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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趋势旨在推进环境友好和健康食物生产与加工。为生产者、销售商、零

售商、消费者以及学者提供一个讨论平台。报道有机农业和食品的最新发展趋势

并提供消费者信息。欢迎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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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5日，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料研究中心（CESDRRC）举办了

一个有机食品宣传活动，邀请对此感兴趣的人们聚集到中国国际友好协会下的北

京环境志愿者网Bev-Net。Bev-Net是在2000年由日本志愿者建立起来的，目的是
为了提高中国的环境意识。他们的活动包括参观农场、车间、参加活动或会议、

到生态恶化的地区旅游参观，实行3R计划（减少污染、废物利用、循环再生），

详细请见www.geocities.jp/bevnetbj，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料研究中心

（CESDRRC）以海报和传单的形式来展现当天活动的主题“健康食品”。其中一

项内容是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料研究中心（CESDRRC）给出的统计单，内

容是出售有机食品、茶叶和酒的商店以及有机餐馆、农场等等的地址。你可以从

资料室免费拿到一份相应的复印件。 
 
 

 



◆2006年12月1日——2日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在上海世博会议大酒店召
开。在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的支持下，会议由纽伦堡全球博览会有限公司和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组织。发言人包括Katherine DiMatteo (Wolf & Associates Inc.), 
Mark Bradley (USDA supervisor of the US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me), Udo 
Censkowsky (德国有机服务公司), Marko Stark (昆明山地生态研究中心) and Lee 
Hung Cheal ( 韩 国 农 业 部 ). 了 解 更 多 信 息 请 登 陆 中 国 有 机 食 品
网：:www.biofach-china.com 
 
 
 

国际潮流  
◆进口对于日本有机市场的重要性  

有机物销售的获利约5亿欧元，日本毫无疑问成为了亚洲地区有机食品产物
的高销售市场。最重要的因素是由于日本国内限定了农副产品的进口，这就给未

加工的原材料提供了和制成品一样的销售机会。这些都遵循日本有机产品的标准

（由JAS日本农业标准所接受的国内外认证机构监督）。 
    JAS的有机标准已经对乳肉类产品（有机家畜）进行过修正，为有机家畜产
品带来了新的销售生机。特别是中国成为日本的主要有机食品供应者，能够从不

断成长的日本有机市场（www.handelsblatt）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好处。中国有机
食品时事通讯11月6日 
 
 
◆有机棉花的收成比预期高  

有机产品交易提供给Ecotextile News最新资料显示了在2 005年6月种植季
节，调整后的全部有机棉纤维的产量比最初普遍认为的预期数值高了4.9%  目前
有65个已知团体积极地参与了有机棉种植，或是准备在下一至两个季节内开始。

其中的45个已经得到了认证并开始了贸易活动。 

新发行的数码杂志Ecotextile News里会有来自秘鲁、土耳其和中国有机棉市
场的进一步消息。 
www.ecotextile.com 
 
 

相关网站  
◆中国有机商品导购在线 
了解中国有机商品导购访问中国有机食品网： 
http://www.biofach-china.com/main/eefmgjhs/eivmq2wj/page.html 
 
 
◆（2005年12月）我们介绍了来自英国的研究灵长类的专家、环保主义者珍古德

尔最新出版的书《Harvest for Hope - a guide to mindful eating》。 珍古德尔建立了
网站www.harvestforhope.com，可以不断更新后续出版物，你可以找到迄今为止



最新的关于饮食和对全球环境影响的消息。 
  
 
 
◆www.greentrade.net 

www.greentrade.net是一个在市场方面有着领导作用的网站，尤其是在有机
产业市场。这个网站自从2001年12月上线以来，每月接待约13，000个专业公司。
www.greentrade.net可以同时用3种语言显示（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为来自世
界各地经过认证的有机产品提供买卖的机会。他们创建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

