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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成立于2007年
是国内有机食品行业领先企业
达沃斯论坛“全球成长型企业”
国际有机联盟（IFOAM - OI ）全球合作伙伴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品牌推广有机食品分享可持续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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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卡

产品信息

正谷以有机农业团队的专业能力，同国内外符合正谷标准的农场合作，

咨询建议

提供有机农业技术支持，生产符合《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的优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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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并将产品精心搭配为六个选项，以“正谷卡”呈上环球优质美食和
专业便捷的服务，表达美好情感，传递真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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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成立

《正谷有机产品质量

正谷有机农业技术
研讨会持续举办，
推动行业发展，促
进有机技术交流

“正谷•美丽的稻穗”
专场音乐会倡导有
机生活

IFOAM副主席
Andre Leu先生来访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金永健大使出席正
谷活动

正谷在德国纽伦堡

国内首款有机牛
肉—正谷澳洲有机
牛肉发布会在澳驻
华大使馆举行

正谷在德国纽伦
堡BioFach举办报
告会

WWF“地球一小
时”，正谷为“食”的
代表

张向东在瑞士世界
自然基金会WWF
总部拜会执行主任
Carol Monoyios

第29届BioFach现
场，张婷婷受邀在
IFOAM大会作主题
演讲

正谷有机农业基金
获邀主办可持续消
费论坛

张向东受邀与长江
商学院校友分享正
谷有机实践与公益
实现

正谷助力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
“地球一小时”活动

张向东创立正谷，
张晓尔、张婷婷、
张铭、张建伟、徐
新、邢建平等陆续
加入……

作为国内有机行业的先行者，正谷团队希望能以更专业的能力、更真诚的态度为每一位朋

2007.10

友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正谷成为IFOAM
成员

我们希望通过正谷卡的分享，可以帮您传递对家人朋友、商业伙伴的节日问候。我们
希望能以环球有机食材的生产与汇集，充实正谷卡的内容，为您提供更多的选择。

标准》初步形成
“正谷有机产品质量
标准”专家研讨会在
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
举行，《正谷有机产
品质量标准》初步形
成。

2008.11

IFOAM代表周泽江来
访正谷
2018年5月第九届正谷
有机技术研讨会在上海
世博展馆成功举行。

近年来，正谷团队加大了海外有机产品的开发，我们通过建立全球有机产品地图的方
式，扩展世界范围内健康美味食品的认识。开发具有地域优势的、高品质的有机食品，并
提供给客户。迄今为止，我们已建立全球七大洲的美食资料，并对同一品类的产品，从产地

“正谷·美丽的稻
穗——小娟 & 山谷里
的居民”专场音乐会
在北京世纪剧院举
行。这场 “正谷”与
“山谷”联袂的音乐
盛会，以传递健康、
自然的生活态度为理
念，将温暖美好的音
乐感受与更多的人一
起分享。

国际有机农业联盟
（ IFOAM ）代表周泽
江研究员访问正谷
（北京）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国、产品特性、生产加工条件等几个维度做多方面的考察、调研与评估，力求实现完整的产
品档案库，为正谷标准环球合作农场的搭建提供最可靠的参考标准。

第十七届世界有机大
会组委会代表团团
长、国际有机农业
联盟（ IFOAM ）副主
席 Andre Leu 先生、
亚洲代表周泽江研究
员、执 行 总 干 事 S u h
Chong-Hyuk教授
访问正谷。

2011年底至今

连续编译和出版世
界有机农业概况与
趋势预测（世界
有机农业统计年
鉴），与中国有机
同行分享世界行业
最新趋势和数据
2019年，正谷持续
第九年翻译这本手
册，经FiBL授权，
正 谷进行国内刊号
发行。

我们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建立有机合作牧场，同希腊有机橄榄油生产专家建立深度合
作关系，以秘鲁家庭农场所生产的可可豆作为正谷Cavell巧克力的原料。

正谷 2013 年春节环球
生态食品卡发布会招待
晚宴在钓鱼台国宾馆举
办。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金永健大使出席。

BioFach
正谷执行总裁张建伟博
士、副总裁兼首席品牌
官张婷婷、海外基地
部、产品部、市场部等
8 名同事赴博览会参观
考察，交流国际有机食
品及加工技术最新发展
情况。

2013.5至今

正谷在中国上海

题报告分享，与世界同行交流中国有机食品发展。同时，通过翻译和出版《世界有机农业

作为国内首款有机牛
肉，正谷第一个获得
OFDC 符合中国有机标
准的澳洲有机牛肉认证
证书。《正谷家宴》多
了一个新成员。

2014.4

澳总理“给家人
最好的爱”
正谷作为重要展商参
与在上海国际展览中
心举办的第七届中国
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BioFach China）。

正谷访问英国查尔斯
王子有机农场

连续9年参加在德国纽伦堡举办的全球最大的有机食品展Biofach，并在大会期间进行主

正谷联合创始人张婷
婷受邀请在IFOAM大
会作题目为Market,

BioFach

2013.5

在进行产品开发之外，我们也持续不断的加强国内、国际有机行业信息交流。团队

澳大利亚前总理托
尼 · 阿博特午宴上，总
理托尼 · 阿博特对张向
东说：澳大利亚牛肉是
世界上最好的有机牛
肉，有机食品是给家人
最好的爱。

概况与趋势预测》，将世界有机农业发展概况在国内进行传播。我们与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合作，共同推广可持续消费理念，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共同举办可持续消费论

正谷在第 26 届 BioFach
国际有机食品展览会举
办报告会，邢建平博士
作主题演讲。

2015

正谷成为达沃斯
论坛“全球成长型
企业”

正谷作为2016年
WWF“地球一小
时”“为”蓝生活官
方平台合作伙伴，与
WWF 一起推进可持续
消费理念。

正谷组织中国有机
农业代表赴英，正
谷董事长张向东等
人一行在英国王储
慈善基金会（The
Prince ’ s Charities
Foundation ）的陪同
下，访问英国查尔斯
王子有机农场。

正谷成立于2007年，是国内有机食品行业领先企业。
与世界范围内符合正谷标准的农场建立合作，
从田间到餐桌提供全球优质有机食材，
支持更多的人分享适度的、可持续的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正谷有机农业团队，呈上自然美味，传递真挚情谊，
与您分享有机生活理念，支持可持续消费。

正谷联合创始人 首席产品官

参编《中国有机
产业发展报告》
《中国有机产业发展
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在国家认
监委主办的全国“有
机宣传周”活动上正
式发布。正谷有机农
业基金朱卫平等参与
《报告》编写。

国际有机联盟（IFOAM - OI）
全球合作伙伴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品牌
推广有机食品分享可持续生活方式

2017.8

华为奋斗者定制•正
谷有机月饼礼盒

2018.3

2018.8

正谷与一条联合品
牌产品发布会

WWF2018地球一小
时活动，正谷作为
推广合作伙伴参加

2019.2

第30届BioFach正
谷与FiBL、IFOAM
正式签约，获《世
界有机农业统计年
鉴》独家翻译权

正谷在 3 月初发起活
动倡议，从企业做
起、从个人做起，关
注环境问题。累计共
有100+企业伙伴、
10,000+个人参与到倡
议活动当中，线上互
动分享50,000多次……

2019.5

正谷成为IFOAM
全球合作伙伴

IFOAM与正谷合作项目
签署仪式成功举办，正
谷联合创始人、执行总
裁张建伟与IFOAM执行
主任Markus Arbenz互
相签署并交换合作协
议。正谷作为IFOAM全
球合作伙伴，共同推动
世界有机运动。

