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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以有机 
为核心

真正丹麦
好食品



购买 有机食
品的 十大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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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  
好食品
1.  有机产品具有原汁原味、品质优良、美味可口等特点

2.  通过有机方式生产的食品不含人工调味剂、色素和甜味剂

3.  有机产品的加工过程中，只允许加入少量几乎纯天然的添加剂

4.  有机农业生产以及产品深加工的过程中 
 绝无任何转基因生物 (GMO)

5.  有机农业有助于维持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并保护物种和 
 自然栖息地

6.  有机农业可延长土地寿命以及增强自然土壤肥力

7.  由于禁止使用化学农药，有机农业有助于保护环境和饮用水源

8.  有机农业促进动物福利状况，并为保障动物的自然行为提 
 供良好条件。全部有机饲养的动物均可接触户外区域

9.  严格限制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的使用
 有机饲养的动物在不使用任何激素的情况下饲养

10.  有机标签保证从事有机生产的所有企业均接受监管机构的 
 定期审查



什么是有 
机农业？
有机农业作为一种农业生产体系，其宗旨是尽最大可能地保护环
境，同时确保农业系统尽可能以最自然的方式运行。有机农场主尊
重自然生命周期系统，向消费者提供原汁原味、新鲜美味的食品。

有机价值标准
农场主在启动有机动植物生产之后必须经过一个转换期。此转换期
一般为两年。在此期间，该农场的产品不得以有机名义销售或张贴
有机标签。

环境
有机农场主尽力保护自然环境，包括土壤肥力、水资源和生物多样
性。最重要的农业原则如下：

•  认真监控土壤肥力、农场主在土壤中添加和取走的元素以及生产活
动对土壤成分的影响

•  采取广泛多样的轮作方式来破坏杂草和害虫的周期，在提供有用养
分的同时留出土壤恢复时间

•  养分的供给来自豆科植物（通过大气进行生物固氮）以及有机物质
（如农作物秸秆和牲畜粪便）的高效循环再用

•  杂草、疾病和害虫的控制主要依赖于预防性的自然方法或机械方法

•  有机农场主不使用化学农药和人工化肥。有机农业在整体上保护环
境，包括湖泊、河流、饮用水等

•  通过培植树篱和草地来防止土壤侵蚀和养分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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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场主尊重大自然的生命循环系统”有机农场
有益于
自然

有益于
动物

有益于
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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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有机农场主尽可能通过多种措施保护和增加生物多样性，例如通过
多年轮作的方式或通过采取机械和物理的土壤耕作方法来达到最佳
的土壤健康结构。也就是说，有机农场主通过割草方式控制杂草而
不是采用除草剂除草。这种方式有利于更多本地动植物生长，并且
有助于增加土壤中的微生物和蚯蚓数量。

排放
研究表明，有机农业产生的碳排放量较低，因此有助于缓解气候变
化。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
•  有机农业提高了土壤中的腐殖质含量，因此可留住有机物中的碳
•  通过废物和副产品循环利用降低能耗
•  不使用能源密集型工艺过程所生产的人工化肥
•  保留更多本地普通植被

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是有机农业的一项重要特点。其目标是为保障动物自然行
为提供适合的条件。
这意味着：
•  动物可接触草地或户外区域
•  以有机饲料喂养动物
•  根据可用土地的面积平衡动物数量
•  严禁使用任何物质进行催长，同时严禁使用激素或类似物质控制
繁殖或达到其他目的

•  不使用合成的对抗疗法兽医产品进行预防性治疗



“有机生产
保护了
自然 环境 、
土地肥力、
水资源和生 
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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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转基因生物
•  不允许使用转基因生物 (GMO) 和通过转基因生物 
 获得或生产的产品

有机食品加工
•  在有机食品加工中，仅允许使用 欧盟列出的 370 种食品添加剂中
的 49 种只允许加入少量几乎纯天然的添加剂

•  禁止使用人工调味剂、色素、甜味剂、转基因生物 及辐照

健康食品
有研究针对有机产品与传统产品的营养品质做过比较，结果表明有
机产品存在更多的健康促进因子：

•  有机乳制品和牛肉中，欧米伽-3 脂肪酸、亚油酸和维生素 E 的含量
大大超过传统产品

•  有机水果中的抗氧化剂更高，而且不存在农药残留

“有机农场 
主尊重  
大自然的 
生命循环 
系统”



