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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致力于全球优势农产品资源的开发，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正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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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农场，努力将更健康、优质、安全的地域优势食品提供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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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消费者。正谷标准农场始终坚持“环境友好、公平贸易”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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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食品研究中心
正谷有机食品研究中心在新品开发、工

6

艺优化、食物营养和产品安全管理等方

正谷国内标准农场

面开展工作。从食品健康和安全的角度
出发，建立严格的正谷优质食品标准，
保障正谷食品的安全、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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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卡

可持续生活方式

环境友好

公平贸易

或访问 www.oabc.cc
详情可致电 400 630 1001

预约配送

产品信息

正谷有机农业团队诚意奉上：

送到家！

请关注正谷微信

士Cavell公平贸易巧克力、正谷有机蔬果等，符合正谷优质食品标准，为您配

咨询建议

正谷有机月饼、正谷五常有机原稻米、正谷澳洲动物福利有机牛肉、正谷瑞

张 铭 联合创始人 高级副总裁

张友廷 联合创始人 副总裁

邢建平博士 联合创始人 首席产品官

张向东 创始人 董事长

张晓尔 联合创始人 副总裁

徐 新 联合创始人 执行总裁

张婷婷 联合创始人 副总裁兼首席品牌官

张建伟博士 联合创始人

从右至左依次为：

正谷有机，十年相伴。

度的、可持续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呈上自然美味，表达美好情感，与您分享适

成就「正谷家宴」。

诚心奉上正谷标准农场所产的优质食材，

正谷卡，以正谷环球有机食材分享对食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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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中食材可通过
2017中秋正谷卡相应选项获得

技术支持：正谷有机农业技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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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有机生活
你可有一个有机田园梦？寄身其中，其乐融融！身
在都市也有机会享受悠然农耕，感受有机生活。

我从内心感受着四季的不同。
有机是正谷团队一直坚守的标准，在农作物适宜生长的地区建立正谷标
准农场，进行有机种植，安排种植计划、准时播种、适时采收，允许适度的

四季有机蔬汁饺
香烤有机脐橙

接下来的整个夏日，正谷都会最大限度满足你的
梦想！正谷“你的有机生活”，就由这次麦收，
拉开大幕！

夏秋两季，是自然最慷慨的时节，作为从事健康种植的有机农人多年，

雪蟹肉炒原稻米饭
红酒干葱烩牛腱
正谷巧克力有机月饼

8

选择有机，选择爱与责任
自然保护之夜，是2016年10月份起，正谷获得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瑞士总部授权，以WWF&
正谷联合品牌推广有机食品的方式，把可持续生
活方式融入日常的重要标志。

虫害发生，也不使用任何人工合成的化学投入品。
我诚挚地邀请你翻阅这本册子最后的《正谷全球有机美食地图》，这是
正谷十年有机的事业“版图”，我们整个团队的持续努力，就是将更健康、优

有机红茶奶冻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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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
BioFach动态抢鲜看，正谷连续十年坚持有机事

自然和土地的赠予，有机食材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亦有生命力。这个中秋佳

业，见证中国有机农业的3.0迭代。有机3.0时代是
有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节，我们为你精心准备了正谷有机月饼，它的生长周期恰是其中每一份有机
食材的生长周期，生命力则好似酝酿许久的果实终于成熟。自然食材、没有

基金新闻
正谷助力中国零售业可持续发展年会，
共同推动可持续消费

质、安全的地域优势食品提供给中国消费者。这个理想，至今已是十年坚守。
一箪食，一瓢饮，贤者自得其乐，这就是遵守自然法则的犒劳。食物是

正谷家宴 小录

34

媒体报道
和CHINA DAILY一起看正谷

添加，自然保质期仅有18天，我们期待着你的接纳，以有机月饼为寄托，将

解析2017年中秋正谷卡

关爱与真诚分享给所爱之人。

2017 年中秋正谷卡清单

在坚守有机理想的同时，我们不忘商业目标与社会责任并重，对农业生

12

产充满感情，对自然充满敬意，以有机种植减少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影

心似朗月 欢喜满堂

01

2017 年正谷全球有机美食地图

正谷有机月饼，小饼如月，人间团圆

响，倡导有机生活，通过分享有机理念以推动可持续生活方式，2016年年

正谷有机月饼食材地图

中，正谷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进行［品牌联合］推广也正式落地，
我们与WWF一起分享可持续生产方式。
有机种植本就是一种对环境友好的生产操作。尊重这份农业坚持，推而

18

正谷国内标准农场
正谷有机蔬菜

及之土地、森林、动植物保护……我们期待可以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注环境

01

正谷有机原稻米

保护、公平贸易、动物福利以及可持续消费，我们希望正谷在建立人与人、

正谷有机水果

人与食物、人与自然之间美好关系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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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海外标准农场
正谷瑞士 Cavell 黑巧克力
正谷澳洲有机牛肉

04

传统的石油系油墨成分中，含有多环芳香族类及挥发性有机化合

02

正谷 Ouroland 有机牛奶

物，对大气污染及地球变暖影响严重，对人体也有毒害。大豆油
01

可以取代石油溶剂，进而导入油墨成分，是环保油墨的理想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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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有机生活
系列 活动
2017年6月2日，正谷联合创始人、首席产品官邢建平博士的校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的同学们来到正谷有机农场，与邢建平博士、正谷基地负责人沈伟及正谷基地的同事们一
起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夏日午后时光。

正谷标准农场始终坚持“环境友好、公平贸易”的经营
理念，满足当地有机标准，同时符合正谷优质食品标准
和正谷质量控制体系要求。

光华管理学院“企业百家行”所关注的商业案例，是
具有独特商业模式的企业，通过实地参访，搭建学校
与企业深度交流的桥梁。

在北京正谷顺义农场会议室，建平博士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同学们分享了世界与中
国有机行业生产及市场数据、正谷商业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正谷基地负责人沈伟分享了正
谷有机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中国有机认证等信息。

在正谷有机农场的瓜棚和小麦田，到来的客人更零距离
接触了“有机种植”，吊蔓而生的小西瓜、白甜瓜自然
生长成熟、瓜香浓郁，绿的黄瓜、紫的长茄子，“有机
不是零污染、零添加，而是通过有机方式的可持续生
产，改善我们的食物，改良土壤和水质，最后能够改善
环境”。

正谷践行有机农业，从事有机农业意味着更多的物力
和人力的投入，但同时也意味着对于生态环境的保
护。以商业模式关注环境、以有机技术和生产方式改
善农业、减少化学投入品的使用、减少人类生产活动
对自然的影响。

正谷成立于2007年，致力于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标准农场，开发
全球优势农产品资源，努力将健康、优质、安全的地域优势食品提供给中国消费者。

