种或同一类的农药防治一种病

虫，则该种病虫种群会对这类农药逐渐适应，而产

生抗性，为了杀灭害虫，只好增加用药剂量，从而导

致恶性循环。其二，化学防治导致害虫的再猖獗问

题。“见虫就治”，并且“彻底消灭”，这样的施药方

法，使害虫的天敌因缺乏食料，种群密度也随之下

降。害虫由于失去天敌的自然控制，出现了病虫种

群的再猖獗。

其次，有机农业的病虫害防治原则不是彻底消

灭病虫害，而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将其控制在不

致造成危害的经济水平，而且需要采取综合的、预

防性的措施，必须从种植结构、品种选择、土壤培

肥、农田生态环境管护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使用植

保产品是最后的手段。植保产品当然也是必要的手

段，有机标准列出了可以使用的植保产品，包含植

物来源的、微生物来源的、矿物来源的，并非绝对不

使用投入品。但如果仅仅只是依靠植保产品，见虫

施药，没有综合配套的措施，那不是有机农业。大

量研究和实践证明，有机农业可以解决病虫害问

题，但是必须借助先进的生态学和农业科技，而不

是单纯回归古老传统。

四、有机农业生产并非一定是成本高、产出低
通常认为有机农业要投入较多的人力，花钱购

买较为昂贵的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同时有机作物

的产量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这里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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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理解问题。确实，在转换初期，由于长期以

来化学肥料，和农药，农田土壤和生物缺乏应有的

活力，农田生态系统尚未形成良性循环，需要一定

的外部投入，来对土壤进行改良，提高土壤生物活

性；与此同时生产者对有机农业的原则缺乏认识，没

有认识到土壤的生产潜力，仍然存在依赖外部投入

的思想。这些导致转换初期的投入较高，但是随着

土壤活力和农田生态系统的恢复，生产成本会逐步

降低。美国罗戴尔有机农业研究所的长期试验证

实，有机农业的产量不低于常规农业，而且对于极

端气候如干旱和雨涝有更强的适应能力。现阶段我

国有机农业产量偏低的现状是因为有机农业在我

国发展历史不长，有机农业技术推广和普及不够，同

时有机农业技术研究投入严重不足。

其次，要正确认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虽然

有机农业初期的产量可能偏低，但是它经济价值

较高。另一方面，常规农业在计算生产成本时忽视

了它的环境代价，即它的外部成本，比如化学肥料

和农药导致的土壤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

题。常规农业生产将其部分成本转嫁到环境，其代

价是高昂的，而这些都要由全社会来

买单。与之相反，有机农业不使用人

工合成的化学肥料，利用人畜粪便，利

用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节省了用工业

方法治理畜禽废弃物的投资和

能源消耗。

综上所述，有机农业的特

点在于它提供一种综合性的服

务，它既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

全的食品，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节能

减排，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可以提高农民收入，甚

至可以为温室气体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

其贡献。过于偏重强调其食品安全功能的宣传反而

适得其反。前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主席

Gunnar Rundgren将有机农业比作瑞士军刀，一种

多功能的工具，其特点在于综合能力强大，而非其

中某个单项功能，真是恰如其分。

消除了对于有机农业的误解，就不会产生诸

如此类的疑问，比如：中国的土壤和空气污染这

么严重，怎么可能生产出有机食品？有机食品是不

是什么投入品都不用？有机农业真的不用农药化

肥吗？推广有机农业会不会影响粮食安全？事实

上，欧洲许多国家的有机耕种面积都达到全部耕种

面积的2%以上，部分中欧和北欧国家占比更高，如

2013末列支敦士登达到31%，奥地利、瑞士、瑞

典、爱沙尼亚、捷克、意大利都超过了10%。而且，欧

美国家有机农业从1995年以来发展速度一直维持

在较高的水平（年均约25%），我国有机农业和有

机食品也逐渐步入寻常百姓家。有机农业代表了未

来农业发展的方向，前景广阔，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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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 3.0 时代
——有机农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有
机1.0时代是自众多的有机农业先驱者

意识到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必要性时

开始的，而有机2.0时代则是从1980时

代起步和发展的，在此阶段，有机农业体系的标准

和法规体系逐步形成。

|  编者按

10  |  有机食品时代

有机3.0时代是有机农业运动的第三个阶

段——有机运动的下一个发展模式。有机3.0时代

要将有机事业从小众领入主流，要将有机体系作为

应对我们地球和物种所面临的众多巨大挑战的对

策之一。在这个阶段，有机产业要制定新的共同愿

景，并将积极参与重大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关于有机3.0时代的讨论始于2011年在德国的

库勒思维格·荷斯坦因召开的一个农民会议上，此

后经过全球范围内的众多讨论，包括在纽伦堡世界

有机博览会及世界有机大会等场合的讨论，以及经

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集思广益，国际可持续有机农业

合作网（SOAAN）和IFOAM国际有机联盟（IFOAM-

OI）达成了共识，并在2015年10月于韩国槐山有机

博览会期间共同发布了有机3.0时代宣言。

有机3.0时代已经到来，它是对我们目前有机农

业运动根基的挑战，我们无法再停留于原地，为了

更美好的未来，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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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OAM国际有机联盟是有机运动

的全球性组织，于1977年在瑞士召

开了其第一届全球会议，在这次会

议上，伊娃·巴尔芙夫人（ Lady Eve 

Balfour）发表了讲话，告诫不要过于严

格地执着于一套有限的规则。

她说: 与一些人的看法相反，我坚信

有机农业的技术是不能被禁锢在一套

死板的规则里的，它们在本质上取决于

农民的态度。如果农民们没有积极和生

态的方式和态度，就不可能做到以有机

方式开展农业生产。 

作为有机先驱和IFOAM国际有机

联盟的创始人，巴尔芙夫人当时已经在

担心有机产业可能会自我封闭，可能会

以一种排他的方式定义自己，因此她主

张一种以农民为中心的态度，以此来决

定为了促成一个多样化的、生机勃勃的

世界所需要优先取得的成果与发挥的

影响。

编译 / 周海燕、周泽江    ( 文章来源：IFOAM)

