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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我国有机食品行业

的问题，国家已经决定于今年七月

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机食品企业

大督察。”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从权威渠道获悉，此次督察将围绕

有机食品生产中的关键节点进行，

试图厘清行业乱象。

据消息人士透露，此次大督察

的重点将是各有机食品生产重点示

范县。与以往相比，此次大督察“空

前严格”，一旦发现问题，检查部门

将联合质检部门对涉案有机食品企

业进行处罚，严重者将被取消有机

食品生产销售资格。

土壤污染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有机食品发展总体良好，

如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业规模不

断扩大，还建立了网上溯源体系，但

仍存在不少问题。”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药用植物栽培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徐常青博士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我国

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使得对土

壤、空气、环境要求很高的有机食品

已经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失去了种植

的“土壤”。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

究员蒋高明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土壤污染形成“鸦片式治疗”的

恶性循环。

以大棚蔬菜为例，目前，我国大

棚蔬菜面积已超过 5000万亩。部分
地区菜农在产量和效益驱动下，过

量或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大

棚菜地的土壤污染。

蒋高明表示，大棚里种不出有

机蔬菜，因为大棚本身就是用农药、

化肥、农膜“制造”出来的“有毒的”

微环境。为了打破四季交替规律种

菜，就必须使用大量农膜、农药、化

肥，而这又势必对土壤、水体造成污

染，污染之后又需要进一步加大化

肥、农药的用量，在更大程度上造成

污染。

数据显示,我国农药有效利用率
比发达国家低 10 至 20个百分点,部
分农药流失进入大气、水体、土壤及

农产品之中。

最近，广东“镉大米”事件持续

发酵，不仅导致湖南、江西、广东等

地的大米销路遇阻，更引发公众对

农田污染的担忧。

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张维理

认为，重金属超标的主要源头是土

壤污染。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

学副校长罗锡文公开指出，我国受

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 2000
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1/6。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

环境研究所潘根兴教授指出，相比

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可能

是最难解决的。水流可以带走污染

物，修复遭到污染的河流。但污染物

质特别是重金属进入土壤后，降解

起来非常困难。

认证机构背景复杂

据记者了解，早在 2012 年，国
家认监委就发布公告称自 3 月 31
日起实施有机产品认证新规则，所

有已经通过有机认证的企业将重新

审核认证，并逐一发放有机新标志。

消费者凭新标志上唯一编码，可在

国家认监委网站查询其身份信息。

然而，据记者了解，中国有机食

品乱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中国有机食品目前的乱象，主

要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徐常青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徐常青解释说，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我国有机食品缺乏过硬的技

术。由于不准使用农药、化肥等，有

机食品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

病虫灾害等问题时，没有更好的替

代消灭病虫害的办法，因此束手无

策，有的企业还铤而走险，使用违禁

农药、化肥等代替。我们在日常检查

的过程中就发现，有的有机食品生

产企业白天不用农药、化肥，晚上却

偷偷使用。

除了技术问题，诚信体系缺乏也

是目前的现实问题。

“有机食品生产企业目前诚信体

系并未建立起来，常有企业以非有

机食品替代有机食品。”徐常青说。

徐常青表示，目前对有机食品的

检查普遍采取“自证清白”的方式，

即检查时有机食品企业需证明自己

“没问题”。检查人员则查有机食品

痕迹，肥料购买发票，暗访肥料出售

站等方式。“目前还无法达到细化检

验，主要原因是费用太高，检测一项

指标往往就达数千元。”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以往饱受

各方诟病的有机食品认证仍未得到

根本改变。

此前，“假有机”不断被曝光披

露，一张绿色有机认证标识的背后，

暴露出混乱的有机食品认证市场。

“关键的原因，就是认证机构背

景复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

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中国国家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认

监委）了解到，目前有 23家有机食
品认证机构。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上述 23家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不乏农业部、环

