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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前言

2018

年版的世界有机农业统计年鉴又如期于今年 2 月中旬在德国纽伦堡发布
了，
北京正谷公司今年获得了年鉴的编撰方 -- 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
和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 Organics International）的授权在中

国翻译和发行该年鉴的中文版，这是自 2012 年以来正谷公司以其满满的社会责任感，连续七年义
务承担起这个任务，今年正谷公司更是争取到了将该年鉴的中文摘译版列入正式出版计划，我们

诚

挚感谢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翻译“世界有机农业统计年鉴”中所做的诸
多努力！今年是正谷公司第七年翻译此年鉴,他们的工作使更多人能够了解有机农业，
并且为推动世界有机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有机市场生机勃勃，有机农地面积和有机食品（含饮品）零售额持续增长。如今，有机农
地面积世界排名为第三位，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有机市场。
非常感谢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国家认监委认证认可委员会的王茂华副所长，中国农业大学的乔
玉辉教授，IFOAM 亚洲委员会主席周泽江先生。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在年鉴中呈现中国
最新的数据给大家。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资助方，瑞士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SECO）、国际贸
易中心（ITC）、德国纽伦堡展会公司（NürnbergMesse）和 IFOAM 国际有机联盟（IFOAM-OI），
感谢他们多年来在全球数据搜集方面的支持。

应该为正谷公司的这种契而不舍的公益精神点赞。
我从事有机事业已经 30 年了，
见证了我国有机产业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
我深深地为我国有机产业能够取得如此显著成果和产生如此明显的国际影响而感到欣慰。但我在
参与国际有机界一系列的活动时，常常感到语言障碍竟然成为我们在国际有机界常常缺乏话语权
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在总结有机 2.0 时代的经验时发现我国有机产业存在着技术和市场两个主要瓶颈，而要想
解决这两个瓶颈问题，需要全力搭建国内的有机技术和市场平台，因为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内有
机产品市场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但在这个全球经济向一体化发展的阶段，我们也必须大力搭建有
机技术和市场的国际交流平台，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有机生产及管理技术，开拓有机产品的进出口国
际贸易市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的有机产业，作为有机农地面积和有机销售额分别位列世
界第三和第四的我国有机产业，我们必须尽快发展国际交流，加强国际话语权。

数据搜集是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本年鉴可以看成一本工具书，
所提供的数据为利益相关者、政策制定者、当局和有机行业，以及研究人员和相关专业人员的工作
提供了便利。在本年鉴中汇编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和信息，最近进展，以及全球有机农业的趋势。
Organic-World.net 网站有最新的数据和图表可以参考。该网站的新闻部分提供了关于有机农
业领域的重要进展信息，并通过我们的 Twitter 帐户 www.twitter.com/FiBLStatistics，让读者了
解关于有机农业的最新数据。

为此，除了需要由国家主管部门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推进有机产业发展的政策外，我们也确实需要
有一批像正谷公司这样的热衷于业内公益事业的同行来共同扭转我国有机界在国际上的上述弱势。
除了世界统计年鉴，还有好多好多国际有机界各领域的经验和文件等着我们去引进来，我们要
引进国际有机界的创新理念和做法，以及最适合的技术实践，我们要将我们的宝贵经验传播出去，
这些都离不开有责任感的朋友的倾力相助。
我们希望正谷公司坚持了7 年的这种精神能够迅速扩散。
众人拾柴火焰高，
众志才能成城，
让我们一起努力，
把我国的有机事业建设得更扎实、
更强健、
更诚信、
更有活力，成为发展中国家有机产业的示范和领军者。

Helga Willer and Julia Lernoud
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
瑞士弗里克

亚洲有机联盟（IFOAM-ASIA）主席
周泽江
2018 年 5 月 8 日

前言

2000 年始，国际权威有机农业研究机构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和 IFOAM 国
际有机联盟（IFOAM-OI）开展对全球范围有机产业发展的调研和数据统计与分析，
目前已连续十九年发布《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以下简称统计年鉴）。随
着相关工作越来越规范，
信息的来源也越来越多，
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不断增强，
许多政府机构、
科研院所、认证机构、社会组织、有机企业和相关媒体纷纷转载和引用，可以说统计年鉴已得到了
全球有机界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自