真正的好食品 第 9 页

“有机 
产品中 
有更多 
促进 
健康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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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
家畜
生产
有机家畜生产有特殊的规则。有机饲养的动物必须有机会展现
其自然本性，出于对动物和环境的考虑，有机生产不能向传统
生产那样密集。有机农场的产量要低，相关法规为有机家畜生
产设定了特定的要求。因此，有机食品的价格通常比类似的传
统产品要贵。

以下是针对牛、猪和家禽制订的最重要的规则。

有机牛肉和牛奶生产
有机牛在 4 月 15 日到 11 月 1 日期间必须在牧场饲养。
在冬季，牛必须在空气流通的区域活动。

饲料必须是 100% 有机的，饲料的主要成分必须是粗饲料。 
饲料的主要成分必须必须来自农场自己的牧场。

在出生后，奶牛必须至少与牛犊在一起 24 小时。在哺乳期 
（3 个月），牛犊必须能有机会满足自己的吃奶需求，可以在
牛犊栏里使用样品化验。

如果有机奶牛因病使用兽药进行过治疗，则休药期（在该期限
内牛奶不能向乳品店销售）应是非有机休药期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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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
畜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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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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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猪 
生产
在丹麦，有机母猪必须在有牧场的户外产仔临时猪舍产仔。
母猪搭建一个舒适的窝，与小猪一同住在里面，直到小猪断
奶（至少 7 周）。

母猪必须有条件泥浴，因为在天热时
钻入土里并在泥水中打滚来冷却身体是猪的天性。

在猪栏中养猪时，猪必须能在户外跑动。猪栏必须为猪提供
足够的空间和大量稻草。

猪饲料必须至少为 95% 的有机饲料，其中要包括有益于猪消
化的粗饲料。

如果有机猪用药治疗超过一次，则不能当作有机产品售出。

有机猪生产不允许出现断尾。



有机蛋 
和家禽  
生产
有机产蛋母鸡必须有大量空间，并且必须能接触到室内和户外两种
区域。最大的室内存留密度为每平方米 6 只母鸡，最小的户外存留密
度为每只母鸡 4 平方米。

户外区域必须有植物，以便母鸡能展现其天性。同时，植物还能吸
引母鸡鸡粪的养分。

室内应该有自然光线，且在黑暗中的休息时间至少为 8 小时。母鸡还
应有条件进行沙浴和刮擦。
 
有机肉鸡和鸭子等必须有足够的室内和户外空间，以便其展现自己
的天性。鸭子必须有戏水的场所，例如水流、池塘或湖泊等。

母鸡、肉鸡和鸭子必须至少用 95% 的有机饲料喂养，其中必须含有
新鲜蔬菜、果皮或菜叶等粗饲料。

屠宰用家禽的生产必须采用慢生长繁殖方式。丹麦有机肉鸡平均
每天只允许增重 35 克。这意味着肉鸡需要大约 63 天才能达到其 
2,200 克的屠宰重量。而非有机肉鸡通常用 35-38 天达到相同的重量。
有机鸭每天的最大增重要求与此类似。

生产有机母鸡、肉鸡和鸭子等产品时不允许断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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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大量
的的
空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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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场
截至 2015 年底，丹麦的有机农场耕地面积大约达到 200,000 公顷。
这意味着，将近 8% 的丹麦国土都在采用有机方式耕种，而且这个
数字逐年递增。2,750 家农场获得了有机生产认证，占丹麦所有农 
场的 7%。 

 

来源：丹麦农业与食品委员会。最准确估计。

乳品业是丹麦最大的有机产品部门，2015 年牛奶公司加工的有机牛
奶将近 5 亿公斤。有机猪肉的市场份额较低，但 2015 年的有机猪宰
杀量大约为 125,000 头。丹麦生产的鸡蛋总量中有大约 21% 来自有
机母鸡 - 相当于 2015 年有 1400 万公斤有机鸡蛋。

“鸡蛋总量中有 
大约 21% 来自 
有机母鸡”

图 1 – 2015 年有机份额占丹麦所有产品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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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消费
长期以来，丹麦在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生产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
列。通过多年的努力，丹麦已出开发出大量原汁原味的有机农业产
品和特色产品。这只是丹麦人购买更多有机产品的一个原因。

 

来源：丹麦统计局。对 2015 年的最准确估计。

2015 年，丹麦的有机食品人均消费约为 200 欧元。有机食品的零售
市场份额占到 8%。因此，丹麦在全球占有最大的有机市场份额，
其次是瑞典、澳大利亚和瑞士。