2017年中秋正谷为
华为定制奋斗者中秋
大礼包。正谷有机月
饼礼盒有机认证可追
溯、精选环球食材，
成为独一无二的奋斗
者月饼。

2017.6

达沃斯与正谷

2016.10

正谷与WWF开展
品牌联合推广

坛，张向东对谈可持
续发展。

正谷与 WWF 一起倡
导可持续生活，正
谷小伙伴承诺开启
“60+”生活。

2018.4

正谷日本大米开始
供应

2018.6

2018中国绿色消费
年会在京举行，正
谷荣获最佳合作伙
伴奖

有机食品分享
可持续生活方式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WWF）与正谷一
起，邀您践行可持续的
生活方式。

正谷成为国内首家日
本有机大米提供者。

张向东参加达沃斯
论坛并参与“地球友
好型食物”主题讨论

2018年夏季达沃斯
论坛，董事长张向东
与路易达孚集团全球
首席执行官 Gonzalo
Ramirez交流分享，通
过有机实践塑造环境
与自然资源可持续的
未来。

张向东参与达沃斯
2017 年中国商业圆桌
会议讨论，与在座嘉宾
围绕消费转型升级讨论
有机生活、倡导可持续
消费。

2019.3

张向东董事长作为
阿拉善中国企业家
代表，出席肯尼亚
首都内罗毕召开的
第四届联合国环境
大会联合国科学、
政策和商业环境
论坛。

2019年5月14日，享
誉世界的国际食品饮
料大展--第二十届SIAL
CHINA 中食展在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拉开
帷幕。正谷作为国内
有机食品行业领先企
业代表，首次参展SIAL
CHINA中食展。

2019.6
2018.11

2017.11

正谷首次亮相2019
SIAL CHINA（中
食展）

2018.9

2017 年夏季达沃斯论

Organic Agricultur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达沃斯论坛“全球成长型企业”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in Chinese organic
markets的主题报告。

2016.5

2014.9

坛，通过消费引导，加大市场消费驱动，从而促进国内有机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们希望正谷在建立人与人、人与食物、人与自然之间美好关系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2017

2007

倏忽12载，正谷从2007年成立至今，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团圆祥和的节日。

我们期待可以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注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动物福利以及可持续消费，

2016

正谷受邀参加联合
国环境署驻华代表
处成立〸五周年招
待会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
境署执行主任埃里
克·索尔海姆与正谷
董事长张向东交流。

2019.3

“ 正 谷 有 机 伙
伴”2019年会现
场，张向东对话
《三联生活周刊》
前主编朱伟，分享
“正 谷 有 机 商 业 实
践、公益实现与
可持 续 生 活 方 式
推广”。

正谷作为有机伙伴
全程支持第八届
SEE生态奖颁奖典
礼

2019年6月15日，第七
届中国企业绿色契约
论坛暨第八届SEE生态
奖颁奖典礼在武汉成
功举办。正谷与联合
国环境署（UNE）一同
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模式。

孟宪德
2007年6月，原农业部副
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孟宪德为
正谷集团题词并寄予厚
望：
“致力有机食品，提
高生活品质”。

何康
2009 年 2 月，原农业部
部长何康先生为正谷题
词：“健康、生态、公
平、关爱”。

田原

黄永松

导演 创作歌手 演员

台湾《汉声》杂志创办人之一

Peggy Miars

李曙韵

自1970年创办台湾《汉
声》以来，和团队致力于民
间传统文化的整理报导及地
方风物的保护，采集中国民
间各地传统、活生生的文化
内容，建立了一座“中华传
统民间文化基因库”。《汉
声》杂志多次被选为亚洲好
书，曾被美国《时代周刊》
评为“最佳行家出版物”。

2010年田原执导正谷有机
生活短片：用心的食材，
让我们能够自在地享受美
食，快乐地收获健康。这
就是田原与正谷共有的
“蔬食”之缘、“蔬食”
之愿。

人澹如菊茶书院创办者、事茶人。著有《茶味的初
相》，央视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拍摄主人
公。创办［茶家十職］，致力于推广中国茶文化、传
播茶事美学教育，分布台北、杭州及北京。

在倡导可持续消费这件事上，李曙韵老师与正谷
不谋而合，“用一杯茶改善我们的生活”，呼吁
茶商、茶农尽量生产有机茶，以传统农耕和科学
种植，避免使用化肥、农药等，减少水、土地污
染，避免茶叶的农药残留。

文化的传承与自然农耕的延
续，恰与正谷所倡导的有机
实践有着相同的追寻，对于
美好事物的关注让正谷与黄
永松老师也结下不解之缘。

CONTENT

OI）主席

水墨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创办有
［暄桐教室］、设计品牌［山林曦照］。

崇尚蔬食

多年食素经历，田原追求
“无负担”饮食习惯——
身材慢慢的瘦下来，味觉
也被锻炼的更灵敏。

国际有机联盟（IFOAM -

林曦

正谷多年的好朋友，把美融入了生活，
也把生活当作了美，只生欢喜不生愁。
一条·正谷联合品牌微电影中，林曦老师
分享了对有机食品、对正谷的喜欢“我
们为自己选择来源更好、更干净、更有
保障的食物，我觉得这是好好对待自己
的一个根本”。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
望工程创始人

正谷第 11 届可持续年会
上， 张 向 东 董 事 长 与 徐
永 光 老 师 对 话， 回 顾 正
谷 初 创 时 徐 老 师 的“ 时
间 投 资”， 讨 论 有 机 农
业 的 社 会 责 任、 环 境 效
益，年会主题中的“Next
Generation”恰与徐老师
口 中“ 社 会 创 新 要 靠 年
轻人”的理论不谋而合。

Peggy 肯定正谷作为商业
实体对于中国有机行业的
影响，赞赏正谷在推动中
国有机行业与国际交流的
努力如《世界有机农业发
展概况和趋势预测》的摘
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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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呈上自然美味 表达美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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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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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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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月饼-心似朗月 欢喜满堂

10

有机月饼的来源

12

正谷澳大利亚有机牛肉-纯草饲的好牛肉

2019年中秋正谷卡 不一样的节日情谊

沈佐锐

14

2019年中秋正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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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正谷卡1198型选项解析

有机 持续 开放 发展

等

2007 年 12 月，正谷 ( 北
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7年会暨正谷有机
晚宴招待会，杜相革教
授，孟先生夫人，康绍
邦教授，孟宪德先生，
邹明榕大使，沈佐锐教
授来到现场，与正谷团
队亲切交流。

舒惠国 沈桂芳
2010 年 12 月，中国农学会副会长，十
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舒惠国、原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
沈桂芳教授来到正谷活动现场。

朱伟

小娟&山谷里的
居民

《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
资深媒体人

2015 年时任《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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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2017年中秋，朱
伟老师三次为正谷有机月饼提笔
撰文，与众分享健康食材、有机
生活的正谷有机月饼。

“山谷与正谷本来就是一家
人 。”知名民谣歌手小娟这
样描述和正谷的友谊。

罗朗
“进入一种文化有很多路径，你可以从它的
历史去进入，也可以从它的文学去进入、从
语言去进入，同样，你也可以从它的饮食去
进入”。
曾任两任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博卡斯的
官邸总厨，有17年的餐饮经验。2012年罗朗
机缘巧合认识了正谷执行总裁张建伟博士，
互相间对食物的理念一拍即合。因为对食物
背后体现的环保意识、生活理念的认同，罗
朗与正谷开始了正式的合作，担当正谷的餐
饮顾问。根据正谷标准农场所产食材，罗朗
为正谷定制了系列有机家宴食谱。

2010 年 12 月，“正谷 · 美
丽的稻穗——小娟 & 山谷
里的居民”演唱会举办，
来自北京的民谣乐队小娟
& 山谷里的居民演出圆满
成功，两岸三地的乐评人
誉其作品“可以闻到生活
最本质的清香”。正谷作
为主办方，倡导和推进有
机生活方式，与小娟自然
纯粹的歌声一样美好。