作为目前全球最为权威的有机农业和有机产业统计年鉴，非常有必要尽快翻译成中文并对外发
布。正谷有机农业团队自 2012 年起已连续六年在 IFOAM 和 FiBL 的支持下摘译并发布世界有
机农业统计年鉴中文版，并将中文摘译版刊登在 FiBL 官网。此项工作为我国的有机从业者带来了
大量权威的全球产业信息，使关注有机行业的中方人士能够及时了解和跟上全球有机产业发展的
步伐。
本书是在正谷有机农业技术中心同事们的主导下，
由志愿者共同完成的。
志愿者中有正谷的同事，
也有对有机热爱的国内外伙伴：张友廷、邢建平、张婷婷、张建伟、潘成杰、赵惠娟、倪子墨、强海
平、张洁云、张耀匀，
冯婧，王金，阴雪彤等伙伴 , 正谷品牌文化部董皓月承担了本宣传册的排版工作，
在此一并感谢！

有机农业的发展原则：
健康原则
Principle of HEALTH

有机农业应当将土壤、植物、动物、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健康作为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而加以维持和加强。
这一原则指出，个体与群体的健康是与生态系统的健康不可分割的，健康的土
壤可以生产出健康的作物，而健康的作物是健康的动物和健康的人类的保障。

生态原则
Principle of ECOLOGY

感谢 FiBL 的 Dr.Helga Willer 和 Ecovia Intelligence 的 Amarjit Sahota 先生，在 IFOAM、
FiBL 和 Ecovia Intellgence 的支持下，今年正谷拿到 FiBL 在华中文出版授权，就是希望能够为进
一步推动有机农业和有机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和帮助。

有机农业应以有生命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循环为基础，与之合作、与之协调，并
帮助其持续生存。
这一原则将有机农业植根于有生命的生态系统中，她强调有机农业生产应以
生态过程和循环利用为基础，通过具有特定的生产环境的生态来实现营养和
福利方面的需求。对作物而言，这一生态就是有生命的土壤；对于动物而言，这
一生态就是农场生态系统，对于淡水和海洋生物而言，这一生态则是水生环境。

我们要特别感谢 IFOAM 亚洲主席周泽江先生！感谢周老师长期以来的耐心指导和默默支持！
读 者 如 需了解 英 文 版信息，可登录 FiBL 网站（http://www.organic-world.net/yearbook/
yearbook-2017/pdf.html）索取英文相关资料。

公平原则
Principle of FAIRNESS

有机农业应建立起能确保公平享受公共环境和生存机遇的各种关系。
公平是以对我们共有的世界的平等、尊重、公正和管理为特征的，这一公平既
体现在人类之间，也体现在人类与其他生命体之间。.

关爱原则
Principle of CARE

应以一种有预见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来管理有机农业，以保护当前人类和子
孙后代的健康和福利，同时保护环境。
这一原则强调，在有机农业的管理、发展和技术筛选方面最关键的问题是实施
预防和有责任心。

正谷 ( 北京 )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向东
2018 年 5 月 2 日

* 原文请详见 IFOAM 官网：http://www.ifoam.org/about_ifoam/principles/index.html

关键指标和主要国家 /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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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发布的世界有机农业关键指标和主要国家 / 地区
指标