你的有机生活
系列 活动
2017年6月18日，正谷有机农场迎来了50多位客人，因对
健康蔬果的关注，对有机的信赖和认可，来到正谷有机农
场，亲自操起农具，感受有机种植的快乐，带着孩子，一
起回到大自然怀抱。
都市生活久了，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有机田园梦，寄身其
中，其乐融融，身在都市也有机会享受悠然农耕，感受有
机生活！用闲适的农耕代替城市的喧嚣，用“粒粒皆辛
苦”的现身教育代替孩子的电子游戏，你的有机生活第一

跟着妈妈的小姑娘说：“农民伯伯真辛苦，以后再也不浪费粮
食了！”
劳动结束，换来了一餐美味的农家简餐，有机蔬菜馅的包子，
有机绿豆粥，瓜棚现摘来的有机甜瓜、有机西瓜、有机小西红
柿，是有机种植让食材味道浓郁？还是亲自劳动后吃到的香
甜？不如，下次你也来试试！

弹——正谷夏日麦收，就由这次麦收，拉开大幕！
在有机田野上撒欢儿的孩子们会告诉你，这是小麦田，那
是黄瓜棚，刚刚飞过的是来吃麦粒的小麻雀，还有跳着走
路的小蛐蛐儿……有机种植，是对自然环境友好的种植操
作，人与植物、动物和谐相处。
夏至未至，收麦时气温已达30多度，劳动的间隙，不忘给
孩子擦汗，给自己直一下腰，喘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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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9 日，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与正谷共同发起的自然保护
之夜在北京四季酒店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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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产品背后遵循着可持续理念，从2007年成立以来，正谷致力于以有机
技术和生产方式改善农业，减少化学投入品的使用，减少人类生产活动对自
然的影响。

本 次 自 然 保 护 之 夜， 是 2016 年 10
月 份 起， 正 谷 获 得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WWF）瑞士总部授权，以 WWF&

2016年10月，正谷获得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瑞士总部授权，正谷有

正谷联合品牌推广有机食品的方式，把

机原稻米、有机红茶、有机粽、有机月饼、有机年糕使用WWF和正谷联合

可持续生活方式融入日常的重要标志。

LOGO，正谷与WWF一起，致力于可持续理念的传播和有机生活方式的倡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总干事卢思

导，包括可持续的有机种植的延续、可持续的有机食品开发与消费。

骋先生、台湾《汉声》杂志创办人之一
黄永松老师、小娟 & 山谷里的居民，
正谷创始人、董事长张向东，联合创始
人、执行总裁张建伟博士，联合创始人、
首席产品官邢建平博士出席。
正谷联合创始人、首席品牌官张婷婷主
持会议，100 多位 WWF 和正谷的亲
朋好友在现场分享可持续生活方式、关

推动降低污染和减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是WWF主要工作之一。
我们通过可持续消费周、地球一小时等活动，推动公众践行可持
续的生活方式，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做出改变。

注以生活点滴保护自然、参与环保。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总干事卢思骋说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是在全球
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
保护组织之一。成立于1961年，总部位

正谷是一家重要的有机食品公司，当然我们还是一家小公司，但
是我们的理想很大。
我们希望努力一点，通过更多的有机方式种植来改善环境，提高
农民的收入，以合理的价格让农民愿意从事有机生产，通过流通
效率的提高来降低消费者获得有机食品的成本……

于瑞士格朗。WWF在全世界超过100个国
家有办公室，有超过500万名志愿者。

正谷董事长张向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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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机先驱对话”正谷协办
IFOAM亚洲青年有机论坛

2017.6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
博览会（BIOFACH CHINA）

2017年6月22日-25日，第二届IFOAM亚洲青年有机论坛

正谷张友廷代表中国有机行业

（IFOAM Asia Organic Youth Forum）在上海举行，正谷作为论

在2017德国BioFach做主题演讲

2017.5

坛支持方，邀请部分有机行业青年爱好者与正谷青年团队一
起，深度参与论坛现场，与世界有机人士面对面，共同体验

2017.2

有机3.0时代的魅力。
论坛缘起于IFOAM亚洲地方政府有机农业促进会（ALGOA）
培训项目，由来自亚洲7个国家的年轻人于2016年在中国发
起成立，旨在增进本地区各国间有机发展模式、技术和文化
的交流，通过高水准培训，强化年轻人的专业技能，使其有

第八届正谷有机农业技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BioFach China（2017）展会期间，正谷主办的第八届
正谷有机农业技术研讨会在展会现场顺利举行。受邀
来到现场的国内外关注有机行业、从事有机事业的老
师以及同行业朋友共同探讨了国内外有机农业发展现
状及中国有机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新变化。

2017年2月15日-18日，第28届有机食品展览会
（BIOFACH2017）在德国纽伦堡开幕，正谷有机农
业团队连续第七届参展。
受IFOAM - OI执行主任Markus Arbenz相邀，正谷
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张友廷在IFOAM - OI主办的
主题报告会上作为中国有机行业唯一代表进行主
题演讲，分享中国有机市场发展和现状，并将最
新《中国有机产业发展报告》英文摘译版带到现
场，与世界有机从业者交流中国有机行业的相关
数据。

德国 BioFach 是由 IFOAM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
（IFOAM - Organics International）主办，欧盟农
业委员会、德国农业部协办，全球唯一的一年一度
的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

正谷可循环展台亮相
上海BioFach China（2017）
2017年5月25日-27日，BioFach China（2017）中
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正谷作为
BioFach的老朋友、重要参展商已连续七年参加展
会。今年正谷展台以可循环的特点、诸多新鲜的
版块，和参展的同行、有机爱好者分享有机农业
的乐趣、有机生活的提倡和可持续消费的倡导。
适度、自然、可持续是正谷展台一直坚持的风
格，今年更加入了新鲜版块：正谷全球有机美食
地图、正谷十年、与WWF一起推进可持续、《趋
势》册子的发布和售卖、正谷茶歇大咖云集、有
机种子售卖、正谷美食体验……

同时与会的还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钱晓华，正
谷创始人、董事长张向东，正谷联合创始人、首席产
品官邢建平博士，正谷联合创始人、首席品牌官张婷
婷，会议由正谷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张友廷主持。
来自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有机农
业运动联盟(IFOAM - OI)、丹麦农业和食品委员会等嘉
宾老师进行了主题演讲。研讨会现场还进行了《2017
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的发布仪式，这本统
计年鉴是FiBL（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和国际有机农业
运动联盟（IFOAM - OI）联合统计出版，正谷已连续六
年承担了这本统计年鉴的摘译为中文的工作，今年更
与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合作翻译全书，期望把
国际最新最全的有机农业信息分享给有机爱好者。
正谷张向东董事长与周泽江老师现场讨论，希望中国
有机产业能够在新的环境下继续发展，邢建平博士做
感谢致辞，感谢所有到场同仁，正谷农业期待明年跟
大家再次相聚！