乳制品占有机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的主要部分，但水果和蔬菜、鸡
蛋、面包和面粉在近年来也保持着最大的相对市场增长。最畅销的
产品是牛奶、鸡蛋、胡萝卜、麦片和面粉，但猪肉、牛肉和鸡肉在
丹麦市场也有突出表现。

图 2 – 2006 至 2015 年零售有机食品市场份额（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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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在全 
球占有最大的 
有机市场份额”

图 3 – 2014 年组内有机食品零售百分比

源：丹麦统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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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贸易
过去几年的有机产品出口显著增长，2014 年的出口额约为 2.2 亿欧元
（最准确估计）。出口产品主要是乳制品和肉类，但也包括蔬菜、
鸡蛋和饲料。

丹麦公司向欧洲近邻和全球各地的国家出口有机食品，并且率先向
中国出口有机食品。

尽管出口不断增长，丹麦仍是有机产品净进口国。主要进口产品是
新鲜水果、蔬菜、谷物和饲料。

 

来源：丹麦统计局。对 2014 年的最准确估计。

图 4 – 2005 至 2015 年丹麦进出口（以百万欧元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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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田到餐桌， 
贯穿全程的丹
麦有机审查制度
消费者信心是决定丹麦有机食品产业发展与成功的重要因素。消费者信
心是通过“从农田到餐桌”贯穿始终的独特公共审查制度建立起来的。从
牛圈和农田有机种植到零售商陈列的有机产品，这一制度贯穿了整个生
产链。

审查由丹麦国家监管机构实施。这种与经济利益不挂钩的实施方法大大
促进了消费者对有机食品控制制度的高度信心。

审查需遵守欧盟有机食品法规，在自然条件和文件两方面都要满足审查
要求。所有获得有机生产认证的农场、农资供应商和食品生产企业都要
接受审查。最低限度是每年审查一次，此外还需要针对选定的经营者和
企业进行多次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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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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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的相关法规
在欧盟成员国，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有机农业受欧盟委员会第 
834/2007 号有机生产和有机产品标记条例保护。

规则规定，在任何欧盟成员国生产且满足必要标准的预先包装的有
机产品上必须使用欧盟有机标志。此外，允许将成员国或私人有机
标志与欧盟有机标志一起使用。

若加工产品至少 95% 的原料来自有机农业，则允许此类产品张贴有
机标志以及在销售描述中提及有机农业。授予有机农业称号的产品
应始终标明审查机构/检测单位的标识号。

欧盟有机标志和丹麦标志
目前在丹麦销售的有机产品通常同时贴有绿色“欧盟叶子”标志和丹麦
国家有机标志。几乎所有的丹麦消费者都认识丹麦国家有机标志。

当消费者花更多钱购买有机产品时，他们需要确定物有所值。有机
标志和标签制度成为保障消费者信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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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欧盟有机标志
欧盟有机标志附带了两行文字，其含义如下：

1) 农产品的原产地：
EU Agriculture–农产品产自欧盟
Non-EU Agriculture–农产品产自欧盟外
EU/Non-EU Agriculture–农产品一部分产自欧盟，一部分产自欧盟外

2) 有机产品标识号，说明认证有机产品的国家机构/单位，例如：
DK-ØKO-XXX（丹麦）DE-ÖKO-XXX（德国）

有机产品 
与烹饪学
有机。季节性成份。创新。这是目前用来描述丹麦和北欧新菜使用
的几个词。就在 10 年前，北欧烹饪还不是城镇的话题，也没有人
会来探求它的奥秘。现在有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
们一流的餐饮开始采用北欧食材、反映季节变化并表达出纯、鲜、
简、德等地域特色，同时注重基本的营养价值和美味需求。

由于纯天然、动物福利和可持续发展等基本有机原则与这场运动的
精神相辅相成，丹麦有机食品对于丹麦和北欧新菜的成功有着重要
的作用。



丹麦农业与食品委员会
我们代表丹麦的农业和食品行业，其中包括 
（包括企业、贸易和农场主协会）。

我们的年出口额超过 1500 亿丹麦克朗（约合 200 亿欧元），
拥有169,000 名员工，为丹麦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丹麦农业与食品委员会
Axelborg, Axeltorv 3
1609 København V

电话：+45 3339 4000
传真：+45 3339 4141

邮箱：info@lf.dk
网址：www.lf.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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