世界

提供有机认证数据的国家

1

主要国家 / 地区

2

有机农地

澳大利亚（2710 万公顷）
阿根廷（300 万公顷）
中国（230 万公顷）

占所有农地份额

2016：1.2%
（2014：0.99%）

列支敦士登（37.7%）
法属波利尼西亚（31.3%）
萨摩亚（22.4%）

2016：3990 万公顷
（2014：3760 万公顷；
1999：410 万公顷）

芬兰（1160 万公顷）
赞比亚（670 万公顷）
印度（420 万公顷）

2016：270 万
（2014：230 万；1999：20 万）

印度（835000 人）
乌干达（210352 人）
墨西哥（210000 人）

有机生产者

市场份额

丹麦（9.7%）
卢森堡（8.6%）
瑞士（8.4%）

有机市场规模

2016：897 亿美元（约 800 亿欧元）
（2000：179 亿美元）

美国（431 亿美元；389 亿欧元）
德国（105 亿美元；95 亿欧元）
法国（75 亿美元；67 亿欧元）
中国（66 亿美元；59 亿欧元）

年人均消费

2016：12.1 美元（11.3 欧元）
（2015：11.1 美元）

瑞士（304 美元；274 欧元）
丹麦（252 美元；227 欧元）
瑞典（218 美元；197 欧元）

已制定有机法规的国家

2017：87 个国家
（2016：87 个国家）

IFOAM-OI 会员机构数量

作者：Helga Willer, Julia Lernoud 和 Laura Kemper

2016 ：178 个国家 / 地区

2016：5780 万公顷
（1999：1100 万公顷）

非农业用地有机面积
( 主要是野生采集）

世界有机农业：概况

2017：来自 127 个国家的 1003 个会员
2016：来自 121 个国家的 833 个会员
2015：来自 117 个国家的 784 个会员
2014：来自 120 个国家的 815 个会员

印度：111 个会员机构
德国：88 个会员机构
美国：63 个会员机构
中国：56 个会员机构

来源：2018 FiBL 调查
全球市场数据：来自 2018 Ecovia Intelligence（之前称为 Organic Monitor）

注释 1：出现在本书中的“国家”包括国家和地区
注释 2：2016 年，IFOAM 国际有机联盟（IFOAM-OI）联合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开展对全球范围有机产业发展的调研，
并于 2018 年 2 月在德国 Biofach 展会上发布了最新数据。到 2018 年已经连续 19 年发布世界有机农业统计年鉴。

根据瑞 士有机 农 业研究所（ F i B L）对世界范围内有机产业 发 展的调查（截 止 到 2 016
年 年底），共 获取了 17 8 个国家 / 地区（2 015 年为 17 9 个国家 / 地区）的有机 农 业数据。

有机农业主要数据
世界有机农地面积约 5800 万公顷—澳大利亚有机农
地面积最大
2016 年，以有机方式管理的农地面积为 5780 万公顷（包
括处于转换期的土地）。有机农地面积最大的两个洲分别
是大洋洲（2730 万公顷，约占世界有机农地面积的一半）
和欧洲（1350 万公顷，23%），接下来是拉丁美洲（710 万
公顷，12%）、亚洲（490 万公顷，9%）、北美洲（310 万公
顷，6%）和非洲（180 万公顷，3%）。有机农地面积最大
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2740 万公顷）、阿根廷（300
万公顷）和中国（230 万公顷）
（译注：2015 年中国的有机
农地面积为 161 万公顷，世界排名第五位）。

全球范围内，有机农地比例为 1.2%——列支敦士登有
机农地比例最高，为 37.7%
2016 年，有机农业用地占世界农业用地的 1.2%。从地
域上看，有机农地占比最高的两个洲分别是大洋洲（6.5%）
和欧洲
（2.7%）
。
其中，
欧盟有 6.7% 的农业用地为有机农地。
然而，一些国家的有机农地占比会比较高，高于 10% 的国
家有 15 个，
前三个国家 / 地区分别是列支敦士登（37.7%）、
法属波利尼西亚（31.3%）和萨摩亚（22.4%）。

全 球 有机 农 地面积 增加了 750 万公顷 或 者说比
例 增 长 了 15 %
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全球有机农地面积增加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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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万公顷（增长了15%）。这主要是由于澳大利亚上报的
有机农地面积增长了 500 万公顷。而其他国家有机农地面
积的增长对全球农地面积增长也有重要贡献，
比如中国
（增
长 42%，面积增加 67 万多公顷）和乌拉圭（增长 27%，面
积增加 30 多万公顷）；印度和意大利有机农地面积也都
增长了约 30 万公顷。
各大洲的有机农地面积都有所增长：欧洲增加了近 100
万公顷（增长了 6.7%）；亚洲增加了约 90 万公顷（增长了
34%）；非洲增加了约 10 多万公顷（增长 7%）；拉丁美洲
在经历了面积多年减少之后，
2016 年增加了约 40万公顷
（增
长 6%）；北美洲增加了 20 多万公顷（增长多于 5%）。亚
洲和非洲的几个国家，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
和津巴布韦有机农地面积有比较明显的增长。
除了有机农地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有机土地，大部分
区域为野生采集和养蜂业用地。其他形式还有非农业用地
的水产养殖、森林和天然牧场。这些非农业用地的总面积
超过 3970 万公顷。