保部等各部委的背景，如中环联合

（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国家环

保总局环境认证中心）是整合环境

标志、有机食品、环境管理体系、质

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安全健康体系等

领域认证资源，实施产品与体系一

体化认证的认证机构。中食恒信（北

京）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是由商

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商务部屠

宰技术鉴定中心）投资组建，主要从

事安全食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FSMS）有机产品认证等。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CQC）是由中国政府批准
设立，被多国政府和多个国际权威

组织认可的第三方专业认证机构，

隶属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认证机构的设计有制度上的

问题。”这位人士透露，“认监委属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因此查出认

证机构有问题后，部门之间不买账。

还有，在检查完有机食品企业发现

有问题后，检查人员还没回去，相关

的公关电话就打过来了。事情最后

的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搞得检查

人员很是被动和气馁。”

GAP认证模式或是出路

随着消费者食品安全、营养健

康意识的提高，有机食品逐渐成为

我国乃至全球市场的宠儿。

资料显示，中国已经成为第四大

有机食品的消费主体。中国有机、绿

色食品市场正以年均 20豫—30豫的
速度增长，2010 年全球已形成 800
亿美元的庞大市场。有机食品步入

快速发展期。

据预测，2015 年中国有机农产
品消费将达到 248 亿—594 亿元的
市场规模，因而有机食品将以年均

15%甚至更多的速度增长，有机食品
行业将是下一个朝阳产业。

5月 22 日，记者从证监委了解
到，经过近 20年的发展，仅我国的有
机农业生产面积就达到 200万公顷，
位居世界第三。至 2012年底，中国有
效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为 7387 张，有
机产品国内贸易额约 800亿元，年出
口额约 4亿美元。

业内人士指出，在有机食品快速

发展的同时，必须解决好乱认证等

突出的问题，这样才便于有机食品

在中国长久、健康和可持续地发展。

针对目前有机食品企业仍存在

乱认证的问题，徐常青建议，可以参

考目前中药材 GAP 认证的模式，不
向企业收取费用，认证非常严格，企

业很难获得通过。

GAP 是中药材生产质量规范的
简称，是为确保中药材的质量而定。

从生态环境、种植到栽培、采收到运

输、包装，每一个环节都要处在严格

的控制之下。

今年以来，中国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因市场低迷、价格持

续下滑而宣告终结，西北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的代表区域陕西

省府谷县也未能独善其身。为破解产业困境，日前，陕西省确

定府谷县为首个省级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试验区。

以煤为代表，府谷的能源资源特别丰富。同时，其金属镁

的产量占世界金属镁产量的 1/4，被称为“中国镁都”。在转型
升级过程中，“中国镁都”如何破解多年粗放式开发遗留下的

生态环境难题，成为中国首个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试验区面临

的一次大考。

资源开采“伤疤”

在陕西省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试验工作动员大会上，府谷

县委书记张惠荣表示，作为陕西省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试验区，

争取让府谷这块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试验田”成为全省民营

经济产业集聚的新高地、体制创新的新典范、科学发展的新特

区，让府谷人民成为全省幸福指数最高的县域区域。

但就在这个陕西省幸福指数最高的“预备”城市，一件企

业排污引发的惨案聚焦了公众的关注。

2013年 4月 29日，府谷县新民镇刘家庙村 10岁男孩郭
帅为捡篮球落入一污水池中，他的姑姑和爷爷为救他相继下

水，结果 3 个人都没能再上来。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得知，事发地点污水池

的主人正是府谷县当地著名企业———金万通镁业。记者就此

事采访金万通镁业，包括其高管在内的所有负责人均拒绝作

出任何回应。

记者了解到，府谷地处陕、晋、蒙三省交界的“神府东胜煤

田”腹地，该县经济起步于上世纪 80年代初，经过 30年的发
展，已经形成了以煤炭、电力、化工、冶金、建材为主的工业体

系。

府谷县在享受了地下资源带来的财富之后，开始正视多

年粗放式开发后其生态环境恶劣“满目疮痍”的窘境。

“现在人们基本不怎么出门，因为出去一会儿人就灰尘满

面。”刘家庙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树都没有了，水土流失也很

严重，地面上都光秃秃的，随便小风一刮，土就扬起来了。”