会（IFOAM），并同许多主要的有机产品组织及认证机构协力工作。 
这里有有机产业相关的法规和组织机构信息以及有机市场和产业的新闻。目

前他们可以引用的地址栏里已经有了3500家公司，另有14200家储存在数据库里，
他们对数据库里的很多中国公司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出版物  
◆BioFach China newsletter 
《BioFach China newsletter》将推出双语季刊（英语/中文）目的是推广有机食品
和天然产品。《BioFach China newsletter》的主要议题是有机食品贸易、关于有机
的相关立法和有机食品的消费观。欢迎生产者、经销商、零售商及行业组织等前

来投稿，电子版的时事通讯是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的。如需订购和提交相关信息，

请联系biofach-china@nuernbergglobalfairs.com 
 
 

◆Eva Sternfeld引述了一篇来自针对有机和自然品的国际贸易刊物《in Organic & 

Wellness News》（《有机与健康》）2006年秋季刊中的文章《亚洲有机产品的觉醒》。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报告说《Livestock’s Long Shadow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Options》（《牲畜的巨大阴影：环境问题与选择》）于2006年11月头
次出版。这份报告用一些惊人的数据详细展示了迅速增长的畜牧农业对环境

的影响。例如，报告中指出全球畜牧业比全球运输业排放产生了更多的温室

气体（估计约18%的全球温室效应是由此导致的）。导致酸雨的合成氨约有
64%是由畜牧业产生的。畜牧业占用了地球表面约30%的土地，33%的耕地也
被用于放牧。与此同时畜群导致了大规模的土地退化，由于过度放牧、密集

占用和侵蚀，近20%的草场已经退化。这组数据在干旱地区甚至更高，因为
政策不当和对畜牧业欠缺管理导致了提前到来的土壤荒漠化。 

     
畜牧业是对地球日益稀缺的水资源最具破坏性的部门， 水污染、珊瑚礁的

退化。主要污染的介质有动物的粪便、抗生素和激素、制革厂产生的化学物质、

用于农作物的化肥和农药。大规模的过度放牧扰乱了水循环，使得地上地下水资

源补给缩减，大量的水为了生产饲料而被撤回。 



畜牧业将成为中国南海地区内陆的主要氮磷污染物的来源，对海洋生态系统

的生态多样性丧失起到破坏性作用。 
乳肉类动物现在已经占了所有陆生动物数量的20%。家畜的存在占用了大片土

地，它们对于饲料作物的需求也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24个重要的生态系

统中的15个已经被公认为衰落了，畜牧业则被列为罪魁祸首。 

了解更多信息或下载完整的报告请点击： 
www.fao.org/newsroom/en/news/2006/1000448/index.htm 

 
 
 

◆   2006年12月，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发布最新一期的半年报告《Growth 

of Global Animal Agriculture》（《全球畜牧业增长》）这份报告包括了一些有关中
国畜牧业发展的值得注意的数据。报告中指出：对比1995年和2005年，远东地区

（主要指中国）使全世界的年猪肉产量净增长了近80%。自1995年以来，中国

的鸭肉产量翻了一番，羊肉产量增长几乎翻了三倍，山羊肉产量也增长了近两倍，

牛肉产量产量翻了一番，鸡蛋产量也几乎翻了一番。 
     报告回顾也包含了有机耕作一节的内容。很难量化有畜牧业是否与有机土
地的占用有决定性联系。不过，土地总额近一半已经用来做永久性牧场，所以这

也必然联系到乳制品、牛羊肉的产量。世界上得到认证的有机土壤绝大部分是在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这两个地方采用的都是低强度放牧。十个拥有最大有机

农业区域地的国家是：澳大利亚、中国、阿根廷、 意大利、美国、巴西、德国、
乌拉圭、西班牙、英国、智利。而澳大利亚的有机土地面积超出排在第二位的中

国3倍之多。但是，实行有机管理的土地总面积却只占国家总农业面积的一个很

小的比例。中国仅次于澳大利亚，拥有世界第二大的有机土地，但是有机土地只

占全部农用土地的0.5%。世界上土地实行有机管理最高比例的十个国家都在欧

洲，为首的是列支敦士登,奥地利,瑞士,芬兰和瑞典[根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

合会（IFOAM）提供的数据]。这个报告也提到了全球有机市场的发展： 

北美的有机农产品市场增长最快，其次是欧洲。英国是第三大市场。中国的

市场在亚洲地区增长最快，一些有机食品由类似家乐福这样的有机超市从欧洲直

接进口。有机食品超市的数量在大多数城市处于递增状态。若想获取相关文件

（90页）电子拷贝请联系AmyFirth@wspa.org.uk 

 
 