有机生产者数量在上升——2016 年有 270 万生产者
2016 年，全球有机生产者不少于 270 万人（2015 年为
240 万）。其中，40% 的有机生产者分布于亚洲，其次是非
洲（27%）和拉丁美洲（17%）。拥有有机生产者数量最多
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印度（835000 人）、乌干达（210352 人）
和墨西哥（210000 人）。与 2015 年相比，有机农业生产
者增长超过 13%，增长超过 30 万人。2016 年，全球大约
1/4 的有机农地（1430 万公顷）和超过 87%（240 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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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生产者分布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

主要作物面积都有所增长
在以有机方式管理的 5780 万公顷农地中，超过 90% 的
有机农地用途明确。然而，有机农地面积较大的一些国家，
如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还缺少或者没有土地使用方面
的详细信息。
在用途明确的有机农地中，有机草地 / 牧场占地超过
2/3（3800 万公顷，与 2015 年相比，增长约 16.5%）；季
节性作物面积近 1060 万公顷，占有机农业用地的 18%（与
2015 年相比，增加了约 6.3%），主要用于谷物的种植，包
括水稻（410 万公顷）、
青饲料（280 万公顷）、油料作物（130
万公顷）、干豆类和纺织原料作物（50 万公顷）。
多年生作物占有机农地的 8%，达到了 450 万公顷。与
之前的调查数据相比，增长超过 12.6 万公顷（增长 9%）。
最重要的多年生作物有咖啡（面积多于 90 万公顷，占多年
生作物有机农地比例超过 20%），接下来是橄榄（近 70
万公顷）、坚果（近 60 万公顷）、酿酒葡萄（近 40 万公顷）
以及热带和亚热带水果（超过 30 万公顷）。
有机 棉花的详细信息是由纺织品交易所提供的，数
据显示在 2015-2016 生长季，全球有机 棉花 种植面积
为 302562 公顷，产量为 107980 吨，棉花种植户数量为
219947 人。目前有 18 个国家生产认证的有机棉花，但
97% 的有机棉花供应主要来自七个国家。印度仍是遥遥
领先的最大的生产者，占了有机棉花产量的近 2/3；随后
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和塔吉克斯坦。

全球市场
全球市场增至近 900 亿美元
根据 Ecovia Intelligence，二十年来全球有机食品（含
饮品）的销售总额从最初不到 150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
的 900 亿美元。增长的良好态势虽然会继续，但是有机市
场还是面临很多挑战：其中包括需求比较集中（90% 的销
售额产生在北美和欧洲）、激增的标准、以及欧洲和北美
部分区域由于对供应短缺的担心而导致有机农地增速迟
缓等等。
2016 年，全球最大的有机产品市场依然是美国、德国和
法国，
销售额依次为 389 亿欧元、
97 亿欧元和 67 亿欧元
（译
注：中国位于第四位，销售额为 59 亿欧元）。
最大的单一市场依然是美国，销售额约占全球总额的
47%，其次是欧盟（307 亿欧元；占比 37%）和中国（59
亿欧元；占比 6%）。全球有机食品人均消费高达 200 欧
元以上的国家有瑞士（274 欧元）和丹麦（227 欧元）
（译
注：世界人均消费约11.3 欧元，
中国人均消费约 4.2 欧元
（约
33 元 RMB，比 2015 年增长了约 11 元，市场潜力很大））。
有机食品市场份额最高的国家为丹麦
（9.7%）
、
卢森堡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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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瑞士（8.4%）。