卢思骋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总
干事

2016年12月，世界自然基
金会（WWF）与正谷共同
发起举办自然保护之夜。
以联合LOGO方式，共同推
动可持续理念的传播和有
机生活方式的倡导。

Helga Willer

18

正谷十二载 | Better Food Better Future

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
（FiBL）高级研究员

20

正谷首次亮相2019 SIAL CHINA中食展

Dr. Helga Willer著有《世

22

正谷有机生活CLUB

24

正谷有机农业基金

25

媒体看正谷

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
预测》（以下简称“趋
势”），她对于正谷连
续 8 年将《趋势》翻译出
版，所作出的努力给与了
极高的评价“你们付诸于
全力和行动推动有机事业
在中国的发展，比如说翻
译这本册子并尽可能做推
广，这促进了中国和世界
有机行业的交流”。

一人一道
26

公平，开放与交流
—IFOAM亚洲有机青年论坛秘书长 李峰

借色彩言说食物：橙黄、洋红、熟褐、暖
棕。或甜蜜青涩，或跌宕芬芳。
视觉元素创作：正谷联合创始人 高级副总裁 张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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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食物应被用心对待
—法国蓝带烘焙师 沈君石

28

有机是包容、平等与持续的进步

29

世界各国有机农业发展速览-丹麦

30

正谷卡清单

33

环球家宴食品名录

—正谷有机创业大使 王丽英

化合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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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正谷有机月饼 | 秋季
秋季 | 正谷有机月饼 08

每逢中秋日，合家团聚，邀月赏花，品茗啜饮，
而月饼也是节日里当仁不让的美食主角。
小饼如嚼月，中有饴与酥。以饼圆、月圆兆人之团圆，祈盼丰收与幸福。
己亥中秋，正谷有机月饼，结合十一年有机食品研发团队经验，
2019
甄选环球优质的、有机的食材为月饼制作原料，遵循传统手作工艺，
严苛生产管理，专业机构有机认证，分享美味，践行可持续消费。
明月清如许，人月两团圆。中秋快乐！

环球甄选优质的、健康的、
有机的食材
正谷有机月饼所采用数十种食材，或来自正谷
环球合作农场，或甄选自全球优势产区，用心
选择，只为每一口健康美味。

符合《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
正谷有机农业技术团队，以有机专业能力为保
证，按照有机生产标准严格控制各环节，实现
产品生产全程质量跟踪，所有食材均满足︽正
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

传统工艺，严苛生产管理
正谷有机月饼有牛肉、红茶、杂粮、燕窝、黑
松露、核枣桂花、红芸松子、桂圆莲蓉八款口
味 。 在 延 续 传 统 苏 式 酥 皮 的 基 础 上 ， 新 增法式
月饼口味。手工制作，尊重食材自然属性，严苛
生产管理，探寻中秋月饼美味所在。

专业机构，有机认证
︵北京爱科赛尔认证中心︶
ECOCERT

严格按照有机产品生产和加工标准，通过专业
认证机构

有机认证。每一份正谷有机月饼都通过中国有
机认证产品防伪追溯，其追溯码具有唯一性，
以保证溯源。

自然愿望、自然实现
︶
WWF
推广产品，共同关注、推动、实践
LOGO

正谷有机月饼是正谷与世界自然基金︵
联合

可持续生活。有机生产是对环境友好的生产方
式，月饼选用有机食材，包装减少油墨使用，
践行有机、环保理念。

11 有机月饼的来源 |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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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认证
每一份正谷有机月饼都贴以有机食品认证追溯
标签。95%以上的食材（遵照国家有机标准
《GB/T 19630》要求）经过有机认证，不采
用转基因或化学合成食品添加剂。标签上的追
溯码具有唯一性，保证产品可追溯。

正谷有机月饼所选用之食材，
甄选自符合正谷标准的环球合作农场，

内蒙古有机杂粮

黑龙江五常有机原稻米

基地自然资源良好，十多年有机杂粮种植及

百年贡米产地，正谷有机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出口历史，出产丰富杂粮品种，白芸豆、黑

社，实践有机种植，践行公平贸易。米香幽深、饭

芝麻、白芝麻、南瓜籽仁等入馅，口感丰

粒油亮、清淡略甜。

富、自然清香。

山东有机全麦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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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石墨工艺研磨，低转速低温加工过

或者产自全球优势产区，对食材选择精益求精，

程，自然保留小麦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

只为与您分享每一口健康美味。

山东有机酱油
希腊有机橄榄油

山东烟台十三年酱坊，国内最早从事有机

希腊布莱奥家族农场，顶级有机橄榄

有机小麦，结合现代纯天然恒温密闭式有

酱油生产，采用非转基因东北有机大豆、
机酿造工艺，酱香浓郁、味成自然。

油生产专家，专为正谷定制有机特级
初榨橄榄油，经欧盟、希腊农业部及
中国有机认证。油体纯净，带有杏

湖南有机湘莲

仁、松子、青苹果和绿生菜的混合香味。

巴西有机蔗糖

选用优质“寸三莲”莲藕种子，土壤肥

采用巴西圣保罗有机种植甘蔗，按照

沃，水源优质，以黄豆或者豌豆枯饼发

当地传统工艺，经过榨汁、过滤、除

酵作为有机肥。莲子颗粒圆状均匀，肉

杂、澄清、煮晶、脱蜜、洗糖、干燥形

色乳白，肉质细腻。

成，无人工化学合成物添加。

云南有机红茶

广西桂花

云南普洱海拔1200米以上的无量山，自然环

基地优选金桂品种，有机方式种植，所产食用桂花

境条件优越，有机种植方式，独特竹篮发酵工

色泽金黄、香气浓郁、香味悠长。低温干燥，保留

艺，产出条索紧密、叶底红匀之上好红茶。

自然风味色泽。

印度尼西亚Juwita惠答溯源燕窝

云南野生黑松露
产自云南海拔1500-3000米的深山松林，自然
生长期8-10个月。黑松露香味浓郁、营养均
衡、富含人体所需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与珍
贵的活性物质。

Juwita惠答溯源燕窝由正谷投资企业山脉
公司供应，燕窝原料来自Kalimantan
Island，岛上拥有全球第二大热带雨林，
丰富的食物和水源滋养着岛上的金丝燕。
原料只采摘金丝燕弃之不用的燕窝，在
Semarang的溯源工厂加工而成。

【168元/盒】

正谷有机月饼

正谷有机月饼

（60g×6粒/盒）

（60g×8粒/盒）

红茶有机月饼
杂粮有机月饼
核枣 桂花有机月饼

牛肉有机月饼
红茶有机月饼
杂粮有机月饼
核枣 桂花有机月饼

【218元/盒】

澳洲有机牛肉
澳洲天然牧场，自由放牧，纯正有机牧草
喂养，动物福利保证牛只健康成长。牛肉
风味纯正、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低、肉质鲜
嫩细腻。

订购热线
400 630 1001
正谷微信购买

官方网站
www.oabc.cc

澳洲天然优势牧场
澳大利亚生态系统相对独立，昆士兰地理环境优

可忽略不计
“

克力，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正谷Mosur特级初

榨有机橄榄油，正谷日本大米，以及正谷澳大利亚

有机牛肉。

的国家。
”

款有机牛肉，提供给国内有机消费者更好的选择。

2014年1月，正谷澳大利亚有机牛肉，作为国内首

及 、
B1
C

交流时，这样说道：澳大利亚牛肉是世界上最好的

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博特同正谷董事长张向东

有机牛肉，有机食品是给家人最好的爱。

（1kg/ 箱）

越，气候条件独特，平缓宽广的山地地形，充沛

优势产区有机食品，正谷法国红酒，正谷Cavell巧

有机牛眼肉
有机西冷

的水源，温暖的气候，明媚的阳光，广袤的牧场，
是国际公认的牛的理想养殖之地。
澳大利亚立法禁止使用以肉和骨为原料制成的饲

饼，以及来自正谷标准环球合作农场的各国各地区

有机牛腱肉
扫码购买

料来喂养反刍动物。同时也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确认为疯牛病风险
澳 大 利 亚 的 牛 肉 行 业， 统 一 执 行 国 家 严 格 标 准，
︶数据库中，从出生到屠宰、加工
NLIS