有机 3.0 时代，你准备好了吗？

有机1.0——来自全球的先驱
有机运动是大约100年前由有远见

的先驱们所创立的，这些先驱们看到了

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吃的食物、我们

生产食物的方式、我们的健康以及地球

的健康之间的联系。

有机概念产生于世界的多个地

方。“有机”是先驱们用来描述和定义他

们的多种探索的许多个术语之一。以拉

丁美洲、日本和印度的本土运动为例，他



们还认识到了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为了更好

地代表这种对食物和农业的思考方式，一个共同的

有机运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诞生了，那就是由一

些重要组织和个人在1972年发起建立的IFOAM国

际有机联盟。我们将有机运动在此之前所走过的这

一个世纪定义为有机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即有机1.0

时代。

有机2.0——规范期和执行期
有机2.0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IFOAM国

际有机联盟的建立而开始的。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世界各地的有机组织制

定了有机生产与加工标准，引入了认证体系，对“有

机”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范。上世纪末，在欧洲和美

国首先出现了有机法规。到2015年，已经有遍布非

洲、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82个国家先后制

定了有机法规。有机标准以及通过检查和认证进行

的控制赢得了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信任，获得有

机认证的土地面积和产品产值快速增长。2013年全

世界已经有170个国家的7800万公顷土地获得了有

机认证，获得认证的有机食品的销售额达到720亿

美元。

但是，有机体系的重要性要远大于上述这些只

代表了获得认证的有机生产与消费的数字。事实

上，是第三世界经济最不发达国家的小农场主和农

民——往往是妇女，保证了世界上大部分家庭有足

够的食物。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能力购买那些支撑

工业化集约农业和化学农业的投入品，他们的农业

在实质上已经主要是有机的了，因此他们只要改进

其农场的农业生态设计即可从中极大地受益。

过去几十年中，各方的协同努力赢得了政治和

管理方面的支持和市场的发展，因而使人们可以获

取更好的食物、纺织品、个人护理品和其它健康产

品。通过研究所、大学和农民在农田中进行的参与

式项目的研发，也解决了很多技术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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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进入有机3.0时代
有机2.0时代的一个战略就是建立得到政府法

规支持的可靠认证体系，使有机事业从世界上很多

小区域的农民的实践不断成长为一个具有数以百万

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全球性的综合产业。

先驱们的实践已经得到检验和复制并在全球扩

展。有证据显示有机对于诸如消费者健康、生物多

样性和生产者生计等范围广泛的重要问题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有机整体系统观不仅仅着眼于短期市

场的开发机遇,事实证明长远来看她也是富有活力

的，即使在许多国家遇到经济危机的时期这个产业

也继续保持着增长。

虽然有机行业是健康发展和普遍繁荣的，许多

利益相关者仍然表达了对于改革的需求，呼吁转换

模式以实现生产和消费的真正可持续。尽管成就显

著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经过认证的有机农田却依

然还不到全球农业用地的1%，而且有机食品的消费

也不到全球食品消费的1%。

要想实现有机产业对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

影响的目标,就需要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和向主流

化迈进,必须发掘未被利用的潜能，解放束缚。

有机2.0时代面临的以下一些典型挑战强烈印

证了开创有机3.0时代的必要性：

 · 在很多国家，有机产业的规模太小以至于无法产

生大的影响。

 · 向有机农业转换的比例不高，有机农业用地的

增长也远低于动态市场的发展。

 · 有机标准仅设置了最低要求而非较高的目标,

在某些情况下这会导致生产虽然能满足标准的

要求，却不符合有机原则，也没有改进。

 · 并非所有生产技术和标准都与现代科学步调

一致（例如园艺作物、畜禽用药、营养再循环等）。

 · 有机2.0时代的认证、第三方验证和详细的标

准给农民和价值链带来了负担。小规模生产者几

乎都无力承受这类额外的负担。

 · 认证体系有可能产生欺诈，尤其在较长的产业

链中。

 · 一些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例如社会需求或贸

易中的公平性等在有机标准中没有得到直接反

映，因而无法就此作出要求，尽管有许多农民和

企业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

 · 生态系统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往往得

不到回报。

 · 有机被很好地定位为高价值和健康的产品,对

其的信任是定位在生态过程和动物福利上的,但

在其它可持续性方面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定位，因

而很少被政策制定者考虑作为主流农业战略的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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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些认识到人类的生活、饮食、农耕方式与

人类和地球的健康之间关系的人们提出“有机”的

起始阶段，即“有机1.0时代”,到有机运动的形成，标

准和强制性法规的制定，82个国家开展了有机农

业，并形成了年市场价值超过720亿美元的“有机

2.0时代”，有机事业的时间跨度已经经历了将近

一百年。

有机2.0时代使先驱们的愿景成为了现实，有效

激励了全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改变了他们的那些

不可持续的习惯做法。有证据表明，有机在包括消

费者健康、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和改善生产者生

计等广泛的重要问题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政府和

民间机构所维护的标准主要规定了有机生产与加

工的最低要求。但是，它们往往无法全面地符合作

为有机哲学核心的健康、生态、公平和关爱原则。有

机2.0的规则和法规也导致有机运动面临两种限

制。首先，我们将许多从事着有机生产但没有获得

有机认证的生产者排除在外。但正是小农场主和个

体农民——往往是妇女，而且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经

济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些人在养活世界大部分人口方

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次，我们限制了自己与其

它可持续运动组织之间建立桥梁的机会，这些组

织包括生态农业组织、公平贸易组织、粮食运动组

织、小农场主和家庭农夫运动组织、社区支持农业

组织、都市农业组织和许多其他组织。这些组织虽

然并不完全与我们的标准相同，但却与我们有着共

同的目标。

尽管有机运动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并且获

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但现实是，经过一个世纪的

破旧立新，获得认证的有机农业甚至尚未达到全球

农业用地或食物消费的1%。作为一个促进变革的

运动组织，我们必须确定应该如何扩大我们的影

响，以及如何与更广泛的农民与消费者分享我们的

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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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饿、不公平、能源消耗、污染、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丧失和自然资源枯竭等全球性问题上，农