能力积极响应有机发展的时代要求，并最终在不远的将来担
任起3.0时代有机运动的主力。

现场直击∣“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开放的论坛，它的高度、广度，由你决定 —— 关注
有机行业的亚洲年轻人，你的想法，你的行为，你的参与！
有机青年领袖课程（培训语言：英语） 定向邀约，以及 “ 与
有机先驱对话 ” 公开课的形式，给几十位有机青年领袖培训参
与者（包括 10 名外籍参训人员）和近十位国际有机行业先驱
嘉宾自由的交流平台。

IFOAM 亚洲青年有机论坛公开课现场嘉宾名单：
Mr. Savdarman Patel
印度生物动力农业协会 主席；一个地球奖得主
Mr. Yoshinori and Mrs Tomoko Kaneko
日本有机农业先驱；一个地球奖得主
Mr. Kim Chan Mo 韩国韩莎林农民协会 主席
Mr. Konrad Hauptleisch 国际有机农业联盟 学术主任 ( 德国 )
Mr. Zhou Zejiang 国际有机农业亚洲联盟 主席（中国）
Ms. Jennifer Chang 国际有机农业亚洲联盟 执行主任 ( 韩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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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饼如月，人间团圆。
中秋佳节，正谷团队诚意奉上有机月饼，
做到好吃，回归人们对月饼最朴素的愿望：
分享健康，祝愿美好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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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融合九年经验，坚守有机
食材、健康配比，更加入
手作工艺 ，兼顾有机理
念与环境保护。

2016年
继续有机月饼研发，加入
更多健康元素：优选有机
橄榄油、有机蔗糖，降
低糖油比例。

2015年

2014年

推出全国首款有机月
饼，并且推动“有机月

开始尝试将正谷 澳洲有
机牛肉 加入到正谷月饼
的口味中。

饼”加入中国《有机产品
认证目录》。

2013年
开始挑战仅 15天的短保
质期健康月饼。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正谷食品研究中心研发更
多月饼工艺、配方，如台
式桃山皮、苏式酥皮等，
尊重传统工艺。

开始为健康原料月饼做减
法，尝试保留食材自然
味道。

摒弃高油糖，用好吃、健
康重新定义月饼这种传统
食物。

发现更多适合做月饼馅
料的正谷健康食材。

开始尝试研发健康原料
月饼，一直坚持有机食
材，减少添加，尊重食
材本来的味道，寻找健
康与口味的最优契合。

环球有机食材、
九年健康月饼经验
优选正谷标准农场所产有机食材，
澳洲有机牛肉、瑞士Cavell巧克
力、内蒙古有机杂粮、云南玫瑰，
对有机食材的严苛甄选，配料去繁
就简，成就正谷有机月饼。正谷有
机食品研究中心九年健康原料月饼
研发经验，今年是第三年获得中国
有机月饼认证。

手作工艺，
传承美食匠心
传统苏式酥皮，尊重手工制作
要求，优选有机石磨低速研磨
全麦粉，降低糖油配比，手工
揉制饼皮，香而细腻，裹入考
究馅料。

有机认证，健康配比
正谷有机月饼第三年获得中国有
机认证标签。严格遵守国家有机
标准进行配比生产，在美味和健
康之间寻求平衡。

我们将传统手作工艺与现代化
加工设备结合，按照正谷有机
月饼加工工艺标准及正谷质
量体系进行生产，坚守工艺标
准，传承美食匠心。

对馅料配比再三考究，牢记健康
原则，兼顾美味口感，饼皮细腻
酥软，馅料低糖低油，简单配料
表意味着对食材本味的严苛，对
口味配比的专注。

有机生产，关心环境
有机农业的生产过程避免使用化
学合成投入品，是一种环境友
好、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正谷有
机月饼的生产过程，用有机的方
式表达对环境保护的关心。包装
采用FSC认证纸张，使用环保大
豆油墨印刷，关注和遵守公平贸
易、碳中和、动物福利等要求。

“有机配料在终产品中所占的质量
或体积不少于配料总量的95%”。
—国家有机标准《GB/T 19630.2-2011》

大豆油墨 SOYBEAN OIL INK

公平贸易 Fair Trade

碳中和 Carbon Neutral

动物福利 Animal Welfare

传统的石油系油墨成分中，含有多环芳香族类及挥

社会组织以公平的价格鼓励和促进生产和社会发

碳中和是指总释放碳量为零，亦即排放多少碳就

是指动物如何适应其所处的环境，满足其基

发性有机化合物，对大气污染及地球变暖影响严

展，保护交易活动中处于劣势的小农户或手工业

作多少抵销措施来达到平衡。

本的自然需求。高水平动物福利则更需要疾

重，对人体也有毒害。大豆油可以取代石油溶剂，

者的经济利益，同时保护环境。

进而导入油墨成分，是环保油墨的理想原料。

病免疫和兽医治疗，适宜的居所、管理、营
养、人道对待和人道屠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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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内蒙古 库伦旗

正谷有机食品研究中心

正谷有机杂粮

正谷有机食品研究中心进行有机月饼的口味研

当地拥有十多年有机杂粮种植及出口历史，得天

发、配方生成。今年已是第三年从事有机月饼

独厚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生态结构为杂粮有机种

研发，延续九年健康原料月饼经验，保证食材

植提供了适宜条件。有机种植的白芸豆、黑芝

务必全球精选，配方反复调试，探寻美味与健

麻、芝麻、南瓜籽仁等的组合，带来更丰富的口

康的平衡。

感和食物特有的清香。

瑞典

FSC认证纸材

有机认证

正谷有机月饼包装采用经 FSC 认证纸张，

每一份正谷有机月饼都贴以有机食品认证追溯标

减少油墨使用，减少用胶，纸张不采用覆

签。95%以 上 的 食材（遵 照国家有 机 标 准《GB/ T

膜工艺，践行可持续农业。

19630.2-2011》要求）经过有机认证，不采用转基因

山东德州

或化学合成食品添加剂。标签上的追溯码具有唯一

有机石磨全麦粉

性，保证产品可追溯。

来自山东有机冬小麦基地，肥沃的黄河冲积平
原，以自然农耕方式进行田间管理。传统石磨工
艺研磨，低转速低温加工过程，自然保留小麦营
养成分和微量元素，小麦胚芽中富含的维生素E