生态修复艰难

“由于利益驱动，形成了府谷县矿产工业的粗放型经济增

长，导致了乡镇、个体矿迅猛发展。这些小矿大多布局不合理，

设备简陋陈旧，技术力量薄弱，环保措施不到位，回采率远远

低于国家标准。这种大量‘掠夺式’的开采使得府谷县的生态

环境遭到破坏，虽说这两年县里开始整改，但很多开矿开采遗

留的生态破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该县一位业内人士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

以府谷县西北端的大昌汗镇石岩塔村为例，长期的煤炭

开采使这里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地面沉陷、土地裂缝、水资

源枯竭等诸多灾害不断发生。

“有的煤矿在大规模采煤过程中，将含有大量煤粉和炸药

成分的工程废水用水泵抽出，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向窟野

河。”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来自府谷县的老高川乡老高川村、东城梁村的村民显然

也有一肚子苦水：“跟石岩塔村比起来，我们村就更惨了，连续

好几年的挖煤，导致我们村土地大面积的塌陷、房屋大面积裂

缝。塌陷区离我们的住处只有 30米的距离，村子里很多的房
屋已经裂缝，其中村民李六十二的房屋裂缝最厉害。村民们从

2011年开始就一直不敢住在已经裂缝的房屋里，为了安全，
村民们只好集体临时搭建了彩钢房暂时居住，但条件简陋，只

能勉强维持。更严重的是，我们苦苦打下的井和水利局打的自

来水工程都已塌陷不能再用了，现在喝水都成问题。”

记者在采访期间发现，府谷县大多数企业仍处于发展的

初级阶段，发展模式粗放，产业构成单一。

在府谷县成为省级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试验区之后，该县

多位民营企业家曾为此建言献策，但都不约而同地赞同，未来

经济转型升级要把环境保护放到首位。他们普遍认为，民营资

本是把双刃剑，就看在试验田里如何挥舞。如果还不顾及资源

保护，有点钱就搞重复建设，那就是经济的倒退。

区域转型艰辛

从 2009 年开始，府谷连续四年蝉联陕西十强县之首。
2011年，府谷位列全国百强县第 67位；2012年，府谷金属镁
产量 21万吨，约占全国的 1/3、世界的 1/4。
“府谷是个富地方，但是这种富是假富，根源是产业太单

一。很多民营企业原始资本积累已经完成，以‘煤’打头的产业

迟早会断裂。”民营企业家张占良告诉记者，“如果从第二产业

赚了钱，投资到第一、三产业，发展大棚菜、海红果等特色种

植，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等多个产业，做到谁破坏谁治理，谁治

理谁发展，老百姓也就看到了希望。”

按照《府谷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试验区规划》，府谷民营经

济转型升级试验区的试验范围为府谷县全境，试验区总体目

标为：到 2020年，非煤产业增加值超过 800亿元；试验区三次
产业结构将达到 2颐70颐28。

但是相关数据却告诉我们目前府谷的现状不容乐观。

据府谷县政府网站上公开资料显示，府谷县 2013年一季
度产业数据显示，第二、三产业完成投资分别为 21.90 亿元、
10.16亿元。而 2012年的三次产业结构仅为 1.1颐88颐10.9。
“尽管府谷是陕西民营经济比重最大、最具活力的县，但

以资源起家兴业的民营企业，产业至今还停留在大量卖煤和

生产金属镁等原料型生产的低端层次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府

谷县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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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乱象：
“自证清白”暴管理黑洞

本报记者 陈青松

镁都烦恼

区域

本报记者 江丞华 特约记者 苗贵柱

认证机构的设计有制度上的问题。认监委属国家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因此查出认证
机构有问题后，部门之间不买账。在检查完有机食品企业发现有问题后，检查人员还没回

去，相关的公关电话就打过来了。事情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搞得检查人员很是

被动和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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