业都是主导因素之一。真正的可持续农业对于环

境、社会和经济的积极和多方面的效益可以为解决

世界大多数主要问题做出贡献。如果主流农业能够

采用更多的有机实践和原则，则有机2.0时代就可

以终结。但直到现在，有机在解决全球重大问题上

的作用还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有机3.0时代的理

念就是要寻求改变这种现状，就是要将有机定位为

一种突出强调其农业成果和影响的现代创新体系。

有机3.0时代的战略
有机3.0战略包括6个主要特征，我们认识到，并

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而应努力寻找可以持

续促进以多样性为核心的有机实践：

 · 创新的文化，以吸引更多的农民向有机农业转

化，采用最佳实践方法，提升整体产出；

 · 在本地化和区域化的层面上，向着最优化的实

践持续改进；

 · 以多种方式确保透明诚信，在第三方担保和认

证体系之外，进一步拓展有机农业的诚信模式； 

 · 通过与许多在实现真正可持续食物和农业体

系方面具有互补性质的运动和组织结盟，争取

更广泛的可持续性效益；

 · 加强从农场到终产品的整体性联系，认可价值链

上的相互依存以及真正的伙伴关系；

 · 真正的价值与公平贸易，内化成本，鼓励面向

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透明度，强化农民作为

全面合作伙伴的地位。

这是对农民、加工者、政府和消费者采取行动

的呼唤；但最重要的是，这是对有机行业自身采取

行动的呼唤，从而找到将有机3.0时代的愿景与我

们的所有工作相结合的方式。这是一个大胆的愿

景；它是对我们目前运动的根基的挑战，虽然这个

愿景能否顺利实现尚未可知，但我们的时代已经大

大前进了，我们无法再停留于原地，而是有更多的事

情需要我们去做。

有机3.0时代的思路和目标
有机3.0时代扩展了选择范围，加强了整体性发

展，将有机定位于一种现代和创新的农业体系。

相对于有机2.0时代专注于清晰定义产品的最

低要求和产品的有机标识，有机3.0时代则优先强调

有机农业系统的影响。有机1.0时代和有机2.0时代

的方法和成就不会被弃之不用,而是要在其模式中

注入新的特点,以及要对有机运动重新进行定位。

通过有机3.0时代的新的理解和战略，我们希

望与全球数十亿人一起探讨对于大家共同关心的

重大问题产生真正影响的方法——诸如确保气候

变化条件下的恢复能力和适应性，获取资本和应有

的收入，确保获得土地、水、种子和健康的饮食，避

免粮食与农业系统的浪费等等。肥沃的土壤、清洁

的水、适当的基因资源、男女平等的社会与经济机

会，以及提供识别和获取传统文化遗产与科学知识

的途径，这些都只是涉及到子孙后代的十分重要的

脆弱资源的一些方面。有机3.0时代在注重传统、文

化与科学的基础上制定战略，组织实施和推广，其

发展的基础是科学的证据以及健康、生态、公平和

关爱的原则。

有机3.0的总体目标，是促使对于基于有机原

则的真正的可持续农业体系和市场的广泛理解和

接受，同时贯穿一种创新精神，向最佳实践逐步改

进，透明诚信、包容合作、整体系统和真实价值定

价的文化。 

有机运动已经准备好了，热诚希望与所有共享

真正可持续农业愿景的人们结盟，成为他们的合作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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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C 联合业内机构发起成立
“有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OFDC 综合部 报道）

2016年1月8日，“有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有机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有机产业联盟”）

是根据国家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

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构建”的精神，由OFDC联合34家产学

研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的非盈利性民间组织。

会议讨论通过了有机产业联盟章程，选

举了第一届联盟理事会成员，并与首农集团

签订有机战略合作协议。OFDC肖兴基主任当选为

联盟副理事长，张纪兵副主任当选为副秘书长。大

会围绕以“整合资源、共赢发展”为主题，研讨了

有机产业联盟在行业创新、自律、发展中的主要任

务，对联盟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进行了讨论，达成

了  “聚力共赢，协同发展”的共识。与会代表对联

盟秘书处提出的发展规划给予高度肯定。

联盟第一届理事长杨荣表示，有机产业联盟将

按照国家有关精神和要求，充分整合国内外有机产

业资源，通过技术创新，搭建有机产业公共服务平

台，推广有机产业先进技术，推进有机产业产销有

效对接，共同培育有机消费市场，实现联盟成员共

赢共荣，在促进我国有机产业全面、健康发展进程

中发挥积极作用。



（OFDC 综合部 报道）

OFDC 举办第十一届检
查员交流培训会议

2016年3月3日至4日，OFDC在南京环科所道德讲堂

举办了第十一届检查员检查认证经验交流培训班。本届

培训班通过相关领域专家对有机/GAP检查、认证及证

后监督等方面的要求进行讲解，提升了检查员的业务能

力；同时增加了白酒酿造、作物病虫害防治、粮食贮藏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讲解，丰富了OFDC检查员的业务背景知

识，将有助于提升OFDC认证有效性和增值服务能力。

2016年2月24日-26日， 应贵州省印江县人民政府的邀

请，OFDC张纪兵副主任、李刚博士和贺宁昆高级检查员参加了

印江县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工作座谈会，并对印江县

特色农业产业进行了现场调研。双方的交流为今后印江县的有

机农业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借鉴。OFDC将作为主要支撑单位为

印江县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提供技术支持，并承担全

县有机产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印江县推动有机农业发展将

对提高地区农业综合效益、保护生态环境、创建地区品牌起到

积极的拉动作用。

（OFDC综合部 报道）

OFDC推动印江县有机产业
发展

（OFDC 综合部 报道）

OFDC 参加 2016 年德国纽伦
堡国际有机食品展

2016年2月10-13日，OFDC赴德国参加纽伦堡国际有机食

品展（BioFach 2016）。OFDC在1号展厅407号展位与意大利知

名有机认证机构BAC联合参展。

经过27年的发展，BioFach从1999年的200多个展商逐渐

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有机产业盛会。本期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

90个国家和地区的2544家展商参加，展商数量比去年增加了

8.5%。其中，中国参展商有37家（包括港澳台地区），伊朗、智

利等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展会同期还举行内容丰富的论坛活

动，今年论坛主题是：有机3.0时代——行动起来，促进有机事业。

会上，OFDC与有机同行们进行了积极而颇有成效的交

流，对于OFDC拓展海外认证业务、提升OFDC国际影响力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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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图读懂美国有机农业
（文章来源：好农场）