西班牙 阿尔卡拉斯

更可保留完全，是普通加工方式的18倍。

有机橄榄油
取知名天然生态保护区阿尔卡拉斯山脉庄园所产
有机橄榄油，通过欧盟、美国、中国等多国有机
认证。有机种植、4小时完成采摘至压榨工艺，保
证新鲜度，天然酸度仅0.15%，果香浓郁，成就
弥足珍贵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瑞士

正谷Cavell黑巧克力

四川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

自然成熟蜜

正谷澳洲草饲有机牛肉

蜂蜜蜜源来自天然森林，位于世界自然基金会

在1.2万公顷的澳洲有机牧场上，3000头有机牛

（WWF）四川大熊猫保护区区域，当地社区以

悠然地享受着广阔的空间、阳光，食用有机牧

可持续的林下经济代替砍伐，保护森林和野生

草，这些牧草比玉米等粮食作物更适合它们的

动物。

胃。有机牛不会被割断牛角，也不经过迅速增重
的育肥过程，动物福利是牧场善待牛的方式。

正谷Cavell黑巧克力，正谷团队海外优选秘鲁、巴拉

巴西 圣保罗

有机蔗糖
采用有机种植甘蔗，
按照当地传统工艺，
经过榨汁、
过滤、
除杂、
澄清、
煮晶、
脱蜜、
洗糖、
干燥形成，
无转
基因，
无人工化学合成物添加。

圭、多米尼加共和国家庭农场所产原料，瑞士精良
工艺定制高品质巧克力。正谷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提

云南丘北

供保证：可持续农业、公平贸易理念、碳中和。支

玫瑰花

持公平贸易，以公平的价格直接从可可合作社采购

基地优选“高原重瓣红玫瑰”法国墨红品种，有机

可可。关注碳中和，通过种植树木，中和巧克力经

方式种植，所产食用玫瑰花色深红、香味浓纯、独

营活动中的碳排放，维护生态环境。

具丝绒质感。
自然干燥，
避免机械化加工。

正谷有机月饼（苏式酥皮）
牛肉有机月饼

60gx2
60gx2
玫 瑰 有 机 月 饼 60gx2
巧克力有机月饼 60gx2

订购热线

杂粮有机月饼

400 630 1001

正谷微信购买

官方网站

www.oab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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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基地到采摘农场的大转变！

有机方式的适度种植

的地方，经过几年的转化，基地的有机种植步入正轨，今年基地完成从

正谷顺义有机蔬菜基地位于
北 京 市 顺 义 区， 生 态 环 境 良
好，土壤肥沃、灌溉水水质优
良。 有 机 蔬 菜 生 产 过 程 遵 循
《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
并由正谷产品基地部同事管
理生产，保证所产有机蔬菜的
优良品质。

农场除了为客户提供日常配
送的有机蔬菜之外，还可提供
农场参观采摘、休闲拓展、有
机蔬菜大棚租种等服务，是体
验有机农耕生活、亲近自然，
户外休闲的理想之所。

正谷的有机蔬菜基地建立之初，就选择了生态环境优美、自然条件优越

正谷顺义基地工作日记上，正谷基地的同事们一五一十地记录下农事操
作的时间。按照《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进行蔬果的种植生产。多
样化种植、拒绝使用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容忍常规农业生产中所谓的“害
虫”的适度存在，正谷团队用专业、严谨践行有机农业的责任心。

收获的季节，来农场采摘的客人很多，我带着他们，介绍每一种蔬菜的
特性和有机种植的每一个环节，介绍有机种植理念，也介绍我们团队自
己。一边采摘新鲜的有机蔬果，一边和我们闲适聊天说地，很多客人会
说，来到正谷蔬菜基地就忘记了都市生活的喧嚣和嘈杂，身体得以放松，
心情变的愉悦，正谷实现了他们的有机田园梦！我会说，谢谢您，这就
是我们所要为之努力的。

张友廷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高级检查员
正谷副总裁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专业，硕士学位。
2001 年在南京溧水县研究有机蔬菜关键生产技术，
参与编写《有机农业原理和种植技术》。
2008 年获得国家有机产品认证高级检查员资质。

2005 年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认监委）发布了有机认证标准，

正谷标准农场

2013 年规范了有机认证标志的使用，每一个有机产品也有了认监委授权

有机蔬菜基地

的唯一身份码。
正谷标准农场的有机蔬菜均获得有机认证，加贴有新的有机认证标志。所

认证机构标识

有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蔬菜品种，都可以在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
（http://food.cnca.cn）进行查询，查询内容包括蔬菜的名称、数量、规格、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等信息。

有机码
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示例）

有机产品认证标识

正谷有机蔬菜获得国家法定认可的有机认证。
生产过程遵循《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
并由正谷产品基地部同事管理生产。
基地周围环境良好，远离工业污染源。
基地土壤环境质量和农田灌溉水经过检测机构检测，
符合国家《有机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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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粒打场 疲惫幸福

公平贸易 农户返利

过了秋分，位于黑龙江五常市民
乐乡的正谷有机原稻米种植基地
进入收割和晾晒的关键环节。手
工收割后，码成一垛垛的稻谷像
一个个小粮仓堆在黑土地上，初
冬时节干燥的北风“负责”这些
稻谷的自然晾晒干燥，这样的农
事操作更有利于保存有机原稻米
天然的清香和营养。

每年 11 月份，正谷有机原稻米团
队组织稻农开始一年一度最艰苦
也是最受期盼的田间脱粒作业，
此时温度已经突破零下 10 度，
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是五常
稻米品质优异的原因，这里作为
清后期贡米已有 170 年种植历史。

正谷有机农业基金与五常合作社
农户分享公平贸易理念，鼓励农
户采用对环境友好的种植方式。
每年开春，正谷按照每家每户的
稻谷质量和配送情况，对农户进
行质量奖励和现金返利。

正谷有机原稻米
198元／5kg／箱

01

脱粒打场的现场是从凌晨 4 点开始
的。繁星寂寥，地头热闹，打场的
人们分享着丰收的喜悦，这是合作
社 农 户 最 忙 碌 、最 开 心 的 日 子 ，
一年耕耘劳作到了收获的季节。每
一袋稻谷都严格使用有正谷标识的
封口绳，以杜绝混入其他稻谷。正
谷团队的小伙子们在田里与农户一
起，参与整个采收过程，从源头保
证正谷有机原稻米优良品质。

围绕着“人”设置“劳动模范
奖”，由合作社农户民主投票，
用以鼓励那些用心耕种、遵守有
机操作规范、坚持传统农耕精神
的农户。

我们和农户一起
把种水稻和公平贸易做好

收割晾晒 丰收喜悦

选项
01

正谷有机原稻米可选于：

正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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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草莓
品种 红颜草莓
特点 口感更佳，外形呈鸡心型，色深、清甜、多汁、果
肉柔嫩细腻，
浓郁草莓香。
关键技术 不使用催熟剂、农药、杀虫剂等。
间种大蒜
防治病虫害，
蜜蜂授粉，
疏花疏果保证果实品质。

