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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pose strategies in agriculture certification management and branding in
order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risk management.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organic product certification mechanism indicates that the risk in early of the organic certification application process includes pest control, weed control, insect control, cost control, as well as marketing management. Through analysis of China’s agriculture certification mechanism and consumer behavior,
a multi-certificates strategy is proposed in order for reduce the risk in the early stage, and another
product line extension and brand extens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 order for boosting up the
new entrant organic product’s marke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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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解读了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流程，并分析出有机农产品生产者在产品认证初期，尤其是转换期，所面
临的来自生产加工和市场销售两大环节主要风险，这包括了病虫草害控制、成本价格控制、以及营销管
理三个方面。结合当下中国农产品认证体系的分析，以及对目标消费者行为的判断，本文提出了转换期
产品认证多样化以及产品线延伸或品牌延伸的品牌战略，从而降低国内有机农产品认证的风险并提升产
品市场营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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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有机农产品市场的需求度已经持续的稳定增长超过十年，其市场总价值在 2014 年已突破 81 亿
元人民币，相比较 2013 年有 35%的提升[1]。
中国的有机农产品市场因为消费者的经济和文化两大因素不断的提升而持续扩大。并且政府不断的
推广有机产品认证体系，吸引了更多农业生产者涉足有机农业。同时，因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和安全的要
求上升，政府也在不断完善有机产品认证体系。如认证商品的有机成分不能低于 95%、转换期的认证商
品不得使用有机产品标签等政策条例措施[2]。
处在不断完善状态中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体系是每个有机农业生产者必然需要接触的，其认证流程
总耗时约 2 到 3 年[2]。换言之，涉足有机农业在起步阶段的三年内需要按照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开展生产，
但其产品在市场上不能够按照认证的有机农产品进行销售。因此，这些生产单位需要进行必要的风险评
估和管理，并且建立起一套三到五年的中长期营销策略，从而有效的应对未来的经营挑战。本文旨在通
过对认证体系进行多角度的风险分析，为已开展或计划开展有机农业的生产者提供必要的风险管理对策
和中长期的营销策略建议。

2. 中国有机农产品认证体系解读
2.1. 有机农业的涵义
有机农业是指生产中不使用任何非天然物质，如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基因工程产物等，最大
化地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开展农业生产[3] [4]。因此，其生产过程对土壤环境以及周边生态环境的
影响可以降到最低，是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生产方式之一。
有机农产品是指源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遵循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并获得国内指定的认证机构认证认
可的农副产品[3]。

2.2.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体系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23 家有机产品认证机构是国内允许开展有机产品认证申
请、发放、监督管理的机构。有机农业生产者可以直接或通过 25 家指定有机产品认证咨询机构向有机产
品认证机构提出申请[2]。
认证体系如表 1 所示可简要分为四大步骤，依次为递交申请、实地检查、颁发认证、证后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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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Organic certification process
表 1. 有机产品认证流程

主要工作

递交申请

实地检查

颁发认证

证后监管

1、准备和递交资料文件
2、认证机构受理资料文
件即可展开认证工作

1、生产管理环节检测
2、产品内容检测

1、向生产单位颁发有机
产品认证

1、针对生产和后期销售的持
续监督管理

其中，实地检查涉及两大内容，包括生产流程的检查和产品的抽样检测。认证机构对生产加工基本
情况、质量手册、操作流程、操作记录等信息进行收集并形成报告，更通过抽样检测产品的性状做出更
进一步的报告。
若生产单位由使用过农药或化肥的农场过渡到有机农业的生产，将会面临 2 到 3 年的转换期[2]。期
间对于生产流程的检查和产品的抽样检测将每年定期开展，待转换期结束才可正式获得有机认证。
中国的有机认证体系获得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简称 IFOAM)的认可，因此经认证的有机产品在
国际认可度方面也能得到了提升[5]。

2.3. 中国有机农产品市场发展
目前国内市场销售的有机农产品以有机食品为主，包括蔬菜、水果、大米、茶叶、奶制品等；而有
机非食品类商品，如化妆品、日用品等，所占市场比例较小。有机农产品的市场价较一般非有机的要高
出至少 50%，这与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的持续旺盛有关。并且有机农产品的产量在近三年数据中均出现
了两位数的增长率[1]。换言之，大量农业生产单位开始涉足有机农业。这对认证和生产方面的监管提出
了巨大的挑战。

3. 中国有机农产品认证风险分析
中国的有机农业的数量和规模均在上升，大部分生产环境由一般农业转换过来，因此需要面对 2 到
3 年的过渡转换期[2]。对于尚未获得有机认证的“有机农产品”，从生产到市场投放的风险涉及生产、销
售、以及生产者的品牌经营。