加利福尼亚和威斯康星有机农场
数量最多

有机农场的数量在全国分布不

均。加利福尼亚和威斯康星各有超过

一千家有机农场。西北，中部地区，东

北部各州也分布大量有机农场，东南部

各州有机农场较少。

2014年有机农场共占地370万英

亩，比2008年低40万英亩。其中，通过

认证的土地占360万英亩。约五分之三

的土地是农场主自有的，其余土地从其

他农场租用。

土地面积减少，销售额增加
2 014年，美国有机农场达

14,093家，农场直接销售额55亿

美元。



大型有机农场增加16%
有机农场总数比2008年少447家。在2014年调

查的有机农场中，需要认证的大型农场有12,634家，与

2008年相比，增加1,731家。免于认证的小型有机农

场（根据美国法规，年销售额小于5000美元的农场可

免于有机认证）数量降低60%，仅1,459家。

畜禽肉类有机销售额增幅超过1倍
与2008年相比，2014年有机销售额增长66.7%，达

55亿美元，其中33亿美元（60％）为作物，28％来自家畜

和家禽产品（主要是牛奶和鸡蛋），12％来自畜禽肉。

有机农产品牛奶销量第一
有机生产在品类上也相对集中。2014年销量靠前的

是牛奶和鸡蛋，占有机销售额的20％。蔬菜和水果共占

有机销售额的42％，而在整个农业市场中，蔬菜和水果仅

占2012年所有农产品销售额的11％。其中生菜、苹果和

葡萄最畅销，2014年销售额分别为$2.64亿、$2.5亿美元

和$1.95亿。

加利福尼亚有机食品销售额最高
销售额前10位的州占总销售额的78％，而加利福尼

亚更是占总销售额的41％，占据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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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8%有机食品直接从农场
卖给消费者

在全美范围内，2014年78％

的有机产品通过食品产业链销

售。63％的有机农场会通过食品

产业链出售部分或全部产品。仅

8％的有机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

者，但全国45％有机农场正在使

用这种销售模式。

近水楼台先得月，500英里内完成80%的销售额
在销售的第一点（产生货币交换的第一个点）方面，46％销售额

在有机农场100英里内发生。另有34％在101-499英里的距离内发生。

全国80%的有机农场会在农场100英里

半径范围内产生销售行为。这样的农场在东

部和南部各州，以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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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州兄弟有机农场与消费者联系最紧密
各州销售模式不同：东南部和东北部各州直接售给

消费者的比例最高，中部各州最低。在阿拉斯加和阿拉巴

马，所有有机农场都直接售给消费者，而在北达科他，只

有16％有机农场这样做。

有机生产花费最大的是饲料和劳动力
2014年，美国有机农场共花费了40亿美元的生产费

用，其中，有机生产花费最大的是饲料和劳动力雇佣，共

占成本的46％。而根据2012年的农业调查，这两类花费

占全美所有的农场总成本的比例为33％。40亿美元中仅

1,900万美元用于有机认证，小于总生产费用的1%。

66%有机农场设缓冲带或隔离带
有机农场采用各种生产方法来提高操作效率或维

持有机生产的完整性。施用绿肥或粪肥的有机农场占

67％。66%的有机农场有缓冲带或隔离带。有半数农场

投入资金改善农田水利，包括灌溉制度和水渠建设等。

未来有机农业仍保持扩张势头
超过五千家有机农场（39％）打算在未来的五年里扩

大生产规模，5％打算减少或停止有机生产。

2014年，有1,365家有机农场的122,175英亩土地正

在渡过转换期。另外有688家还未获得认证的农场共计

50,688英亩土地正在渡过转换期。

土地租赁

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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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质提升
对作物增产贡献率近一成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土壤有机质与化肥超量使用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中最活跃的部分，是土壤肥力的基础。而

我国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整体水平偏低，严重制约我国农业的

高产稳产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仅为欧洲同类土壤的1/3到1/2。” 徐明岗表示，有

机质含量低导致作物高产的化肥依赖性强，过量化肥的施用对

国家生态安全和环境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我国农业化肥施用量为5912万

吨，按农业种植面积（包括果园等在内）计算，化肥用量为每公顷

322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美国的2.6倍和欧盟的2.5倍。

2015年，国家提出了“一控两减三基本”，按照要求，到

2020年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要实现零增长。

“化肥减量不等于肥料减量，化肥减下去，有机肥必须要

补上去。”江西红壤研究所研究员黄庆海向《中国科学报》记者

表示，有机质含量的提升与国家化肥减量政策是一致的。

长
期以来，我国习惯藏粮于仓、藏粮于民、以丰补

歉。然而，耕地占补质量严重失衡，耕地总体质量

下降已经成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障碍。对此，社

会对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呼声越来越高，2016年中央一号文

件也聚焦到该战略。

“过去粮食生产下来要存在粮仓里，现在要求重视土壤肥

力的培育。土壤肥力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才能提高，作物高

产才能实现，这就是藏粮于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所副所长徐明岗研究员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耕

地质量的核心是土壤肥力，而土壤肥力最基础最主要的指标

是土壤有机质。

日前，《中国科学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徐明岗团队经

过30年的联网研究与实践验证，通过探明土壤有机质的演变

规律，首次揭示了土壤有机质提升与作物高产稳产的定量耦合

关系，创建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有机质提升的关键技术，并大面

积示范和推广应用，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显著。该成果获得了

201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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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问题，该项目组在东北、华北、西北、南方旱地和