正谷生态杨梅
品种 东魁

最适生长区域
不辜负等待

特点 正谷优选特级东魁，果特大，果色紫红，含糖量
高（10.5%）
，果汁含量高（74%）而酸含量低（仅为
1.35%）
，
甜美多汁，
果香盈口。
关键技术 正谷梅园多年来采用有机肥培肥地力，杨
梅果自然生长，
不用膨大剂。
严格选果，
全程冷链。

正谷有机草莓生长于北京市顺义区的正谷有机蔬菜基
地，由正谷有机农业技术团队严格按照《正谷有机产
品质量标准》进行有机生产。

品种 红富士

优仙果，值得等待。

区，拥有独特的气候、土壤、光照等适合优质苹果
生长的生态条件。

江西 赣州

正谷有机苹果基地位于陕西宜川，地处北纬35°

正谷有机脐橙

关键技术 坡地形成自然梯度，红色酸性土壤施入腐
熟有机肥培肥地力。

正谷生态蜜桔

特点 赣州产橙有 1500 多年历史，低海拔丘陵，亚热
带季风气候，独特红壤土，是最适宜有机脐橙种植的
地区。

浙江 涌泉

品种 纽荷尔脐橙

浙江 仙居

正谷有机脐橙

阳光充足、温度适宜。每一年，在东魁杨梅仅有的

正谷生态杨梅

Tips 光合同化物是指通过光合作用，外界摄入的
物质转化成为的自身物质。

350-700米的丘陵山地，杨梅林地中空气湿润、
14天采摘期中，我们只选择最佳的7天采摘期，最

陕西 宜川

关键技术 果园多年有机种植，树龄十年以上，施用
有机肥，果实不打蜡、不用药，味道天然。

正谷有机苹果

“黄土梯田”
，昼夜温差大，利
特点 渭北旱塬高海拔
于光合同化物积累，
沟壑地貌更适宜有机种植。

北京 顺义

正谷有机草莓

正谷有机苹果

位于永安溪畔的正谷杨梅基地是一片海拨

正谷生态蜜桔
品种 早熟宫川

蜜桔果
特点 涌泉蜜桔盛名已久，隋唐前列为贡品。
正色亮、
肉质脆嫩、
汁多化渣、
风味浓郁，
品质极优。
关键技术 涌泉降雨丰富，小气候适宜柑橘生长，正
谷基地主要种植高山蜜桔，
山泉水灌溉，
品质更优。

正谷基地自建园之初就坚持有机种植，积累丰富现
代有机果园管理技术。果实自然成熟，高标准分

正谷生态蜜桔基地坚持生态种植，优选15年以上树龄

级，不使用任何药剂处理，仅以降温控湿等物理措

所产果实，从不提前采摘，坚持树上成熟，严格分

施自然贮存，因此每年仅2个月供应期。

级，低温自然保存，时令鲜果，每年仅供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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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可可含量，100% 浓郁口味
不可多得的85%优质的高纯度可
可含量。秘鲁家庭农场以传统发
酵方
式手工制作的方法，保持了可可
豆独有的香气，而高纯度的可可
含量
可以保留可可豆自然香味，所制
巧克力纯度越高，苦味和香味的
融合
则越美妙。

正谷瑞士Cavell黑巧克力
支持公平贸易 ⎥ 支持碳中和 ⎥ 支持可持续农业

好的可可豆，

好吃的巧克力

可可豆从根本
上决定巧克力
口味。正
谷甄选来自秘
鲁家庭农场的
特立尼达
（Trinitario）
可可，它能提
供合适的酸
度、平衡度和
复杂度，被用
于生产优
质巧克力。
这种珍贵又符
合自然生产的
可可豆，
是世界三大可
可中的珍品，
既有顶级
可可豆的细腻
精致，又具有
强的抗病
性，符合自然
生产。

好吃的“背后”是
公平贸易
士
正谷与瑞士阿尔巴巧克力一起合作，以瑞
秘
工艺专为正谷定制生产。在可可豆原产地
合
从可可
格直接
平的价
，以公
合作社
鲁成立
及
作社采购可可，对可可农户给予种植奖励
宜
维护适
叶树，
间种阔
培训，
产技术
可可生
可可树的生态环境，增加可可农户收入。

正谷瑞士Cavell黑巧克力
198元／2盒（100克／盒）

95 %

2

美元

可可生产国并不
消费巧克力，
600万可 可小农 户
生产了世界上95%

可可的 主要产 地来自
于秘鲁 、加纳 、洪都
拉斯、厄瓜多尔等
地，大 部分农 民每天

的可可。

收入少于2美元。

50

万

因收入过低，越来越多的可
可豆农 户后代 选择出 去打
工，放弃了传统工艺，并且
产生了大量童工，童工的数
字在西非达到了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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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 ⎥天然优质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优质天然牧场是
有机牛肉的优势产区。

牧草⎥纯正有机牧草喂养
有机耕作是正谷标准农场保持草场
健康可持续的法宝，即保证牛有充
足的草食用，又有利于草地恢复。

奶源健康可追溯

STRINGENT CERTIFICATION
严格的有机认证

GRASS FED
有机草饲

NO ADDED HGPs

牛⎥高标准动物福利
牛只自由采食、充足的运动场所。
自繁无角小牛。
尊重牛只动物天性，保证健康成长。

坚持可持续的有机实践
高标准动物福利：丹麦牧场坚守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
可持续包装：环境友好的加工方法，正谷选用更环保的玻璃

GMO FREE

德国工艺保障加工

非转基因

位于德国的牛奶加工厂有着 120 多年的家族传承历史。在德

生产符合正谷质量标准和追溯体系
要求。经过纯草饲喂养，无育肥阶段，
更具牛肉本身的风味。

不使用抗生素和化学合成类药物

ANIMAL WELFARE COMPLIANCE
尊重动物福利

FREE RANGE
自由放牧

GREAT TASTE
澳大利亚ACO

核中贯彻最高标准，丹麦是全球食品最安全国家之一。

瓶进行灌装，更好保存牛奶风味。

NO ADDED ANTIBIOTICS OR CHEMICALS

中国OFDC

丹麦是世界上最早出台相关法例的国度。每年的有机认证审

不使用激素

牛肉⎥ 安全与美味共享

中国有机认证

正谷奶源取自丹麦有机牧场，始建于 1887 年，健康土地。

纯正美味

国，品质即是生命。加工厂超过 20 年的有机食品加工资质
及连续 6 次以上获得德最高食品质量国家大奖，保证了正谷
Ouroland 有机牛奶的品质。
来自正谷丹麦标准农场，有机生产，原装进口。获得丹麦、
欧盟和中国有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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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食材不易得，恰需得当的料理方法，