每只牛都会佩戴终生耳标，被记录在国家畜牧识
别体系︵
销售，实现全程监管可追溯。

有机认证，安全放心
正 谷 澳 洲 有 机 牛 肉 是 国 内 首 家 获 得 OFDC
认证
有机农
ACO

产 品 认 证。 每 一 份 正 谷 澳 洲 有 机 牛 肉 都 有 认 监

的 澳 洲 有 机 牛 肉， 并 获 得 澳 大 利 亚
委授权的防伪标志，对其进行有机身份验证。
正 谷 与 澳 大 利 亚 昆 士 兰 当 地 的 家 庭 有 机 牧 场，
建 立 了 长 期 稳 定 的 战 略 合 作 关 系。 牧 场 远 离 城
市 工 业 污 染 源， 空 气、 水 源、 土 壤、 牧 草 均 经
过国家检测，符合有机标准。
天然牧场选育 “
安格斯无角牛 ，
万公顷
”约 1.2
多头牛，保证牛的充足运
3000

动 与 健 康 成 长。 全 程 不 使 用 抗 生 素、 激 素 和 化

的牧场只养殖了
学合成类药品。

卡面搭配组合产品包括，中秋节日产品正谷有机月

然生态的同时，降低甲烷排放，从而降低温室效应。

物的生产，牛与草地彼此滋养、共同生息，符合自

天然放牧，免除建置集中式畜舍，减少了人工谷

Omega 脂
3 肪酸。

钙、 钾、 硒 等 ︶ 和 更 充 足 的 蛋 白 质 以 及 更 多 的

有 的 优 良 营 养 素︵ 胡
β 萝 卜 素、 维 生 素

草，所以可从牛肉间接吸收到等同黄绿色蔬菜含

低热量，低胆固醇，但同时因为牛只食用天然牧

正 谷 澳 大 利 亚 有 机 牛 肉， 具 有 更 低 的 脂 肪 含 量，

只自由采食有机牧草，无人工谷物饲料投喂。

正谷选用草饲安格斯牛，采用天然放牧方式饲养，

草饲牛肉，健康更环保

2019年中秋正谷卡，以环球有机好食材，分享对中

898 元
598 元
298 元

正谷澳大利亚有机牛肉

纯草饲的好牛肉

秋节日的美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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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谷 标准 环球合作 农 场

>

礼品福利需求，多种解决方案

>

有机 农 业团队专业能力

>

专业 服务，全国配送 到家

>

正谷 有机产品质 量标准

>

个 性化设计，可添加 LOGO 及祝福语

>

健 康美味食材全球甄 选

>

分享有机生活理 念，支持可持续消费

正谷标准环球合作农场

多个国家和地区
30

的、符合正谷标准的农场建立合作，

在全球范围内，同

实践有机生产，始终坚持 “
环境友
好，公平贸易 ，
”满足产地有机标准。

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

参照美国︵
︶ 、 日 本 ︵ JAS
︶、
NOP
︶有机农业生产
GB/T 19630
中国︵

标准制定并完善，实现产品生产全程

质量跟踪和控制。

正谷有机农业团队

正谷有机农业技术团队，以有机专业

能力为保证，在生产、管理、监控、

追溯等各个环节全程参与并按照有机

生产标准严格控制生产过程。

有机农业

有机农业是遵循一定的标准生产，并

通过独立第三方认证的农业生产方

式。健康、生态、公平、关爱是有机

农业的四原则，体现对自然环境、

人、动物和谐发展的最终诉求。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节作为传统节日，已成为人们团圆相聚，互祷健
康的重要时刻。“八月十五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
遗，取团圆之义。是夕，人家有赏月之宴”，古人且
有设案赏月，互赠月饼的仪式。时至今日，以正谷卡
的分享表达对节日的企盼、对挚友亲人的美好祝愿，
也是属于这个节日最重要的时刻。

正谷卡购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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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秋正谷卡
多种规格选择，满足不同需求，是您最好的礼品福利解决方案。

每种卡规格，以正谷标准环球合作农场所生产之健康、生态、有机的食材，搭配
为 6 个选项组合：“ 环球家宴 ”，
“ 有机晚餐 ”，
“ 地域优势生态产品 ”，
“ 有机下午茶歇 ”，
“每月优选”，
“有机生活体验”。
通过有机食品的分享，了解有机生产方式，践行有机生活理念，关注人与食物、人
与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1

正谷环球家宴

2

正谷有机牛肉和红酒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1箱（1千克/箱）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4千克/箱）

正谷LES CHEMINS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新西兰Manuka蜂蜜1瓶（250克/瓶）

3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600克/套，5种）

4

正谷有机月饼、
红酒、巧
克力、蜂蜜、干果和红茶

6

你的有机生活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为家庭优选的一款产品组合，满足家庭
日常饮食所需，正谷有机蔬菜、正谷有机水

www.oabc.cc 如正谷有机活动、有机农场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果、正谷有机鸡蛋等时令搭配

实践等

正谷新西兰Bush蜂蜜1瓶（250克/瓶）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正谷干果1套（1.5千克/套，3种）

正谷 Mosur 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 1 瓶（ 750
毫升/瓶）

正谷有机红茶1盒（80克/盒）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2瓶（500毫升/瓶）

正谷每月优选

正谷LES LANES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1千克/箱）

正谷有机鸡蛋2盒（12枚/盒）

5

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

1198型示例选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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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十二载
正谷从 2007 年成立至今，发展十二载，在有机商业实践过程中，不仅
把健康的有机食品从田间送到人们的餐桌上，更重要的是努力推动国
内有机行业发展，向大众传播有机理念，持续关注环境保护、动物福
利、公平贸易，进而改善人和环境、自然间的关系。

正谷的价值创造

有机专业团队 助推行业发展

商业与公益并重 发挥企业社会责任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维持和加强；

“正谷与客户产生连结的途径，是通过正谷卡。我们

《 The World of Organic Agriculture: Statistics and

2016 年，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瑞士总部授

将有机的种植、养殖、生产行为始终适应自然界的循

只有为客户创造价值，才有可能往前走”，董事长张

Emerging Trends》（世界有机农业统计年鉴），中译

权，正谷成为其全球官方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有机

环与生态平衡；

向东受邀在长江商学院分享有机农业是如何帮助地球

版名为《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以下简称

生活方式的倡导和可持续理念的传播。正谷与WWF联

资源向更好的方向流动，对正谷的商业诉求，做了最

《有机趋势》），由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 FiBL ）和

合品牌推广有机食品，倡议企业伙伴参与“地球一小

明确的诠释。

国际有机联盟（ IFOAM - OI ）联合出版，对全球最新

时”活动，希望在与更多人分享健康、有机、美味的

有机行业数据进行汇编。

同时，能够坚持践行并传递环保与可持续消费理念，

将以预见性和负责任的态度管理农业和其他相关活动

关注人、自然、环境的发展。

为基础，关爱人类，关爱子孙后代，关爱环境。

2007 年创立至今，正谷致力于全球优势农产品资源的
开发，与世界范围内符合正谷标准的农场建立合作。

2007年正谷成为IFOAM - OI成员，2016年成为其全球

以正谷卡的形式，努力将更健康、优质、安全的食品

合作伙伴 ；从2011年至今，正谷团队连续编译和出版

分享给更多的人。通过分享食物，表达对家人、对朋

《有机趋势》，分享给中国有机关注者、从业者以及

友的美好祝愿，呈上自然美味，表达美好情感，这是

专业研究人员；同时也加强国际间的有机交流分享，

正谷的首要使命。

丰富国内有机行业动态沟通。

健康 生态 公平 关爱

将有机农业的所有参与者置于公平公正的关系中加以
考虑，同时平等的关注动物的自然和生理习性；

正谷，期望为更多的人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期望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推进有机农业的发展，期望在健