非洲
2016 年，非洲经认证的有机农地面积至少为 180 万公
顷，占世界有机农地总面积的 3%。与 2015 年相比，有机
农地面积增长了近 11.9 万公顷（增长率为 7%）。非洲的有
机生产者多于 74.1 万人。坦桑尼亚共和国有近 27 万公顷
有机农地，是非洲有机农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而拥有有机
生产者数量最多的国家是乌干达（超过 21 万）。有机农地
占比最高的国家是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该国 13.8% 的
农地为有机认证。非洲绝大部分的有机认证生产用于出口。
主要作物有咖啡、橄榄、坚果、可可、油料作物和棉花。非
洲国家中，只有摩洛哥和突尼斯拥有有机法规；7 个国家
正在草拟有机法规，11 个国家有有机国家标准但是并没
有有机国家法规。
2017 年，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认同有机农业在解决
非洲食品安全、土壤退化、贫穷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有机会议大获成功，下一届东非地区有机大会预计
于 2018 年 5 月开幕。第四届非洲有机大会将于 2018 年
11 月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举办。这些会议将成为有机农
业在非洲主流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亚洲
2016 年亚洲有机农地面积将近 490 万公顷。有机生产
者的数量约 110 万，绝大多数分布在印度。有机农地面积
排名前两位的是中国
（230 万公顷）
和印度
（近 150 万公顷）
；
东帝汶的有机农地占比最高，为 7.4%。20 个国家已经制
定了有机农业法规，还有 6 个国家正在起草中。11 个国家
有有机国家标准但是没有有机国家法规。
2017 年，提交数据至亚洲委员会的国家，其有机产品产
量在整体上都有所增长。以孟加拉国为例，有机产品的出
口量也在增加。而在中国，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有
机团体都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增长，比如说有机市场有机营
销俱乐部，
有机联盟或有机平台等等。
社区支持农业
（CSA）
和参与式保障体系（PGS）同样吸引了大众的广泛注意。
2016 年底，中国和新西兰签订了有机产品双边协议。印度
当局为有机食品引入了一个共同标志 - “Jaivik Bharat”。
菲律宾有 120 多位市长积极参与发展当地有机农业。有
些城市因其有机农业的典范发展而获得国际认可，第三届
IFOAM 亚洲有机大会将于 2018 年 9 月在菲律宾举办。
民众对亚洲地方政府有机农业（ALGOA）的兴趣和参
与日益增加。 一些地方政府表示有意愿在各自的国家组
建 ALGOA 地方分会。

欧洲
截止到 2016 年底，欧洲有机农地的面积有 1350 万公
顷（欧盟约 1210 万公顷），有机生产者超过 37 万人（欧
盟超过 29.5 万人）。欧洲有机农地面积占所有农地面积的

比例为 2.7%（欧盟为 6.7%）。欧洲有机农地占全球有机
农地的 23%。与 2015 年相比，有机农地面积增加了约 80
万公顷。有机农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是西班牙（约 200 万公
顷）、意大利（180 万公顷）和法国（150 万公顷）。有 9 个
国家的有机农地比例超过 10%，列支敦士登（37.7%），奥
地利（21.9%）和爱沙尼亚（18.9%）分列前三位。2016 年
有机产品零售总额约为 335 亿欧元（欧盟：307 亿欧元），
比 2015 年的销售额增长高于 11 个百分点。德国是欧洲最
大的有机产品市场，有机产品。零售额约为 95 亿欧元，法
国紧随其后（67 亿欧元），意大利位列第三（26 亿欧元）。
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已经制定了有机法规或者正在起草
中。 2017 年，在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提案四年后，欧盟机
构就欧盟有机监管审查进行的谈判开始接近尾声。基本
文本信息已获批准，还需要对生产、监控和进口规则进行
修订。关于 2020 年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未来方
向的讨论已于 2017 年 2 月正式启动。未来几年将是有机
部门与决策者和其他农业食品利益相关方合作的关键时
期，将有关未来 CAP 的讨论作为支持欧洲发展有机食品
和农业的手段。TP Organics（欧洲有机食品和农耕研究
技术平台）发布了名为“可持续粮食和农业研究与创新”的
立场文件，概述了将于 2021 年启动的第九届欧盟研究与
创新框架计划（FP9）的内容。TP Organics 呼吁将“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为下一个框架计划体系结构的基础。
在本版书中，我们收到了关于乌克兰有机农业的国家报
告。乌克兰已成为西方有机产品市场的重要供应商。乌克
兰主要出口的有机产品有谷物、油料作物、豆类、野生采集
的浆果、蘑菇、坚果和草药。政策层面的最新进展包括政
府数据收集系统的引进。乌克兰国家有机产品标签上的标
志已经正式注册，成为乌克兰农业政策和食品部所拥有的
商标。