才称得上对好食材的尊重，耐心是自然少不了的，

而少油、少盐，简单烹制，不仅是对健康的追寻，

更是对自然食材的本味坚持。

正谷家宴 ”
是正谷有机实践的重要部分，
“
自提及以来，它的内涵就不断丰富，

不仅在与家人亲友分享健康美味的食物与厨艺，

还包含了食物和环境以及社会公平的关系。

比如，对待食物真诚的态度，对自然和地球的关爱。

主要食材
新鲜有机甜菜、菠菜
胡萝卜、西红柿
芹菜等蔬菜榨汁
有机面粉、有机牛眼肉

料理方法
适量蔬菜汁与面粉混合，揉制面团
取醒好的面团，家人围坐，擀面皮，
拌馅料，包饺子

正谷有机蔬菜
可选于：2017中秋正谷卡01选项
规格：4kg／5kg／6kg／箱
单价：198元／220元／260元

再难有饺子这样的食物，可以轻易的勾起家的意境，在每一个佳节，都适合这
样一个经典的创意：将有机蔬菜汁混入面团。制好的饺子鲜食也可，冰冻储存
更佳，可以在食用的每个日常回味相聚的美好意味！

主要食材
有机脐橙、正谷法国红酒
红糖、WWF自然蜂蜜、黄油
橄榄油、盐

料理方法
脐橙1/5位置处，切开，皮做小
碗状，挖出橙肉，盖子和碗留用
橙肉切碎，与橙汁一起放入搅拌碗，加入
酒、糖、蜂蜜、盐和融化的黄油，搅匀分
装入脐橙皮小碗中，盖上脐橙皮盖，在脐
橙皮上涂上橄榄油，放入烤箱烤制35至
50分钟，尽情享用甜香可口吧

有机脐橙制成的甜品，给整个家宴的餐桌增添一抹艳丽的色彩，而有机脐橙本
身就很特别，既体现甜品的风味十足又能突出本身的味道，烤制是一种简单易
操作的烹饪方法，待到脐橙季，一定动手试一下哦！

正谷有机脐橙
可选于：2017中秋正谷卡05选项
规格：7斤／箱
单价：1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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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的可可液块、巴拉圭的粗制蔗
糖、多米尼亚共和国的可可脂，当地
家庭农场的传统工艺保留了可可的自
然香味，瑞士工艺生产，细细研磨，
味道层次丰富，风味纯正，入口细
滑。难得的是巧克力背后，是公平贸
易、可持续农业及碳中和的理念。尝
一块儿浓浓巧克力香的月饼，与整个
世界在一起吧。

主要食材
有机原稻米、
阿拉斯加雪蟹腿、
橄榄油、盐

料理方法
蛋液打散淋入新鲜热米饭，充分包
裹米粒
平底锅，加入橄榄油刷遍锅底，加
香葱、生姜炒出香味，加入1中米
饭翻炒，加蟹肉和盐，翻匀即可

正谷有机原稻米
可选于：2017中秋正谷卡01选项
规格：5kg／箱
单价：198元／箱

今年，正谷团队诚意奉上巧克力为原
料的有机月饼。创新口味，是正谷有
机食品研究中心九年健康原料月饼研
发经验。配料去繁就简，今年更是第
三年有机月饼认证，手作工艺传承，
给你不一样的中秋体验。

炒饭的美味在于米粒的本香，使用东北五常有机种植的有机原稻米煮饭，
香味悠长，饭粒油亮，淡淡的甜味，空口就能吃一碗。而搭配小香葱、有
机鸡蛋等辅料炒制炒饭，则又是另一番风味，清淡的米香中增添咸香。

正谷有机月饼
可选于：2017中秋正谷卡01选项
规格：480g／盒
单价：198元／盒

主要食材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

主要食材

正谷有机红茶

有机牛腱肉

料理方法

料理方法
牛腱肉撒盐和胡椒粉，橄榄油煎
至每面焦黄。另起一锅，橄榄油
煎香葱和蒜，煎至葱透明，备用

中火炖煮奶油和有机牛奶，并加入有
机红茶搅拌混合。盖上盖子小火8分
钟，取出微凉，加入蜂蜜和少量盐，
晾20分钟。

锅中倒入红酒煮开至粘稠，加入煎好的
牛腱肉，加百里香、糖和高汤，文火慢炖

取琼脂置于大碗中凉水泡软。取出沥
水，加入1中牛奶，稍加热使琼脂溶解。

牛肉炖3-4小时软烂后，锅中加1中香葱
等，煮至浓稠，加盐和胡椒调味，牛肉尽
量吸收最多酱汁。取出即可

将2中制成布丁液分装至玻璃杯等小
容器，用保鲜膜封好放入冰箱冷藏6
小时（或过夜），吃前加一点蜂蜜，
风味更好。

正谷澳洲有机牛肉
红酒完美衬托出牛肉的风味，但又不会掩盖它的味道，正谷澳洲有机
牛100%食用有机牧草，自由放牧，牛肉醇香自然的味道，就用红酒
烩出来吧！

可选于：2017中秋正谷卡02选项
规格：2斤／箱
有机牛眼肉898元／箱
有机西 冷598元／箱
有机牛腱肉298元／箱

奶香的诱惑也许就源于孩童时对食物的深刻记忆，选用健康奶源所产
有机牛奶，加入你的私家厨房菜谱中，满足心里的恋恋奶香惦念。丹
麦家庭牧场，健康的土地、牧草、牛只，现代技术、科学加工。

正谷有机牛奶
可选于：2017中秋正谷卡01选项
规格：500ml／瓶
单价：32元／2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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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农业基金
正谷有机农业基金（Organic and Beyond Fund）是公益基金，由正谷农业发起，旨在推动有
机农业行业发展，促进行业国际交流，分享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动物福利、可持续消费等理念。

正谷助力中国零售业可持续发展年会，
共同推动可持续消费
在国际权威有机研究机构FiBL和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 - OI的授权下，正谷有机农业基金团

“可持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发展。”

队连续六年翻译《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分享给中国有机行业同仁。

——联合国布伦特兰委员会
1987 年 3 月 20 日

自2013年始，正谷有机农业基金加入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起的“可持续消费周”运动中，一起鼓励消费者购买可持续产品，引导其思考商
品生产和流通对环境的影响。