正谷从创立之初，就确立了以“健康、生态、公平、

康农业、生态文明、公平和谐各个方面做出努力，保

关爱”为初始原动力的商业诉求；

护当前人类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福利。

将土壤、植物、动物、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健康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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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首次亮相
2019 SIAL CHINA中食展
关于SIAL CHINA
2019 年 5 月 16 日，享誉世界的国际食品饮料大展 -- 第二十
届SIAL CHINA中食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圆满闭幕。

SIAL CHINA 自2000年从法国 SIAL展移植以来，已经成功
举办十九届，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三的国
际创新食品展。

2019 SIAL CHINA 中食展，展馆总面积达到 199,500 平方
米，逾 70 个国家的 4,300 名参展商到场，专业观众人数再
创新高，达 117,595名。

张友廷发表主题演讲
正谷展台，新鲜势利，崭新亮相
正谷作为国内有机食品行业领先企业代
表，首次参展 SIAL CHINA 中食展，与其他
行业伙伴协力呈现一场交流互动、精彩绝
伦的食品行业盛会。
发展十二载，作为国内有机食品行业领先
企业，正谷有机农业团队参与此次国际食
品展，希望加强食品行业间的交流与沟

正谷有机茶歇与酒会，美味分享
展会期间，正谷有机茶歇环节，向观众开放提供新鲜
美味的有机产品。

正谷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张友廷出席2019 SIAL China
第二届功能性营养食品高峰论坛就“ 2019 世界有机农
业概况”发表主题演讲。
与中国有机从业者、消费者、高校、科研及政府机构

品尝有机美味的同时，了解有机生产方式与有机产品

分享世界有机农业最新趋势数据，推动有机农业在中

背后的更多内涵，以有机的生产方式关注环境的可持

国国内的发展。

续发展，通过推动公平贸易关注产品生产者的权益，
尊重动物生活习性，提供高标准的动物福利。

正谷的有机商业践行
正谷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商业实践与社会责任并重

通，与更多的消费者建立直接的联系，为

受邀支持中国功能性营养食品高峰论坛
有机茶歇

的商业角色定位。

的希腊橄榄油、法国红酒、丹麦牛奶、瑞

第二届中国功能性营养食品高峰论坛在 SIAL CHINA 中

间送到人们的餐桌上，更重要的是努力推动国内有机

士巧克力等产品，与国内消费者见面，并

食展开展首日开幕。

行业发展，向大众传播有机理念，持续关注环境保

与食品行业的其他伙伴进行交流往来，共

来自于国内外营养健康、医学、环境领域的多位专家

护、动物福利、公平贸易等，进而改善人和环境、自

同推进国内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领导、研究人员围绕议题展开讨论。

然间的关系。

此次正谷团队在呈现环球产品的过程中，使用原木材质框架，以及统一的木质桌椅与其他陈列物品，展示之处

正谷受邀全程赞助中食展第二届功能性营养食品高峰

通过分享食物，表达对家人、对朋友的美好祝愿，呈

所用之物，皆传递着我们对自然、对有机生产、对有机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分享。

论坛会议茶歇，以专业能力保证优质的食品品质。

上自然美味，表达美好情感，这是正谷的首要使命。

国内食品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正谷有机农业团队携环球合作农场所生产

在有机商业实践过程中，不仅把健康的有机食品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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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杯解春乏的手冲咖啡
时间：2019.04.27
地点：上海 手冲咖啡制作与品鉴

正谷携手资深咖啡人吴月在上海久负盛名的芦田家咖啡
馆，举办了有机生活CLUB第7期活动：学做一杯手冲咖啡，

有机生活，是一种关注持续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接近自然、关爱生命、关心他

并品尝醇香咖啡和软糯正谷有机米粽的绝妙搭配，保留一

人、分享快乐的生活态度，体现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段属于这个端午的独家记忆。

正谷的价值创造，是尊重生活价值，倡导和推进适度的、可持续的、健康的生
活方式，支持更多的人分享健康美好的生活!

粽情端午，菖蒲插花

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有机食品的同时，正谷也希望能够分享对生活的理

时间：2019.05.10
地点：北京 端午插花

解，从一餐一饭、一器一物、一花一叶间发现生活之美。

踏春光，食春味
时间：2019.04.12
地点：北京 春日烘焙

世间理想生活，
都离不开一座春夏日式花园
春天里，你的有机果蔬水彩小品

时间：2019.04.21
地点：上海 春夏日式花园手作体验

时间：2019.04.18
地点：天津 有机果蔬水彩画

端午在即，菖蒲花开。
插花是人与自然最直接的接触，是人与花、器的真心相交。
日本里千家驻中国首席代表里千家教授张南揽，在初夏午
后，与正谷的朋友们一起，体验菖蒲插花的乐趣，感受时间
流逝中绽放的美。

有趣有味，感受自然

时间：2019.06.01
地点：北京 正谷有机蔬菜基地采摘

艾草浸透的春日过后，端午的粽香逐渐蔓延。
2019年4月12日，正谷有机生活CLUB第四期活动在
北京东城区方太生活家体验馆举行。
正谷的好朋友“沃野oii”茶食店店主易筱老师，带领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寻找一座花园。花园，总是给我

大家使用正谷有机米粽所用食材，制作春日甜点，以
有机食材重塑美味，以手作烘焙感悟生活之美。

在素有“天津最美咖啡馆” 的煮梦记，青年艺术家

们美好安逸的想象。

张晓彤老师和大家一起，用蘸满有机果蔬汁的画笔

正谷携手艺术设计师、独立策展人北野老师在上海

倾诉一场和春天的约会。

iHALF物色东西生活塾举办了有机生活CLUB第6

活动过程中，健康绿色的有机菠菜和香甜的有机南
瓜化身成缤纷色彩，小伙伴们在散发着果蔬香气的
一笔一画中勾勒春天的痕迹。

弹：在分享生活美学和餐桌美学的同时，使用正谷有
机米粽竹篮包装盒、时令花材，搭配正谷有机果蔬
制作创意花盒，赋予春光无限浪漫和美妙。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
六一儿童节遇上芒种节气，正谷标准农场有机蔬菜基地，
迎来了三十多位大朋友和小朋友，在草地撒欢，在田间采

正谷有机+

更多关于正谷有机生活CLUB的报名信息和互动资讯，请关注订阅号正谷有机+，新鲜资讯，即时分享。

摘，共同度过了一次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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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农业基金（Organic and Beyond Fund），由正谷农业发起，旨在推动有机农业行

《三联生活周刊》、《哈佛商业评论》、《LOHAS乐活》等多家媒体，持续关注正谷对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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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生活的理解，以专业的媒体视角，让更多读者和大众了解正谷、了解有机生活方式。更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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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有机联盟（IFOAM - OI）
和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国家认监委等组织机构的
合作持续进行中。

《福布斯》、《中国商业评论》、《财经》、《新世纪》、《英才》、《中国企业家》等媒体
等相继报道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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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0年开始，国际有机权威机构FiBL和IFOAM - OI汇编全球最新有机行业
数据，集成于一本《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即“世界有机农业统
计年鉴”（下文简称《有机趋势》），为国际有机行业从业者们提供最全面
的行业信息。

C H I N A DA I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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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age 6