水田5大粮食产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布置40多个长期定

位试验，开展300多个典型农户长期监测试验，揭示了我国集

约化农田土壤有机质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的特点。

在东北地区监测观察显示，该地区开垦前有机质处于较

高水平，开垦后有机质下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开垦后的前

30~40年有机质处于快速下降期，开垦至今有100多年的历

史，目前下降速率处于较低的平衡期。

“西北、华北和南方旱地，有机质处于较低水平，维持投入

水平较低，随着作物单产逐渐提高，作物根茬归还量也相应增

加，有机质水平稳定上升。”徐明岗介绍，由于近30年化肥大量

施用，有机肥投入比例低，有机质上升速率较慢。

而南方水田由于特殊的淹水环境，以及近年来高产水稻的

大面积推广应用，作物残茬归还量较大，有机质稳定增加。

有机质提升与有机肥科学实施
徐明岗认为，在我国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实现粮食

持续增长，减缓环境压力，土壤有机质提升的需求十分迫切。

我国农民施用有机肥料有着悠久的历史，老百姓都知道施

用有机肥作物长势好、产量稳、抗性强。有关土壤有机质提升

与作物增产稳产的研究仅处于定性的研究水平上。究竟如何科

学施用有机肥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由于广大农民缺乏有机质提升的技术原理和知识，不

知道施用多少秸秆或有机肥能维持有机质不下降，不知道施用

多少秸秆或有机肥能提升多大幅度。”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

区域规划所副研究员张文菊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该项目通过大量田间定位试验的联网研究，明确了不同区

域有机物料的长期利用效率，从而解决了不同区域土壤有机质

维持和提升中有机物料究竟还多少的问题。

有机质提升与作物高产稳产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肥力的核心指标，不仅是土壤养分的重

要载体，也是土壤微生物的能量源，直接影响土壤养分的转化

和供应。“土壤有机质与作物高产稳产关系非常密切。”张文菊

表示。研究成果表明，有机质含量低的土壤无论如何施肥也难

以大幅度增加产量。有机质提升后土壤微生物活性提高，相应

促进土壤养分的转化，提高养分的有效性供应强度，进而促进

作物的吸收，实现作物高产和稳产。

徐明岗介绍，该项目成果首次确定了不同区域土壤有机质

提升与作物增产稳产的量化关系，即通过长期的联网研究，获

得不同区域每提升一个单位有机质作物的增产量。这也是该成

果的重要创新之一。

该项目组调查研究证明，在当前生产水平下，土壤有机质

每提升1个单位有机质，三大粮食作物平均可增产47～ 66 公斤

/亩，稳产性提高5%～8%。

“根据该成果中不同区域土壤有机质的适宜值以及有机

质与产量的定量关系，确定不同区域有机质的提升目标，以有

机物料的长期利用效率确定有机物料的投入量，从而实现有机

质的定量提升，该成果进一步证实有机质提升对全国作物增产

的贡献率将近10%。”徐明岗说。

事实上，影响农田土壤有机质提升的主要可控限制因素为

有机物料投入量、土壤水分、温度和pH值等。

“目前的管理模式下，我国农田土壤有机质提升的第一驱

动因素仍然是有机物料的投入量，这也是最根本的。”张文菊

表示，土壤的环境条件如土壤湿度、温度和酸碱性是影响有机

物料利用效率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张文菊进一步解释道，在投入量超过有机质的维持投入

后，适宜的土壤水分、温度和pH值能提高有机物料的利用效

率，从而有效地提升土壤有机质水平。

区域性技术模式的创新与推广
在我国，人多地少，农田集约化强度大，利用度高，得不到

休养生息，有机质消耗大；另一方面，在目前现行的农业管理模

式下，化肥依赖大，有机物还田与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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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报告证实
有机与非有机方式生产的乳制品和

肉类有明显的营养差别
( 编译：张映辉，文章来源：英国土壤协会网 )

英
国营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报告表明，有机乳

制品和肉含有的有益ω-3脂肪酸比非有机产品高

出约50%。这是目前这类研究中全球规模最大的

系统评估，由纽卡斯尔大学和国际专家组完成。

主要发现：

 · 有机乳制品和肉含有的有益ω-3脂肪酸比非有机产品高出

约50%，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ω-3脂肪酸能降低心脏病和

老年痴呆症的风险；

 · 在有机肉中，两种与心脏疾病相关的饱和脂肪含量略低；

 · 有机乳制品（牛奶黄油奶油奶酪）含有的共轭亚油酸比非

有机的高出40% (共轭亚油酸有益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某

些癌症和肥胖症的风险)；

 · 有机乳制品含有的铁、维生素E和某些类胡萝卜素略高。

ω-3脂肪酸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异是因为有机饲养的动物

必须食用大量以草为主的含有高比例三叶草的食料。在有机农

业中，（取代化肥）种植三叶草用来固氮，这样作物和草才能健

康生长。该研究发现三叶草还能增加乳制品中的ω-3脂肪酸。英

国有机标准规定，有机奶牛的食料必须60%是鲜草或草料/青

贮饲料。

 

土壤协会首席执行官Helen Browning说该研究证实了很多

人长期以来的看法：给动物吃什么，如何对待动物，影响着食

物的质量，不管这些食物是牛奶、奶酪还是肉；这项研究证实

了有机农夫为饲养有机动物做出的辛苦努力换来的是高质量

的食物-真正是物超所值！

 

这是2014年研究报告证实有机种植作物比如蔬菜和水果养

分高于非有机产品之后的又一力证(http://blog.sina.com.cn/s/

blog_64265e9f0102ux6c.html)！

 

从我个人和全家十几年吃有机（以素为主）用有机的经

历，没有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依然会去选择有机方式种植和加

工出来的农产品、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因为我们全家一直在受

益（健康），社会/国家也因为我们不需要医疗服务而受益，一

小片环境因为我们选择有机也在受益……

 

关于这项新研究，更多和详细内容见土壤协会网站链接：

http://www.soilassociation.org/trade/marketingsupport/

marketingresources/nutritiona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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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效的病虫害防治要以健康的土壤
为基础

 · 健康的土壤含有多种微生物，可以与害虫

抗衡，控制害虫的数量；

 · 健康的土壤可以保护并营养植物的根部。

保持土壤的多样性和肥力：

 · 使用堆肥

 · 种植覆盖植物和绿肥

 · 轮作

农田里种植各种开花植物，可以给许多益

虫提供食物-花粉、花蜜并提供庇护场所。

土壤表面以上和以下的有益生物都需要

保护，这很重要。

2、给益虫提供栖息地
保持农田里植物的多样性，给益虫提供食

物和栖息地，以与害虫抗衡。

灌木篱墙和作物庇护所可以提供：

 · 给有益生物和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

 · 形成防护林，减缓土壤侵蚀；

 · 阻挡灰尘；

 · 阻挡常规农田的农药向有机田块漂移；

 · 保护土壤免受雨水侵蚀；

 · 收获到食物、水果、坚果和芳香草本植物。

种植一年生开花植物可以吸引益虫：

 · 蝙蝠在夜间活动，喜欢捕食蛾类（如夜蛾

成虫和斜纹夜蛾成虫），蛾类给许多作物

带来伤害。

 · 一群蝙蝠在每个季节可以消灭10万只害

虫，如黄瓜甲虫和粘虫。

3、要保护捕食害虫的益虫
瓢虫：

它们以什么为食?