中国零售业可持续发展圆桌 2017 年工作交流会议于 6 月

会议现场，正谷有机茶歇受到一致好评，有机种植的蔬果，

30 日在北京联合国大楼举行。正谷作为圆桌成员之一，

搭配正谷生态干果、正谷瑞士公平贸易黑巧克力，饮一

正谷有机农业基金秘书长张婷婷及正谷团队成员参会，并

杯有机红茶。有机种植是一种环境友好、可持续的生产

为此次活动提供有机茶歇。

方式，生产过程避免了常规农业对大量农药、化肥等外

本次年会以 “ 关注消费者需求变化，推动可持续增长 ” 为

正谷有机农业基金希望通过点滴努力，与更多的人分享有机生活的美好理念，更多与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UNEP）、世界自然基金（WWF）等机构合作正在持续进行。

部投入品的依赖性使用。

主题，圆桌成员包括来自连锁领域的领军企业、国际组织

会议间歇，正谷有机农业技术中心的同事们教大家如何

和机构、标准制定方等不同方面的代表和专家。自圆桌于

使用咖啡渣来种菜。咖啡渣经 60 度以上高温发酵后可以

2013 年成立以来，举办的 “ 绿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 ” 活动，

作为一种营养基质来培肥土壤，发酵后的咖啡渣、羊粪、

影响的城市已经达到近百个，正谷作为成员之一，为推动

草木灰以一定比例混合均匀后即可作为营养土种植蔬菜。

零售业可持续发展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达到了废物可持续利用的效果。

2016 年 10 月，正谷获得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瑞士

正谷实践有机农业，倡导和推进适度的、可持续的和健

总部授权，正谷有机原稻米、有机红茶、有机粽、有机

康的生活方式，关注以有机技术和可持续生产方式改善

月饼、有机年糕使用 WWF 和正谷联合 LOGO，正谷与

农业，减少化学投入品的使用，减少人类生产活动对自

WWF 一起，致力于可持续理念的传播和有机生活方式的

然的影响。这次活动，用现场参与的方式，与所有可持

倡导，包括可持续的有机种植的延续、可持续的有机食

续发展圆桌成员分享有机理念，在生活点滴中，践行可

品开发与消费。

持续生活方式。

《中国有机产业发展报告》
（中文版）

《中国有机产业发展报告》
（英文版）

《2017年世界有机农业概况
与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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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正谷
《三联生活周刊》、《哈佛商业评论》、《LOHAS乐活》等媒体关注正谷对于有机生活的
理解，它们的专题报道“晒”出了媒体眼中的正谷，更多媒体如《福布斯》、《中欧商业评
论》、《财经》、《新世纪》、《英才》、《中国企业家》等相继关注和报道。正谷，对美好
生活的倡导者和分享者，以更多的动力致力于推动有机理念、关注环保、关注健康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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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主编撰文“正谷家宴”
2015年春《三联生活周刊》时任主编朱
伟撰文“正谷家宴”，三联生活节气与
正谷共同诠释正谷家宴中的有机哲学。

和CHINA DAILY一起看正谷
在2017年6月23-29日的CHINA DAILY封面故事（COVER STORY）
中，正谷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张友廷与CHINA DAILY的记者深入探讨了现
阶段有机农业、社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正谷从2007年开始从事有机农
业，十年实践，不断尝试，对于解决“如何获取消费者对于有机产品信任的
难题”有着持续的思考。

扫描二维码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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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农业团队专业能力
正谷有机农业技术中心：从产品及产地选择、生产
过程管理、技术支持、质量监控、追溯体系，到最
终产品分析等各方面进行专业保障。
正谷有机食品研究中心：进行有机月饼、有机米粽、

• 食材全球甄选
• 多种组合搭配、择时令、尚好味

有机年糕等健康食品的研发、配方生成。数年健康
原料食品经验，保证食材务必全球精选，配方反复
调试，探寻美味与健康的平衡。

正谷卡的初衷，是将正谷的优质食材进行罗列、科学配比组

• 《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严控产品质量

合，由每一位持卡客户进行自由选择、配送到家，与家人分享
一桌健康美味。也许，这正是正谷十年实践摸索，将有机农业

正谷家宴

2

澳洲有机牛肉和法国红酒

• 个性化设计添加LOGO
及祝福语，传递真挚情谊

中国（GB/T 19630.1~19630.4-2011）有机农业生产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了《正谷有机

的坚持转换为客户有机生活体验的最佳途径。

1

• 专业方便的配送服务

《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为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在参照美国（NOP）、日本（JAS）以及
产品质量标准》，通过《标准》实施，实现产品生产全程的质量跟踪和控制。

3

云南生态野生菌

4

巧克力、干果和红茶

5

6

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将仲秋季节所产的时令美味整合在一起，

集美味与品质于一体的选项，一箱澳洲有

产自云南高山密林，野生生态环境优越，

下午茶时光，轻捻一块正谷Cavell巧克力吧，

满足家庭日常饮食所需，正谷有机蔬菜、

你可有一个有机田园梦？寄身自然，其乐

正谷有机月饼、正谷有机原稻米、正谷

机牛肉，或炖或煎制牛排，牛肉来自澳大

受雨露滋润，应时令生长，人工采收后经

85%的浓醇口味，瑞士精良工艺的细滑口

正谷有机水果、正谷有机鸡蛋等时令搭

融融。身在都市，也有机会享受悠然农

有机蔬菜、国内首款澳洲有机牛肉、公

利亚昆士兰州全球最优牛肉产区，纯草饲

挑选、自然晾晒，保存肥厚菌肉的细嫩肉

感，秘鲁家庭农场手作可可豆的自然香味更

配，每月调整，不时不食。用“一桌好食

耕，感受有机生活。此选项提供正谷农场

平贸易85%浓醇黑巧克力、特级初榨正谷

喂养，更是首款获得中国有机认证的澳洲

质、浓郁的菌香。仅仅是简单入汤或者焗

是最大程度决定着巧克力的美妙口感。亦茶

物”关爱亲友，传递情感，分享爱。

采摘、正谷有机活动等实践机会。

Mosur橄榄油、来自丹麦全程可追溯有机

牛肉，安全美味，高标准动物福利。搭配

烤，与爱的人一起分享，人生已足矣。

亦酒，完美小坐，闲谈，分享质朴而真诚的

注：此选项当月供应产品组合可通过

牛奶。中秋佳节当下，与家人共享一桌以

法国科比埃产区庄园红酒，葡萄园采用有

情感。

正谷网页（www.oabc.cc）、正谷微信

正谷环球有机美食烹制的家宴吧！

机种植，百年酿酒传承。

（oabc_cc）查看。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有机原稻米1盒（6斤/盒）
正谷有机蔬菜1箱(4斤/箱，3-4种)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2斤/箱）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1箱（2斤/箱）