2018年正谷获得瑞士FiBL授权，与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合作在中国取得《有
机趋势》中译本出版发行权。
2019年2月14日，正谷与FiBL、IFOAM - OI正式签约，获《有机趋势》独家
翻译权。
2019年5月15日，正谷有机农业团队携2019年《有机趋势》在上海中食展正
式亮相。
2019年《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中文版，在内容编排上进行了新的
突破，增加了全新的章节—《2017年中国有机产业发展概况》，此章节对
2017年中国有机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和汇报。

正谷希望以有机农业团队的专业能力，点滴实践有机生产和有机理念的传播，推动国内有机
行业的健康发展。通过持续翻译分享《有机趋势》，加强国内外有机趋势动态的交流沟通。

Qiao Yuhui,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gricultural
ecology at China Agricultur
al University, says it will
take time for the country’s
organic industry to mature,
despite the great progress
made in production tech
niques in recent years.
“The industry still lacks
customer
recognition.
Organic products are too
expensive in China,” she
says, adding that only about
onethird of organic pro
duce sold in the country
each year is labeled as such.
“Many organic products
don’t sell because of the
high price,” she says. “Also,
many consumers lack
knowledge about organic
products and distrust
them.”
According to Qiao, tight
ened supervision of the sec
tor and ri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organic food
mean it’s easy to see the sec
tor developing, but more
government support will be
needed to make that hap
pen.
China will make more
efforts to upgrade its agri
culture by means such as
developing green and envi
ronmentally friendly farm
ing,
Han
Changfu,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told a news confer
ence during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ina’s
top legislature, in March in
Beijing.
A major task is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min
istry is promoting organic
farming in some parts of
China, hoping to reduce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
ers for fruits, vegetables
and tea farming by more
than 50 percent by 2020,
Han says.
“The organic industry
needs technical support,
which is largely lacking in
China. There is no ministry
in charge of providing tech
nical support for the sector,
but farmers and producers
need to be better equipped
in terms of aspects such as
improved farming meth
ods and fertilizers,” Qiao
says.
Moreover, organic pro
ducers need education so
they will understand the
industry better, she adds.
“Many farmers believe
organic just equals no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or pesti
cides, so they will buy a new
kind of fertilizer from hun
dreds of miles away to raise
output. However, they fail
to realize that the primary
way to develop organic
farming lies in local man
agement of their farms,
such as using intercropping
— the cultivation of at least
two types of plant in close
proximity — to resist weeds
and raise y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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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and Beyond, a Beijing company that supplies organic foods, has employed technicians to provide technical guidance to the farmers to help them grow in an
organic way. PROVIDED BY ORGANIC AND BEYOND TO CHINA DAILY

Ensuring organic
products are authentic
Zhang Youting, deputy CEO of
Organic and Beyond, a Beijing com
pany that supplies organic foods,
talks to Wang Xiaodong

S

elfdiscipline is very important
for organic producers in Chi
na. Once an enterprise has
attained certification for
organic production, the awarding
body will conduct inspections once a
year, and these last for a couple of days.
For most of the year, the enterprise is
left alone to manage its production
and ensure the products are produced
in an organic way, without the use of
synthetic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We have taken many measures to
ensure authenticity of our products.
For example, on farmland in Beijing’s
Shunyi district managed by our com
pany, we employ local farmers to grow
vegetables, and all fertilizers and pes
ticides they use are supplied by our
company to ensure only organic ones
are used.
The company has also assigned two
technicians to do inspections and pro
vide technical guidance to the farmers
to help them grow in an organic way.
We also maintain connections with
experts from universities and insti
tutes, such a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employ
some of them as our technical advis
ers.
We keep a record of the whole proc
ess of the producting vegetables,
including when the seeds are grown,

Zhang Youting, deputy CEO of Organic and Beyond, says, “We keep a record of the
whole process.” PROVIDED TO CHINA DAILY

what kinds of fertilizers are used and
when weeds are removed. All the
information is electronically stored so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can be
tracked, and if any problems arise we
can find the causes.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nd regu
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supervision
authorities, we also assign an elec
tronic code to every product we pro
duce, so the public can hav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duct, such

和CHINA DAILY一起看正谷

as its name, producer and certificate
number.
We began selling organic products
in 2007, and sales have been increas
ing by an annual rate of about 20 per
cent in recent years. Last year, sales
volume reached nearly 100 million
yuan ($14.6 million; 13.1 million
euros; £11.56 million). We expect the
market to keep on expanding, as now
more Chinese consumers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food safety and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As the Chinese
become more wealthy, they are also
more willing to spend more for
healthy food.
Our main products are fruit, vegeta
bles, grain and eggs. We also import
organic food such as beef from Austra
lia, wine from France and milk from
Denmark, and they sell well in China.
Some imported organic food is sold as
nonorganic in China because it has not
been certifi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Most of our products are sold to big
cities in developed areas such a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
er Delta, as the price is several times
that of nonorganic products. But
almost all of the products are pro
duced at places far away from these
regions, which greatly increases trans
portation costs.
For example, the production base
for organic rice is in Northeast China’s
Heilongjiang province, but the rice is
not sold there. It has to be transported
to cities hundreds of miles away, or
even farther, such as Beijing and Tian
jin, for sale. Loss is also inevitable dur
ing transportation, which will add to
the price.
A big challenge for the organic
industry in China is lack of trust from
consumers. In addition, due to lower
efficiency in production, the cost of
organic food is high, so many consum
ers find it too expensive. Some pro
ducers may also not be able to find the
right pesticides, which brings risks of
faking.

CHINAWATCH JAPANESE跟日本朋友介绍
正谷的“有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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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开放与交流

食物应被用心对待

Q: 关于IFOAM亚洲有机青年论坛的意义

与正谷的初结识，源于一位朋友的介绍。当时我在前门的胡同里有一间烘焙工

A: 举办青年论坛，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通过这么一个论坛，可以把亚洲已经
在做有机的年轻人们团结到同一个平台，进行学习和交流；然后也可以通过这
样一个平台，和有机行业内的专家做更加深入和有效的交流。

作室，在那里与正谷创始人徐新和建伟第一次面，交流了一些对食物和行业的想
法，逐渐成为了朋友，之后慢慢地也对正谷在做的事更加了解。通过几次活动的
合作，我更加觉得正谷的产品就如他们的团队一样，诚恳且值得信赖，产品的包
装也传达着同样的感觉，或许并不一定会让每个人惊艳，但就是有一种干净自

Q: 分享一下此次论坛特色的内容

然、值得信任的感觉，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品牌蛮难得的。

A: 这次论坛相较前几次论坛而言，首先是迄今为止独立于亚洲大会之外、最大
规模的一次活动，得到了当地政府无论是人力、还是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达成

今年和正谷有机食品研发团队一起，进行了月饼口味的开发。和我以前的经验不

了一次深入的合作。

太一样，这次完全是从食材出发，秉持着正谷一贯的有机理念，先找到最合适的

李峰

其次，这次青年活动论坛也得到了国际总部的关注，派代表前来考察学习相关

IFOAM亚洲有机青年论坛秘书长

的经验。再次，参加这次论坛新学员数量也有明显增加，为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

有机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实践与推

在整个论坛的组织形式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尝试了新的模式。论坛相关的

动，青年人是最强有力的力量，

具体工作推进过程中，与当地政府的比较深入的合作与沟通，由政府协调使当

如何团结有机青年、发挥青年之

地的IFOAM组织所属会员更多的参与进来，充分发挥个体价值。

能力，正谷团队与IFOAM亚洲有
机青年论坛秘书长李峰进行了交

食材，确认必须是经有机认证，再以这些为基础做出最好的搭配。有机认证是对
原料的把关，但同时也带给初期研发一定的挑战，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和口味搭