地中海地区
地中海地区包括北非，西亚和南欧的国家。地中海有机
农业网络（MOAN）致力于收集和传播地中海地区有机
行业的数据。根据最新数据，地中海地区的有机认证总面
积超过 790 万公顷，其中有机农地面积为 690 万公顷。
欧盟区的地中海国家（EU Med）是地中海地区有机农
业组成的最重要部分，有机占比达到 87%。欧盟的候选国
和潜在候选国（CPC）位居其次，占比为 8％。南部和东部
地中海（SEM）国家有机占比只有 5％。
地中海地区的立法和监管框架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这
直接影响到有机数据的收集和可用性。在欧盟国家，有机
统计收集的官方机制已经确立，许多 CPC 国家执行国家
有机立法，并处于与欧盟有机农业法规高度协调一致的阶
段。但是，在国家法律尚未完全实施的 SEM 国家，数据
收集主要基于直接和非正式的沟通，
有时仅提供部分信息。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2016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从事有机农业的生

产者近 46 万人，
以有机方式进行管理的农地有 710万公顷，
占整个地区农地面积的近 1.0%，世界有机农地的 12%。
该地区拥有有机农地最多的国家是阿根廷（3,00 万公顷）、
乌拉圭（170 万公顷）和巴西（75 万公顷，2014）。福克兰
群岛 / 马尔维纳斯的有机农地占比最高，为 12.2%，其次
是乌拉圭（11.5%）和法属圭亚那（10%）。
许多拉美国家依然是有机产香蕉、可可和咖啡的重要出
口国。阿根廷和乌拉圭的重要出口商品则为温带水果和猪
肉。此地区有 23 个国家已经制定了有机法规或者正在起
草中。2017 年 10 月，智利共和国和欧盟（EU）宣布完成与
有机产品贸易协议有关的必要内部程序，并于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
过去的十年中，当地有机市场一直在稳步增长。巴西是
当地最大的有机食品市场，自 2009 年以来，
“全国学校餐
食计划”一直是一项重大成就。政府规定 30％的公共采
购预算应当用于从家庭农场购买，而且优先考虑有机农户
的产品。2017 年，此地区有一些重要活动，如在玻利维亚
举办的第七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有机生态农业会议，第六
届拉丁美洲农业生态学大会以及巴西 IFOAM 的有机领导
力课程（OLC）。

北美洲
2016 年，北美洲有机农地面积近 310 万公顷，其中美国
200万公顷，
加拿大110万公顷，
占本地区全部农地的 0.8%。
由于消费者使用比以往更多的有机产品，美国有机产业
继续向前发展，不仅取得新的市场份额并且不断刷新记
录。 2016 年，美国的有机产品销售总额约为 470 亿美元
（食品销售额为 430 亿美元），比上一年销售额增加了近
37 亿美元。目前有机食品销售额占美国食品总销售额的
5.3％。过去一年中农业法案的倡议一直是主要推动力，并
将在 2018 年继续占据核心地位。有机领导者与立法者合
作制定了三项两党法案。首先是“有机农民和消费者保护
法案”的提出，旨在加强对全球有机贸易的监管。第二个
是 2017 年的“有机研究法案”，将美国农业部有机农业研
究和推广计划的年度资助增加到每年 5000 万美元。第三
个是“有机农民准入法案”，旨在扩展有机农业获得农村
发展项目的机会和资格。
加拿大的有机行业（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继续稳定发
展。全国有超过 5000 个有机从业者提供比以往更多的有
机原料、产品和服务。2017 年加拿大的有机产业价值估计
为 54 亿加元，高于 2015 年的 47 亿加元。要确保有机产
品能够保持竞争力，
需要与政府和监管机构进行持续对话，
需要为加拿大有机标准持续提供持久的资金，并缩小省际
和地区间的监管差距。