正谷有机牛奶2瓶

正谷拉尼斯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1.2斤/套，4种）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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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采用正谷标准农场澳洲有机牛肉、杂粮等有机食材，优选WWF四川大熊猫保护区自然成熟蜜，无添加配
方生产，18天保质期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10斤/箱），五常正谷有机水稻合作社，百年贡米种植历史
正谷有机蔬菜1箱(10斤/箱，8-10种)，遵循《正谷有机蔬菜生产技术标准》种植，蔬菜品种随季节变化有所调整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1箱（2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莱斯澈酩斯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希腊橄榄油生产专家，严苛质量标准，手工选果，特级初榨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瑞士精良工艺定制，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农场，支持公平贸易，实践碳中和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开心果2盒、腰果仁2盒、巴旦木2盒
正谷古树红茶1盒(160克/盒)，云南景迈山，高山古树嫩芽、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4瓶（500毫升/瓶），正谷丹麦标准农场，丹麦、欧盟及中国有机认证，散养方式，高标准动物福利

2-

4-

正谷高古沱茶
正谷高古沱茶1盒（230克/盒），珍藏八零年末销法大沱，茶家收藏乾仓黑茶之上选

5-

正谷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56-

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如正谷有机活动、有机农场实践等

正谷家宴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采用正谷标准农场澳洲有机牛肉、杂粮等有机食材，优选WWF四川大熊猫保护区自然成熟蜜，无添加配方
生产，18天保质期

3-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和皮尔斯德荣红酒

4-

正谷Cavell巧克力、干果
和有机红茶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

56-

你的有机生活

正谷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采用正谷标准农场澳洲有机牛肉、杂粮等有机食材，优选WWF四川大熊猫保护区自然成熟蜜，无添加配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10斤/箱），五常正谷有机水稻合作社，百年贡米种植历史
正谷有机蔬菜1箱(6斤/箱，4-6种)，遵循《正谷有机蔬菜生产技术标准》种植，蔬菜品种随季节变化有所调整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1箱（2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希腊橄榄油生产专家，严苛质量标准，手工选果，特级初榨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瑞士精良工艺定制，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农场，支持公平贸易，实践碳中和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开心果2盒、腰果仁2盒、巴旦木2盒
正谷绍兴花雕酒1瓶（500毫升/瓶），纯正鉴湖水源，十四道古法手工工艺，二十年陈酿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2瓶（500毫升/瓶），正谷丹麦标准农场，丹麦、欧盟及中国有机认证，散养方式，高标准动物福利

2-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和皮尔斯德荣红酒

1-

正谷家宴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有机原稻米1盒（6斤/盒）
正谷有机蔬菜1箱(4斤/箱，3-4种)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2瓶（500毫升/瓶）

2-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和
拉尼斯红酒
正谷拉尼斯红酒1瓶（750毫升/瓶）

3-

正谷云南野生菌

3-

4-

正谷Cavell巧克力、干果、皮尔斯德荣红酒和古树红茶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瑞士精良工艺定制，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农场，支持公平贸易，实践碳中和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开心果2盒、腰果仁2盒、巴旦木2盒
正谷皮尔斯德荣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古树红茶1盒（160克/盒）云南景迈山，高山古树嫩芽、古法工艺

5-

正谷每月优选
正谷为家庭优选的一款产品组合，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6-

你的有机生活
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如正谷有机活动、有机农场实践等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1.2斤/套，3种）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1.2斤/套，3种）：羊肚菌100克、野生松茸200克、黑虎掌300克，品种会略有调整

正谷高古沱茶

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如正谷有机活动、有机农场实践等

4-

正谷每月优选

正谷皮尔斯德荣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你的有机生活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1.2斤/套，4种）

正谷Cavell巧克力、正谷拉尼斯红酒、
干果和有机红茶

正谷皮尔斯德荣红酒2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每月优选

3-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2斤/箱）

正谷为家庭优选的一款产品组合，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6-

正谷拉尼斯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家宴
方生产，18天保质期

正谷高古沱茶2盒（230克/盒），珍藏八零年末销法大沱，茶家收藏乾仓黑茶之上选

5-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1箱（2斤/箱）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1箱（3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云南野生菌2套（1.2斤/套，3种），羊肚菌100克、野生松茸200克、黑虎掌300克，品种会略有调整
正谷莱斯澈酩斯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云南高山茶园，有机种植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和
拉尼斯红酒

正谷莱斯澈酩斯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2箱（4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云南野生菌、莱斯澈酩斯红酒和有机红茶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2瓶（500毫升/瓶）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1箱（2斤/箱）

4-

正谷Cavell巧克力和有机红茶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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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正 谷 卡 选 项

2-

1-

598正 谷 卡 选 项

正谷有机原稻米2箱（10斤/箱），五常正谷有机水稻合作社，百年贡米种植历史
正谷有机蔬菜1箱(12斤/箱，10-12种)，遵循《正谷有机蔬菜生产技术标准》种植，蔬菜品种随季节变化有所调整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2箱（2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皮尔斯德荣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Mosur橄榄油2瓶（750毫升/瓶），希腊橄榄油生产专家，严苛质量标准，手工选果，特级初榨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瑞士精良工艺定制，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农场，支持公平贸易，实践碳中和
正谷干果2套（3斤/套，3种），开心果2盒、腰果仁2盒、巴旦木2盒
正谷有机红茶2盒(160克/盒)，云南高山茶园，有机种植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6瓶（500毫升/瓶），正谷丹麦标准农场，丹麦、欧盟及中国有机认证，散养方式，高标准动物福利

1998正 谷 卡 选 项

4998正 谷 卡 选 项

1-

正谷家宴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有机原稻米1盒（6斤/盒）
正谷有机蔬菜1箱(4斤/箱，3-4种)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2斤/箱）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2-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和
莱斯澈酩斯红酒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
正谷拉尼斯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
正谷红茶1盒（160克/盒）

正谷为家庭优选的一款产品组合，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6-

1-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1.2斤/套，5种）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1.2斤/套，2种），羊肚菌300克，野生松茸300克，品种会略有调整

4-

2-

3-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家宴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有机原稻米1盒（6斤/盒）
正谷有机蔬菜1箱（8斤/箱，6-8种）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2斤/箱）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正谷拉尼斯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4瓶（500毫升/瓶）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和皮尔斯德荣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1箱（3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皮尔斯德荣红酒2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3-

1-

898正 谷 卡 选 项

正谷家宴

1198正 谷 卡 选 项

卡类型：4998 / 2998 / 1998 / 1198 / 898 / 598/ 398

2998正 谷 卡 选 项

正谷卡

1-

1-

正谷家宴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10斤/箱）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2瓶（500毫升/瓶）

2-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和
有机原稻米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2斤/箱）
正谷有机原稻米1盒（6斤/盒）

3-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1.2斤/套，2种）

4-

正谷有机红茶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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