沈君石

配会因此被迫放弃，但这也让我们开始更专注在现有的单纯食材上，所以我们
便更希望凸显食材本身的味道与特点。

2019年正谷有机月饼，仍然秉
持 选 择 有 机食 材作 为月饼原

这次研发的几款月饼中，莲蓉月饼中的莲蓉馅我们不掺常用的白豆沙，100%的

料，同时正谷有机食品研发团

有机莲蓉有著更高雅的莲子香，桂圆除了增加整体味道深度和口感外，也有蛮好

队与烘焙工作室naïve前主理

的寓意。核枣桂花的想法是来自一款我在台湾常吃的点心 - 核枣糕，另外加入中

人、法国蓝带烘焙师沈君石一

秋应景的桂花，淡淡的香气会让浓郁的馅料吃起来更清爽。红芸豆沙以红芸豆

起研发正谷有机月饼新口味。

取代常用的红小豆来取沙，制成的馅料相对更细致，炒馅用的有机橄榄油和烘

关于同正谷的合作、以及这次

其次，我们要关注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在这样的提前下，我们要学习在技术和信

烤过的松子香味也意外地契合。松子、桂圆、莲蓉等食材并不算是稀有珍贵，但

月饼口味的研发，一起听听君

息交流发展异常迅速的时代里，如何实现进一步的创新与沟通。对于有机发展

我们选用其中最好的，以诚心的方式呈现，对我来说大概就是中秋该有的味道。

石老师的分享。

Q: 您认为对国内有机发展，青年人所要承担的责任有哪些

流，请他谈一谈IFOAM亚洲有机

A: 首先，青年人要有共识，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所以一定要有担当去管理世界的

青年论坛的相关信息。

意识与决心。

而言，需要关注的是如何适应这样的时代节奏，以及如何保证更多未来的可持
续的可能性。这应该是我们青年人首先要去思考的问题，以及接下来需要付出

食物应被用心对待，只有用心的选材、用心的制作，食者才能用心品尝。今年与

实践去做的事情。

正谷团队一起研发的有机月饼，希望可以送上属于中秋节日的最用心的问候。

青年论坛的初衷，是要为青年朋友们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更加轻松的平台。目的
也非常简单，如果你喜欢，就来参加，如果你想做一些事情，就去做，如果你能
得到一些东西并且愿意去实践有机，去发展有机，去支持有机，这对我们而言也
是一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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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有机农业发展速览
-丹麦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运动联盟（IFOAM）对有机农业作出如下定义：
有机农业是一种能维护和延续土壤、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生产体系。
世界范围内有机农业的发展经历了1.0和2.0阶段，目前处于Organic 3.0时

“有机狂魔”国度丹麦：

1982年，丹麦超市卖出了第一根有机
胡萝卜。

1987年，丹麦正式立法管理有机食品
生产。

1989 年，首个有机食品国家认证标志
在丹麦诞生。

代：有机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农业、食品业的限制，逐步触及到人类衣食住行

有机是包容、平等与持续的进步
有机农业的新生力
有机农业是一种健康的生产体系，它遵从自然规律、保护生态多样性，维护土

等生活相关的各个角度。
来自国际有机权威机构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一项研究显示，丹麦拥
有世界上最高的有机市场份额，约为13.3%。丹麦有机食品在丹麦整个食品

高标准、严苛的有机生产管理，使得丹麦这样一个从童话中走出来的国度，

而有机3.0时代，更是创新的时代，需要创新的思维和技术，突破有机产业技术

有机食品生产和消费水平都处于世界前列。对有机生产方式的不断推动，

和市场的两大瓶颈，推动有机农业更好的发展。

丹麦计划在2020年使有机农耕用地相对2007年翻一番。
丹麦有机管理之严格，任何农场需要

【正谷产品推荐】

在政府的监管下试运营2年，才有可

机事业满满的热爱和热情；他们有的是政府工作人员、有的是农场经营者、有的
是环保公益机构成员、有的是有机技术研究者、有的是认证机构从业者，甚至有
些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各不相识，但是一旦聚集到一
王丽英
正谷合伙人
正谷有机创业大使

2019年4月24日-5月1日，亚洲地
方政 府促进有机 农 业联合会
(ALGOA)有机领导力培训（ALGOA

天然有机牧场，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每日限次收集鲜奶，严格生产加
工标准，德国加工工艺，优质、安全、健康，为您带来更好的有机生活体验。

且一旦违反相关规格，都会面临被吊
销资格的风险。

有机 农业需要不断地实践，因地制宜，寻找最适合的有机生产模式和有机技
丹麦是乳制品大国，保证产出高质量

术。一方面不断获取先进有机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实践

我也在不断思考，正谷成立近12年时间，在不断自我成长和创造价值的基础上，

山郡举办。这也是正谷连续几年

对推动国内外有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都归功于我们在不断坚持进

持续参与此类培训学习。

行有机实践以及董事长对我们“脚踩泥”、
“接地气”的严格要求。

习，建立了深度联系。

能获得生产有机食品的认证许可。而

有机农业需要“接地气”

IFOAM组织，在韩国忠清北道槐

且和各国业内人士相互交流学

欧盟有机认证标准，取得中国、欧盟（含丹麦）有机认证证书。

放、包容、真实、纯朴以及心怀大爱。

Organic Leadership Course），由

有机农业和有机知识的了解，并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来自正谷标准丹麦合作牧场，符合中国、丹麦以及

起简直就像多年的老朋友，畅所欲言。我想这大概就是有机从业者们的共性：开

和探讨，摸索出最佳的生产管理、组织形式、市场经营等有机实践商业模式。

通过近一周的学习，我加深了对

有机食品。2017 年，世界人均有机消
费约合88元人民币。

市场中占比8.4%。

壤、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有机农业是传统农业、创新思维和科学技术的结合。

学习过程中，我也不断和其他有机从业者们进行交流，发现每个人都怀揣着对有

在丹麦，每人每年平均会花1429 丹麦
克朗（约合人民币1503 元）用于购买

牛奶的一 个重 要 措施 就 是 严控 抗 生
素含量，将牧场原奶的收购价格与其
质量挂钩。

本产品最新批次供应时间约为8月中上旬，
详情请关注正谷官方微信oabc_cc。

作为正谷团队中的一员，与其他伙伴一起努力推动有机事业的发展，和更多的人
分享优质的有机食品、分享可持续的有机理念，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我为之努力
奋斗的事业。

超市成为丹麦人民购买有机食品的主

通过电视广告和超低的折扣，让有机

丹麦有机农耕的严格标准之一，以自产

要渠道，直到2015年，超市占据了有

食品真正在丹麦普及开来。

的有机燕麦、黑麦饲养动物，还要保证

有机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机食品销售的44.1%。

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下，每个独立的个体，都应该将自己和自然生存环境、社会责
任连接起来，更多的将个人意识提升到更广阔的层面。这是参加此次课程，最让
我深受触动的地方。有机农业，不只是为人提供更健康、更优质的食品，也是对
环境、对资源、对其他生物生存与发展的极大关注。

动物们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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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环球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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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有机原稻米，杂粮等有机食材，传统工艺，手工做饼，优化配比，不添
加防腐剂，品尝食材本味

正谷LES CHEMINS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二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新西兰Manuka蜂蜜1瓶（250克/瓶）

扫码购卡

正谷新西兰Manuka蜂蜜1瓶（250克/瓶）产自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深处，百年家族蜂农传统养殖，遵循蜜蜂自然习性，原生熟蜜无任何添加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600克/套，2种）美味牛肝300克、黄牛肝菌300克，品种会略有调整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1箱（1千克/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国内首款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瑞士工艺正谷定制，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农场，公平贸易认证，实践碳中和
正谷Mosur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希腊橄榄油生产专家，手工选果，特级初榨。获得中国、欧盟及希腊农业部有机认证
正谷有机鸡蛋4盒（12枚/盒）林地散养，中国有机认证