3.1. 转换期的风险
3.1.1. 生产风险
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是有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不使用化肥、农药、转基因产物
是有机农业的主要特征。因此病虫草害控制首先需要熟悉产地的生态环境，通过培育主要害虫天敌来防
治害虫；科学管理耕作、休耕、秸秆覆盖时间来控制杂草[5]。此外还需要结合地区的生产发展获得有机
添加物，如指定肉制品加工厂处理剩余的动物内脏血液等。
有机农业生产单位在投产初期，尤其是处于转换期的，因病虫草害控制相关工作不到位或缺乏，而
导致农作物病虫草害严重，甚至导致减产或停产问题出现的几率较高。
3.1.2. 销售风险
转换期生产的农产品虽然严格依照有机农业生产标准执行生产工作，但产品在营销过程中不得使用
有机产品标志及相关文字，待转换期结束且通过认证机构的检验认可才可使用[2] [6]。
转换期的农产品因此只能按照一般农产品进行营销，与同类或非同类的替代商品进行区别比较的营
销策略被极大的限制。产品定价也同样受到困扰，过高的定价因缺乏认证标志而导致消费者认可度低，
而过低定价将导致盈利受损，最终面临市场销售问题。

9

谭俊杰，罗璇

3.1.3. 品牌认可度问题
商标、标识、名字、设计等要素客观地构成品牌，而消费者对品牌的感受却很主观。
原一般农业生产单位新发展生产的有机农产品，必须通过标示有机产品认证、全新定价、甚至重新
设计产品名字和包装来进行全新市场定位。因转换期的限制，如若生产单位选择延用原一般农产品的品
牌，市场定位难以提升；如若选择建立全新品牌，品牌市场认可度为零，则更难增加市场份额。

3.2. 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3.2.1. 成本和价格
有机添加物在有机农业生产环节起到病虫草害控制和产量品质控制的作用，也是生产成本的主要构
成元素[5]。有机添加物可以从畜牧业、水产养殖业、肉制品加工业等周边产业副产品中获得，因此区域
内生产单位合作机制的影响有机农业的重要因素。
3.2.2. 品牌和市场认可度
品牌固有的价值和消费者对其的主观感受都是取决于品牌所有者过去和当下的产品市场表现。市场
竞争力的强弱决定了品牌是否需要扩充、延伸、重置或转变。生产者原有品牌的市场定位和经营效果决
定了未来有机农产品是否需要延用原品牌或新启品牌。
3.2.3. 有机农产品认证结果的不可预见性
转换期的结束不能代表有机认证完成[2] [7]。因为认证结果需要综合考量生产者的生产条件等重要因
素，而生产环境等外部可控或不可控因素以及生产者内部的生产条件都有可能影响转换期结束后的认证
结果。换言之，认证结果存在不可预估的风险。

4. 中国农产品认证体系的完善和消费者行为分析
4.1. 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的关系
除有机产品认证，中国现行的针对农产品认证还有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等认证[2]。这两种认证
虽然不限制一般农药化肥的使用，但对于农产品质量，尤其是产品安全和品质方面，均有较高要求。它
们的市场认可度高，是中国消费者除有机产品认证外得到较高质量卫生认可的体系和标志。

4.2. 影响消费者行为主要因素分析
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要素是持续变化的，通过分析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可以为。文化方
面，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从以商品质量优先、到以商品价格优先、再到以商品价
值优先为目的的购买产品或服务。优质健康和物美价廉都是刺激消费的关键要素。个人方面，教育可以
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个人经济收入状况的提升，加速了消费者对健康和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心理方
面，消费者采购动机已经受到品牌价值的影响，显然一个经营成功的品牌甚至是管理制度都能够更快速
的赢的消费者青睐[8]。

5. 中国有机农产品认证的风险管理对策和营销建议
5.1. 转换期采纳产品认证多样化
产品的标志标识具有影响消费者的采购动机以及影响消费者对产品价值的主观判断的能力，而绿色
食品和无公害食品认证在市场中已得到消费者的认同。依照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准执行的农产品生产加
工符合甚至高于这两个认证的基本要求。因此，处于过渡转换期的有机农产品生产者可以通过申请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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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认证或其它市场认可度较高的产品品质认证，来对自身产品和品牌进行市场的重新定位，这也是
打破当下商品价格限定的有效途径之一。

5.2. 品牌的中长期建设
有机农业发展初期的 2 到 3 年转换期对生产者提出了战略建设要求，尤其五年内的品牌建设，如何有
效的优化产品市场表现。
5.2.1. 产品线延伸
产品线延伸指生产者在原有非有机农产品的基础上研发生产的有机农产品，与原产品属同一类别。
如西红柿和有机西红柿，则新的有机农产品品牌延用原产品品牌，并通过改变商品名称、包装设计、包
装尺寸等进行区分。如澳大利亚 Sunny Queen 品牌的田园鸡蛋系列(Free range eggs)和有机田园鸡蛋系列
(Organic free range eggs)。这类的品牌战略基于原有品牌的市场知名度，有效的扩展至有机农产品范围，
这对于一般农业生产者比较实用。
5.2.2. 品牌延伸
品牌延伸适用于生产者在过去的经营活动中未涉足有机农产品生产加工，而通过延用原经营活动的
品牌于有机农产品上。如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推出的“潘苹果”。这类品牌战略最大化的利用原有品
牌的市场价值，尤其是市场认可度和消费者心理定位较高的，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提高产品曝光度和销
量。
综上所述，发展有机农产品必须结合认证体系的特点，在生产认证初期通过产品认证多样化提升产
品市场地位和市场认可度，降低期间的风险。同时合理规划品牌五年内的发展，利用原有品牌价值提升
消费者认可度，进而提升市场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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