大洋洲
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共计约有
2.7 万有机农业生产者，2730 万公顷有机农地。有机农地
面积占该地区农地的 6.5%，约占世界有机农地一半。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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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99% 以上的有机农地分布在澳大利亚（2710 万公顷，
97% 是广袤的牧场），其次是新西兰（超过 7.4 万公顷，
2014 年数据）和萨摩亚（近 6.3 万公顷）。
有机农地占比最高的国家是法属波利尼西亚（31.3%），
其次是萨摩亚
（22.4%）
、
澳大利亚
（6.7%）
、
瓦努阿图
（6.3%）
和所罗门群岛（5.3%）。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有
机产业的增长主要是受海外需求快速增长的影响，国内市
场亦在增长。
2016 年，澳大利亚经过认证的有机牧区土地增长更为
迅速，有机初级生产者数量稳步增加。据估计，2015 年到
2016 年澳大利亚出口到其他国家的有机产品总量
（以吨计）
增加了 17％。澳大利亚有机认证部门的监管和治理安排一
直保持稳定，但也在发生变化。澳大利亚政府、有机产业
集团和有机供应链的参与者都参与实施了旨在提高澳大利
亚有机产业价值的一系列举措。
地方和国家机构及发展伙伴日益认识到有机农业作为
太平洋岛国发展工具的价值：诸如太平洋有机旅游和酒店
标准及太平洋有机政策工具包等创新项目吸引了众多从农
民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该地区的有机农民数量和 PGS
都在持续增长，其发展速度高于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认证
速度。当旅游业和餐饮业开始将有机和可持续发展视为太
平洋岛国品牌的一部分时，当地的有机产品市场将开始迅
速增长。

各国政府现在向有机农业提供公共支持 , 成果、经验
教训和政策建议现已以工具包形式公布。新的 IFOAM
政策工具包旨在填补有机宣传和决策领域的知识空白：决
策者不仅可以了解我们应该支持有机农业的原因，还可以
了解如何支持有机农业。更多信息请参考相关章节。

IFOAM 新阐述
IFOAM 国际有机联盟于 2017 年组织的有机会员大会
决定了一项新战略。新的 IFOAM 战略计划将在三个关键
因素上发挥作用：通过运营商和其他价值链参与者的能力
发展加强供应；通过支持沟通和宣传活动刺激需求；有益
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政策和环境保障的倡议。更多信息请
参考相关章节。

下一次世界有机农业的 FiBL 调查

《2012 年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

《2013 年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

《2014 年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

《2015 年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

《2016 年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

《2017 年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

下一次全球有机调查将于 2018 年年中开始。数据将于
2019 年 2 月发布，并在德国纽伦堡的 BioFach 有机博览会
上展现。我们将联系所有相关专家，如果您能给我们提供
数据，
我们不胜感激。
若您发现本书统计数据有任何错误，
请告知我们 ; 我们将更正数据库中的信息，并在 2019 年
版的“有机农业世界”中提供更正的数据。更正信息也会
发布在 www.organic-world.net 网站。

标准、法规和政策支持
根据 FiBL 对有机规则和法规的调查统计显示，2017
年已有 87 个国家制订了有机标准，18 个国家正在起草法
案。还有至少 33 个国家，主要是亚洲和非洲国家，已经采
用了有机农业国家标准。在欧盟（EU），经过三年多的激
烈辩论后，欧盟理事会和议会就新的有机法规达成了一致
意见。
新法规预计将于 2018 年 4 月或 5 月通过。未来两年，
实施的条款将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新法规预计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在美国，美国农业部（USDA）进一步加
强了维护有机完整性的措施，例如发布了“维护有机进口
产品完整性的临时指示”。
有机标准是指导和控制有机食品加工环节的重要监管
框架。一项对八种有机标准的比较表明，政府标准比民间
标准更为宽泛，民间标准对使用的添加剂和加工助剂以及
加工方法提供更具体的指导。
参与式保障体系（PGS）是本地化的质量保证体系。
PGS 已成为一种第三方认证的低成本替代方式，是开发
当地有机农产品市场的有效工具，特别适用于小农户。根
据 IFOAM 国际有机联盟进行的 2017 年关于全球 PGS
调查所收集的数据显示，已经有 66 个国家建立了 PGS，
全球至少有 311449 名农民参与了 PGS 的倡议，主要包括
小农和小型加工商。据估计，目前至少有 241 项 PGS 行动
计划，其中 127 项全面运作。更多信息请参考 PGS 章节。

下载地址：http://www.oabc.cc/about/mag.asp 正谷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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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 :

正谷官方微信
详情请关注
正谷有机农业技术中心微博
http://weibo.com/oatc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支持环保，鼓励下载！
下载地址：http://www.oabc.cc/about/mag.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