234-

及时、专业的配送服务：当日预定，次日配送；全国免费配送，部分产品限区域和城市。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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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和PIECE DE ROCHE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1箱（1.5千克/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国内首款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PIECE DE ROCHE红酒2瓶（750毫升/瓶）法国欧特里沃产区，一百二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600克/套，2种）羊肚菌300克，野生松茸300克，品种会略有调整
正谷有机月饼、PIECE DE ROCHE红酒、干果、新西兰Manuka蜂蜜、Cavell巧克力、古树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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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有机原稻米，杂粮等有机食材，传统工艺，手工做饼，优化配比，不添加防

2-

3-

4-

腐剂，品尝食材本味

4998正 谷 卡 选 项

1-

正谷PIECE DE ROCHE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欧特里沃产区，一百二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环球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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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有机原稻米，杂粮等有机食材，传统工艺，手工做饼，优化配比，

正谷干果2套（1.5千克/套，3种）开心果2盒、腰果仁2盒、巴旦木2盒
正谷新西兰Manuka蜂蜜2瓶（250克/瓶）产自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深处，百年家族蜂农传统养殖，遵循蜜蜂自然习性，原生熟蜜无任何添加

不添加防腐剂，品尝食材本味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瑞士工艺正谷定制，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农场，公平贸易认证，实践碳中和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6千克/箱）五常贡米产地，2010年成立五常市正谷有机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水稻有机种植
正谷有机蔬菜1箱（4千克/箱，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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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1箱（1千克/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国内首款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PIECE DE ROCHE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欧特里沃产区，一百二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1-

正谷Mosur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2瓶（750毫升/瓶）希腊橄榄油生产专家，手工选果，特级初榨。获得中国、欧盟及希腊农业部有机认证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瑞士工艺正谷定制，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农场，公平贸易认证，实践碳中和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和PIECE DE ROCHE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2箱（2千克/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国内首款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PIECE DE ROCHE红酒2瓶（750毫升/瓶）法国欧特里沃产区，一百二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500克/套，3种）冻干松茸50克，精品羊肚菌200克，黑松露250克，品种会略有调整
正谷有机月饼、PIECE DE ROCHE红酒、干果、新西兰Manuka蜂蜜、Cavell巧克力、古树红茶
和Ouroland有机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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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有机原稻米，杂粮等有机食材，传统工艺，手工做饼，优化配比，
正谷PIECE DE ROCHE红酒2瓶（750毫升/瓶）法国欧特里沃产区，一百二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不添加防腐剂，品尝食材本味

正谷有机鸡蛋2盒（12枚/盒）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2瓶（500毫升/瓶）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和LES CHEMINS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1箱（1千克/箱）
正谷LES CHEMINS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600克/套，5种）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LES LANES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正谷新西兰Bush蜂蜜1瓶（250克/瓶）
正谷干果1套（1.5千克/套，3种）
正谷有机红茶1盒（80克/盒）
正谷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3-

正谷新西兰Manuka蜂蜜2瓶（250克/瓶）产自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深处，百年家族蜂农传统养殖，遵循蜜蜂自然习性，原生熟蜜无任何添加

1-

正谷新西兰Manuka蜂蜜1瓶（250克/瓶）产自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深处，百年家族蜂农传统养殖，遵循蜜蜂自然习性，原生熟蜜无任何添加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4千克/箱）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1千克/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国内首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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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正谷有机鸡蛋2盒（12枚/盒）林地散养，中国有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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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和LES CHEMINS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1箱（1千克/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国内首款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LES CHEMINS红酒2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二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234-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600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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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谷有机月饼、LES LANES红酒、Cavell巧克力、新西兰Manuka蜂蜜、干果和有机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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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有机原稻米，杂粮等有机食材，传统工艺，手工做饼，优化配比，

正谷Cavell巧克力4盒（100克/盒）瑞士工艺正谷定制，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农场，公平贸易认证，实践碳中和

正谷LES LANES红酒2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二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古树红茶2盒（160克/盒）景迈山万亩古茶林核心区域，正谷茶园500年高山古树，优质嫩芽、手工采制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瑞士工艺正谷定制，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农场，公平贸易认证，实践碳中和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12瓶（500毫升/瓶）正谷丹麦标准农场，丹麦、欧盟及中国有机认证，

正谷新西兰Manuka蜂蜜2瓶（250克/瓶）产自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深处，百年家族蜂农传统养殖，遵循蜜蜂自然习性，

正谷有机鸡蛋1盒（12枚/盒）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2瓶（500毫升/瓶）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和LES LANES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1千克/箱）

正谷Mosur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2-

3-

4-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2瓶（500毫升/瓶）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和LES LANES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1箱（1千克/箱）
正谷LES LANES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600克/套，4种）
正谷有机月饼、有机红茶、Cavell巧克力
和新西兰Bush蜂蜜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

56-

正谷新西兰Bush蜂蜜1瓶（250克/瓶）
正谷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扫码购卡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600克/套，3种）

原生熟蜜无任何添加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正谷环球家宴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6粒）
正谷Mosur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2-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4瓶（500毫升/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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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千克/箱）

34-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2千克/箱）
正谷云南野生菌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600克/套，2种）
正谷有机月饼、新西兰Rata蜂蜜
和Ouroland有机牛奶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有机月饼、新西兰Bush蜂蜜、有机红茶
和Cavell巧克力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有机红茶1盒（80克/盒）

56-

1-

正谷LES LANES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新西兰Bush蜂蜜1瓶（250克/瓶）

不添加防腐剂，品尝食材本味

散养方式，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环球家宴

正谷LES CHEMINS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二十年历史葡萄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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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正谷有机月饼、LES LANES红酒、Cavell巧克力、
新西兰Bush蜂蜜、干果和有机红茶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Mosur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希腊橄榄油生产专家，手工选果，特级初榨。获得中国、欧盟及希腊农业部有机认证

4-

正谷干果2套（1.5千克/套，3种）开心果2盒、腰果仁2盒、巴旦木2盒

正谷新西兰Rata蜂蜜1瓶（250克/瓶）

56-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4瓶（500毫升/瓶）
正谷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正谷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正谷干果1套（1.5千克/套，3种）开心果2盒、腰果仁2盒、巴旦木2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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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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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ur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1千克/箱）

扫码购卡

598正 谷 卡 选 项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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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添加防腐剂，品尝食材本味

6-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398正 谷 卡 选 项

正谷有机鸡蛋4盒（12枚/盒）林地散养，中国有机认证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环球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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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有机原稻米，杂粮等有机食材，传统工艺，手工做饼，优化配比，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4千克/箱）五常贡米产地，2010年成立五常市正谷有机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水稻有机种植

1998正 谷 卡 选 项

正谷古树红茶1盒（160克/盒）景迈山万亩古茶林核心区域，正谷茶园500年高山古树，优质嫩芽、手工采制

5-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1千克/箱）

扫码购卡

正谷干果1套（1.5千克/套，3种）开心果2盒、腰果仁2盒、巴旦木2盒

34-

正谷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正谷云南野生菌1套（600克/套，4种）野生松茸100克、黑虎掌200克、美味牛肝200克、黄牛肝菌100克，品种会略有调整

正谷新西兰Manuka蜂蜜1瓶（250克/瓶）产自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深处，百年家族蜂农传统养殖，遵循蜜蜂自然习性，原生熟蜜无任何添加

2-

56-

正谷古树红茶1盒（160克/盒）景迈山万亩古茶林核心区域，正谷茶园500年高山古树，优质嫩芽、手工采制

正谷环球家宴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4千克/箱）

898正 谷 卡 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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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正谷有机蔬菜1箱（4千克/箱，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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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正 谷 卡 选 项

2998正 谷 卡 选 项

正谷卡

1-

正谷环球家宴
正谷有机月饼1盒（60克*8粒）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4千克/箱）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6千克/箱）五常贡米产地，2010年成立五常市正谷有机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水稻有机种植

扫码购卡

56-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云南高山茶园，有机种植
正谷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扫码购卡

扫码购卡

扫码购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