活动预告：  

◆第三届中国有机产品及天然产品展  
2007年4月10日—12日上海 
上海国际农展中心，上海虹桥路2268号 
组织者：上海珈菱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资助者：德国BCS有机保证有限公司（BCS）， 瑞士生态市场研究所（IMO），
日本有机和自然食品协会（JONA），南京环球有机食品研究咨询中心等等 
 

了 解 更 多 的 信 息 请 联 系 helen@jialing-group.com ， 或 登 陆 网 站

www.jialing-group.com/organic/en/index2a2en.htm 
电话：+86-21-64327566 
 
 
◆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2007年5月31日—6月2日 上海 

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联系Jane Jiang, Cecily Chen NürnbergMesse China Co. 

电话：86-21-522286572-604,或605 
传真：86-21-52286573 
email: jane.jiang@nm-china.com.cn, cecily.chen@nm-china.com.cn 
请登陆www.biofach-china.com 获取最新消息 
 
 
◆Natural Ingredients Exhibition & Conference 
2007年10月30日—11月1日英国伦敦 

了解更多的信息请登陆网站http://www.ni-events.com/ 

 
 
 

中国有机行业地址： 
 

本部分是为读者提供的一项特殊服务，我们将中国北方经营有机食品的超市、餐

馆和农场。本名录可能尚不完整，所以如果您有更多信息或者发现名录有错，请

您联系我们。此外，在前几期的《有机潮流》中我们已经介绍过上海、北京和中

国南方的超市、农场和餐馆名录，如您需要请联系我们。 



 

名录更新： 

善斋  

电影明星张子怡开的这家充满日本风情的餐厅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经过鉴定的

有机餐厅。这里的蔬菜全部都是餐厅自己的有机农场种植的。 
营业时间每天5：30——10：00pm 

朝阳区东三环北路１６号隆博广场北楼二层 

电话：65951199 

 
 

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有机奶制品 

从2006年11月起 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奶制品 (鲜奶、酸奶)已经

可以北京的超市里上架了。每天，新鲜的牛奶和酸奶（含糖和无糖）从位于北京

北面的延庆县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农场里运送出来。农场的主人Wang 

Zhanli在意识到激烈的价格战使得想在传统的牛奶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已是毫无

可能后，便决定走有机之路。在得到了一些荷兰乳品专家和北京农业大学养牛专

家Li Shengli教授的支持下，他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奶牛场。  
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通过鉴定了有机饲料、有机原料以及

有机牛奶生产和加工线的公司。目前，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黑龙江

的有机农场买进饲料，草料则来自于内蒙古。不过他们很快就可以在当地种植作

为饲料的有机玉米和胡萝卜了。这个农场地处于离延庆县西部的康熙草原很近的

地方，养着荷斯斯坦牛和西门塔尔牛。王先生确信为牛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保

持它们的好心情对于好的牛奶产量是有着致关重要的作用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

牛不仅有上好的有机饲料吃，而且还有着娱乐：每天早晨它们都从古典音乐优美

的旋律中醒来。归原生态的奶制品可以在一些像April gourmet（绿叶子食品店）

的超市里找到。如需送货上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810-9903。了解更多信息

请登陆网站www.greenyard.cn 

 
 



乐活城超市  
这家在顺义的超市提供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OFDC）认证的
乐之万有机纪念农场的有机产品，也提供来自国内外厂商的有机加工食品。乐活

城可提供送货上门服务，货品可以在网上(www.lohaocity.com)订购。 

地址：北京市京顺路５２号乐活城有机健康生活馆 

邮编：1000015 

电话：010-8590134-82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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