幼虫和成虫期食用：蚜虫、粉蚧、螨类、软

蚧、虫卵。

有机农业病虫害综合
防治 （上部）
编译 / 魏琴    ( 译自美国 ATTRA 网站 )



它们栖息在哪里？

胡萝卜科：小茴香、莳萝、野胡萝卜花；西洋蓍

草、向日葵；鹿草（原产美国南部的一种丛生

禾本科牧草）以及其它草丛，可以给越冬瓢虫

提供绝佳的栖息场所。

草蛉：

它们以什么为食?

幼虫期食用软体昆虫，如蚜虫、蓟马、粉

蚧、软蚧、蠕虫、螨类等；成虫食用花粉和

花蜜。

它们栖息在哪里？

胡萝卜科：小茴香、莳萝、野胡萝卜花；西洋蓍

草、向日葵、荞麦、加利福利亚荞麦、玉米、苋

菜、冬青叶樱桃、香荠等。

食蚜蝇：

它们以什么为食?

幼虫期捕食蚜虫；成虫期食用花粉和花蜜。

它们栖息在哪里？

胡萝卜科：小茴香、莳萝、野胡萝卜花；西洋蓍

草、向日葵、荞麦、香荠以及其它开花植物。

姬蝽：

它们以什么为食?

虫蛹期和成虫期食用：蚜虫、螨类、蓟马、蠕

虫、草盲蝽、叶蝉。

它们栖息在哪里？

西洋蓍草、苜蓿、秋麒麟草、菊科作物。

大眼椿象：

它们以什么为食？

虫蛹期和成虫期捕食多种害虫，如蚜虫、螨

类、蓟马、蠕虫、跳甲、虫卵等。

它们栖息在哪里？

覆盖植物（苜蓿三叶草和地三叶草）和紫菀科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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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蝇：

它们以什么为食？

幼虫寄生于许多蠕虫、日本金龟子和各种臭虫

身上。成虫食用花粉和花蜜。

它们栖息在哪里？

胡萝卜科：小茴香、莳萝、野胡萝卜花；西洋蓍

草、向日葵、荞麦、香荠等。

猎蝽：

它们以什么为食？

幼虫和成虫食用：大型昆虫和蠕虫。

它们栖息在哪里？

多年生植物，比如 灌木篱墙、能给它们提供

庇护和食物。

蜘蛛：

它们以什么为食？

蜘蛛以各种害虫为食，包括蚜虫、跳甲、黄瓜

叶甲、叶蝉等。

它们栖息在哪里？

增加蜘蛛数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稻草覆

根，保持栖息带的安静，比如灌木篱墙。

4、有机作物生产中的主要害虫
为什么了解害虫的生命周期很重要？

 · 了解害虫在它们所有生命周期中的形

态。许多害虫的幼虫时期和成虫时期形

态不一，也可能生活在2种完全不同的

地方。

 · 了解害虫各个生命阶段和各自的形

态，了解它们生活的场所，不管是叶子的

背面，土壤或其它地方，以减少它们的

数量。

通过选择不同的种植日期、种植诱虫作物、使

用粘板来管理害虫。

草盲蝽：

易受草盲蝽危害的作物：草莓、菜豆、青豆、棉

花、莴苣、苜蓿、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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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盲蝽的防治方法:

 · 给益虫提供庇护所；

 · 清除杂草；

 · 种植诱虫作物；

 · 把使用植物源农药作为最后的选择。

控制草盲蝽的有益生物:真菌（蚕白僵霉）、寄

生蜂 、姬蝽，大眼臭虫，猎椿、草蛉、蜘蛛。

毛虫和飞蛾：

毛虫的防治方法：

 · 给益虫提供庇护所；

 · 使用BT；

 · 使用生物农药；

 · 驱虫剂：大蒜水、洋葱水或辣椒水；

 · 信息素。

蚜虫：

蚜虫的防治方法：

给益虫提供庇护所；控制蚂蚁的数量；驱虫剂

（大蒜水、洋葱水或辣椒水）；肥皂水；硅藻土；植

物油；生物杀虫剂（印楝油）；物理方式（喷水）。

蚜虫的天敌：

草蛉、食蚜蝇、瓢虫；寄生虫；病害

潜叶虫：

潜叶虫的防治方法：

寄生蜂；小拱棚；粘板；在受侵害的作物附近

不要种植作物；植物源农药、印楝油；保持环

境卫生；使用覆盖物

螨类：

螨类的生物控制方法：引入有益螨类。

引入食虫动物：花蝽、大眼臭虫、草蛉、蓟

马、瓢虫。

其它控制方法：

 · 硫磺、肥皂水、植物油、柠檬酸或柠檬汁、某

些植物源杀虫剂；

 · 用栽培措施防治螨类：

 · 在田块和道路之间设置树篱和防风带；

 · 作物收获后，使用覆盖作物或覆盖物，并

留下作物残根；

 · 用水洒湿道路；

 · 使作物保持足够的水分；

 · 采用喷灌法；

 · 种植覆盖作物。

记住：只能使用你的有机认证机构允许使用

的物质。

跳甲：

它们像跳蚤一样乱跳，并在作物叶子上留下很

多小洞。

防治手段：

行间覆盖、投入有益线虫；每15-30英尺设置

一个粘板。

防护剂：

大蒜水、洋葱水、辣椒水、植物源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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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吉喜委员：中国环保正从
“吃药”走向 “保健”

（文章来源：新华社）

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５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

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

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

“中国的环境保护正在曲折中升

华，从过去的‘吃药’走向‘保健’。”全

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

研究所所长高吉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

“过去中国的环保工作一直处于被

动和应急状态，导致总体应接不暇。”高

吉喜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进

行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

计，着眼长远，使环保工作步入常态化。

去年１月１日起，中国实施“史上最

严”环保法。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大气十条”）颁布１年多后，《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去年４月

发布，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

十条”）也有望年内出台。

“从世界各国的环保历程看，环境

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仅依靠末端治

理无法根治环境问题。”高吉喜表示，过

去中国将环保与发展对立起来的思路正

在改变。

此外，高吉喜还表示，中国近年来

环保工作正从末端治理走向全过程防

控，强调企业和公民环保责任的同时也

强调依法行政和政府责任，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

空间系统观正在形成并付诸实践。



走进德国的有机世界
（文章来源：有机农业者）

据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目前，80%以

上的德国人在购买物品时首选考虑“有

机”因素。另据一个调查显示，去年

90%的德国家庭至少购买过一次生态产品，并呈上

升趋势。德国已当之无愧，成为欧洲的“有机王国”。

近年来，随着德国人对环境保护和健康的日

益重视，“有机生活”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

面面。有机食品、有机护肤品、有机家居、有机医

院等等。

德国是有机农业源起最早的国家之一
德国是世界大战的主要成员国之一，自二次大

战以来，由于石化能源、机械、化学肥料、植物及动

当我们在谈论有机的时候 / 更多的是一种奢侈的念想/ 而在德国/ 有机并不简单的指产品/ 而是一种追求天然健康

生活状态和生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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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保护药物或生长素、育种及遗传工程等的使用

及引进，使得农业生产方式趋向工业化及密集化，产

量的确显著地增加，解决了人口增加而产生的粮食

不足，成就了所谓的绿色革命。然而，同时产生了食

物污染、生态破坏、环境之污染及破坏等等一系列

严重后果。人们的意识终究在灾难中被唤醒，有机

也日益成长起来。

德国人说，有机农业意义是全球和全人类的
德国人严谨、科学的态度对于有机农业的发

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确切来说，有机农业是

一种较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并能提供消费者

健康与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方式。有机农业之定义因

各国法律规则而不同，随着农业技术的演变，有机

农业法规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德国尤其突出。

德国人的体验，有机的好处实在太多
都知道德国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平均寿

命远远超过世界人均寿命，这与他们注重食物来

源、注重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总结了以下

三点：

Tips 1：有机食物保留食物最原始的味道

充满蔬菜原有的美味与香甜……有机保留了食物的

原汁、原味。

Tips 2：有机食物健康养生无负担

现代环境的污染，使农作物在栽种上常使用农药，但

有机栽种时不使用化肥和农药，并只栽种于具有丰

富的矿物质及维生素的土壤中，不必担心农药残留

的问题，不仅不会造成坏境的污染，而且让妈妈在

喂食时无后顾之忧。

Tips 3：有机食物远离有害物质减少过敏

目前越来越多宝宝有过敏的现象发生，一些有害物

质或受污染的食物，都容易让人体，尤其是小孩产

有机是一种活力创意与对自然崇高敬畏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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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机食品，有机化妆品也深受德国人的喜

爱。德国很多化妆品品牌都设有专门的有机化妆

品柜台。这里的香水、润肤霜、洗发水等化妆品都

来自天然的植物及矿物质。在德国《图片报》中写

道，“有机生活”已成为坚持自我的德国人唯一的

时尚。

德国人的“有机生活”的兴起与其“绿色运动”有

较大关联。85%的德国人认为，通过“有机生活”还

可以改变世界环境状况。

如今，有机生活还成为德国的一项国策，有机工

业和消费有机产品的民众，都可得到减税的优惠。

生重大负担；不受污染的有机食物，让人体远离有

害物质，减少过敏发生的机会。

在德国的有机食品厂商，首先都是通过德国或欧盟

认证通过后，才可销售有机产品。

德国人的“有机”已经从农业浸透到生活的
每个环节

德国的有机瓜果蔬菜概念贯穿整个食品生产

加工链的各个环节，从土壤气候等种植环境分析，环

保种植培育过程，采摘整个过程，生产加工包装过

程，再到运输储存等物流活动，甚至是外包装或废

物回收等都采取有机环保的方法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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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有机行业来说，2015 年是

不错的一年：德国、欧洲和

国际市场的有机产品生产

者和批发零售者的销售额都取得了持续

增长。有机农田面积和有机农场数量也

在这个土壤年有了小幅提高 （注：2015

年是第 68 届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际

土壤年”)。

德国有机产品销售的增长趋势
2014年，德国有机食品和饮品在零

售业的总销售额已从75.5亿欧元增涨到

79.1亿欧元。从2014年第4季度到2015

年第3季度末，德国的有机农产品贸易取

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

在2014/2015年度，德国有机领域

的领头企业Alnatura、Dennree（德国

一食品加工公司）和Weiling再次取得了

超出市场平均值的增长率。Alnatura宣

布，截至9月年度财务结算时，增长率已

提升10%，达到了7.6亿欧元。在零售环

节，该公司把SuperNaturMarkt 天然食

品超市的总数扩增至98个。Alnatura品

牌的贸易额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增添了

新的合作伙伴Edeka埃德卡集团（德国

最大的超市公司）、Coop Kiel连锁超市

（Sky-Markt 商店）、在奥地利蒂罗尔

的MPreis超市、Merkur消费者市场和

Billa超市（奥地利连锁超市巨头）。同

时Alnatura品牌的网上销售也在扩

张，这在过渡期内可以弥补他们因从dm

（德国著名实体百货超市）下架带来的

损失。

Dennree公司公布了2014年14%的

增长率，销售额达至7.1亿欧元，取得这

个增长成绩，除了批发业务，还因为在

德国有着161家商店，包括新推出的22

家denn’s Biomarkt有机超市，以及在奥

地利经营的分店（2014年有17家）。在

2015年夏天，Dennree还达成了与一个

占地4000公顷的家族企业的合作。这

块土地位于Agrofarm Eichigt 附近，18

位股东将要把他们的农场向有机农业

转变。

2015 年国际有机产品市场
持续增长

（文章来源：有机会）

△ 德国有机行业 2012-2014 年的销售额数据图



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2014年的

有机产品市场增长速度创了新纪录：作

为有机行业领头国家的丹麦，有机产品

已经有了8%的市场份额。瑞典拥有着

38％的最高增长幅度。瑞典有机产品市

场份额达到了5.6%，销售额达到了16

亿欧元。挪威虽然仍旧是个小市场，但

发展得很好。 

美国有机产品市场经历了两位数
的增长

根据OTA美国有机贸易协会提供的

数据，美国有机市场正持续着非常有活

力的增长轨迹：在2014年，经认证的有

机产品销售额上涨了11%，总销量达到

了359亿美元。这相当于几乎占了美国

整个食品市场5％的份额。全球有机市场

的年营业额有望达到800亿美元大关。

天然和有机化妆品
2015年10月初在柏林举行的第八

次天然有机化妆品大会上，业内专家认

为，在2015年内，认证的天然有机化妆

品在整个天然化妆品市场里不断扩大规

模，可以预见会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长。

2014年，大约13％的德国消费者

选择了天然和有机的化妆品和盥洗用

品，从而促成了超过10亿欧元的营业

额。素食主义不仅是饮食界的一种趋

势，也渗透到了化妆品界。目前正在进

在 w w w . b i o - m a r k t . i n f o网站对

W e i l i n g公司的一篇采访中，Bernd 

Weiling表示非常开心地看到销售额增

长了10.6%，达至1.78亿欧元。在公司成

立第四十周年的上半年时间里，他们就

已经达到了1亿欧元的营业额。公司在

科斯费尔德举办了内部交易会，整个产

业代表人士聚集一堂，同时来访者们也

能在此看到新仓库建造的全过程。

部分其他欧洲国家有机产品市场
发展趋势

对有机产品持续上涨的需求也让欧

洲的其它国家受益。2014年，法国有机

产品市场增长了10%，销售额达到约50

亿欧元，同时还大大提高了有机产业的

制造和加工水平：据半官方机构 Agence 

Bio的数据，2014年，法国的有机农田面

积增长了4%（达到110万公顷）；有机加

工企业增长了3%（达到13000家）。至

2015年5月，已有超过1600家法国农场

转型为生态农场。

△ 德国有机行业 2012-2014 年的销售额数据图

△瑞典的一家有机食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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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个关于这种现象的研究项目。另

外，对天然和有机化妆品感兴趣的也

可能是清真教徒。

对于纯素、超级食物、动物福利、以
及不含特定成分（free from）
食品的关注

（注：free-from类产品指的是不含

某种成分的产品，最初为少数对某类成

分过敏的人群而生。但现在很多普通

消费者为了健康，会特意去选择不含脂

肪、不含转基因成分、不含麸质等等不含

某种特定成分的食品。）

在BioFach国际有机食品展和许多

国际商品展销会上，可以清晰看到素

食、不含特定成分的食物、以及超级食

物的持续发展趋势。据市场调查机构

YouGov（舆观调查网）表明，在德国大

约90万人有纯素食习惯，这对有机农产

品贸易提出了新的挑战。动物福利同样

是有机领域的又一重要议题。除了很多

△位于华盛顿的“全食超市”分店

制造商的自主倡议，Bioland农业协会和

Demeter生物动力农业认证机构已经联

合创办了生态畜牧公司 (ÖTZ)。作为第

一次如此大规模的举动，该公司的成立

旨在促进家禽养殖业向有机农业模式

转型，以减少对跨国公司的依赖。

有机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s (WHO)关于加工肉制品

存在潜在致癌风险的说法引起一场巨大

的骚动。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隶

有机食品时代  |   35

ORGANIC FOOD TIMES  |  市场瞭望所



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专家告诉我

们，每天每增加50g加工肉类的消费，患

癌风险会增加18%。而家禽家畜的瘦肉

被IARC评定为“可能的致癌物”。但有

机肉制品生产商暂时并没有预见大范围

的损失。

国际土壤年和一场积极的转变
“国际土壤年”被有机行业机构

和有机企业看作是一个揭示真相的机

会：肥沃的土壤正在经历不可逆转的损

失。据专家表示，每年有240亿吨的沃

土消失，转化为经济损失就是1.5万亿

欧元。如果土壤退化照此持续下去，60

年后农业将不复存在。这一说法是在6

月底的土壤庆祝会议上提出的（该会议

由荷兰有机产品公司Eosta承办，在阿

姆斯特丹举行）。

一场线上的“我爱生态”运动吸引

了许多人的注意。许多国际知名人士

发声表示，土壤退化应当被制止，这样

才能确保我们能够喂养全世界，同时

减缓气候变化。“拯救我们的土地基

金”的建立旨在支持减缓土壤退化的

行动。

基于相同目标，欧洲的People4Soil，

是意大利环境保护组织Legambiente

推出的一个免费的、囊括欧洲非政府

组织、研究机构、农民协会和环保组织

的开放型网络。一次大规模的请愿将会

推动欧盟出台关于土壤保护的指导方

案，这次请愿在2016年1月举行。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令人愉快的事

实就是“向有机转变”的趋势正变得更

为引人注目。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有

机农地的增长并未能与其需求保持同

步，而这个转折点在2015年到来了。

第九届欧洲有机会议
在IFOAM欧盟组的第九届欧洲有

机会议上，关于欧盟有机规章的修订

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会议地点在拉脱

维亚首都里加，于2015年6月11日到13

日举行。超过150位与会者，包括欧盟

委员会成员，拉脱维亚总统代表，国

家农业部门和有机企业以及协会的成

员。他们就在现有政制架构条件下如

何促进绿色增长交换了观点。同时还

起草了“为了未来的战略”，旨在让有

机农业和有机产品能在整个欧洲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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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杂志的3个栏目公开征集稿件，真诚期待有机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全体读者的大力支持！

一、“高端视角”栏目

围绕“有机农业研究、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等主题，数据真实可靠、论点明确、新颖，条理清晰。可接受在其

它正式出版物上发表过的文章。

二、“特别呈现”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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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机生产TIPS”栏目

分享有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病虫草害防治,土肥管理技术、理论、手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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