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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传统农业依赖化学农药与
肥料来解决虫害及产量的问题，但是由于对于
化学农药的抗药性，以及化肥造成的土地衰败
问题，每一年的收成都在下降，并且虫害和菌
害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新技术也不能保证能解
决问题。
环境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污染日益严重，大自
然里的益虫大幅度减少，农产品也常因为化学
残留而变得不再安全食用。
2010 年的 10 月，Earth Tag 【地球标章】有机
标准成立了，协助消费者验证那些友善农耕
法，以生产安全无毒的有机农产品。Earth Tag
【地球标章】有机标准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民间
有机标准，而且是获得国际有机联盟 IFOAM
认证的标准。
此标准涵盖了完整的有机实践作业，包括资材
及种子、农场整体环境、水源、土壤、采收、
储存、包装、标签使用、运输、售卖、认证程
序等等，他们提供了详细和全面的标准，指导
和标志，帮助消费者识别值得信赖的有机验证
机构和产品品牌。
现在，消费者都对有 Earth Tag【地球标章】
标志的产品有信心并视其为有机、安全和无毒
产品，Earth Tag【地球标章】已成为一个马来
西亚值得信赖有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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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名词解释
(a) 认证： 作为证明和授权于【地球标章】代理
根据本标准条归来展开验证活动

(l) 认证代理：受过培训与训练的【地球标章】
授权团队以核证该有机产或作业，并让有关
程序取得验证

(b) 行政管理机构：被行政管理委任执行事项的
的【地球标章】管理代表或授权团队代表

(m) 混杂：在生产，加工，运输，储存或处理期
间，未包装的有机生产的农产品和非有机生
产的农产品之间的物理接触。（不包括制造
包含两种成分的多成分产品之过程）

(c) 农业投入品: 用于有机种植生产或处理过程中
的物质和材料

(n) 堆肥： 指由微生物分解植物与动物材料和物
质成可用的形式，并适合用添加于土壤中。

(d) 农产品： 在全国销售并供给于人类使用的原
产或加工农作产品 （不包括禽畜）。

(o) 控制：任何可减少或限制虫害、野草或疾病
而不显著降低产量的方法

(e) 一年生种苗：在一年以内由种子繁殖（种
植）完成完整生命周期的植物

(p) 农作物： 牧场、覆盖作物、绿肥作物、填闲
作物，或任何植物、植物的局部作为农产品
销售，或用于农场作为养分管理及土壤肥
力。

(f) 生产操作区：认证机构所认证的操作范围，
作物、野生作物采收或处理，或两者综合业
务。
(g) 生物降解： 被生物分解成简单的生化或化学
成分
(h) 生物固体：污水污泥，已处理的人类废弃物

(i) 缓冲带： 指有机生产区域与非有机生产区域
之间界限明确的过渡（缓冲）地带，用以防
止邻近地区的禁用资材之污染
(j) 认证：由认证机构提供的书面保证，确认有
关的生产和处理过程经历系统的评估，并有
信心提呈指定产品符合规定的要求。
(k) 认证的操作： 作物生产、野生作物采收或处
理操作，或部分种植操作，已经【地球标
章】授权团队认证依据条规所述的有机生产
或操作系统部分来进行之认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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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轮作：在同一田地上，按照预定的方式或顺
序轮换耕作不同种类的作物。同一品种或同
一属科的农作物不能在同一田地上不间断地
重复种植。
(r) 转型期：依照【地球标章有机标准】，从开
始时间有机管理至农产品获得有机认证的间
隔期。
(s) 农场单位： 由一位农夫或多位农夫管控的土
地总面积，同时包含所有的农务活动或企业
(t) 肥料： 单一或混合物质。含有一或多种植物
营养，主要用于提供植物营养或促进植物成
长。
(u)

区隔场：种植者生产作业范围内，设定一地
区作为隔离单位

(v) 基因工程： 指分子生物学的一系列技术(如重
组 DNA、细胞融合)。通过基因工程，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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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微 生物、细胞和其他生物单元可发生
按特定方式或可获得特定结果的改变，且该
方式或结果 无法来自自然繁殖或自然重组。
基因改造技术包括但不限于：重组 DNA、细
胞融合、宏观和微观注射、封装、基因缺失
和倍增。基因工程生物体，不包括经由如结
合、转导和自然杂交技术所产生的生物体。
(w) 基因改造生物：植物、动物或微生物经基因
工程技术改变其组合。
(x) 政府机构：任何国内政府、部落政府(如有)或
国外政府属下所提供的认证服务。

(ff) 成分说明：在产品里的成分以常用名，并以
优势降序呈现的列表
(gg) 审查员： 认证机构所训练或聘用的人员，其
任务为执行验证申请或查验已经验证的生产
或处理之操作
(hh) 验证：进行检查和评估有机产品或其处理过
程及操作，以确保申请者符合以及遵守验证
的条例或规定。

(y) 绿肥：任何加入在泥土里的以作为泥土改良
的植物

(ii) 标签：农产品直接包装容器上显示的书面、
印刷或图像数据。或是此类数据附贴于农产
品或农产品的散装容器。但不包括包衬或是
只注名该产品重量的数据。

(z) 生长媒介：离地栽培植物生长的材料（包括
在原地的泥土），只适用于特定植物。

(jj) 粪便：指还未被做成堆肥的家禽粪便，尿液
或其他排泄物

(aa) 操作人员： 任何在经营事业过程中涉及处理
农作物之人员，包括处理农作物的生产者。
没有处理种植过程的零售人员除外 。

(kk) 覆盖物：任何非合成材料，如木削、叶子、
稻草或报纸、塑料用于抑制杂草虫害、舒缓
土壤温度或保持土壤湿度。

(bb) 处理操作： 任何操作（除了农产品最终零售
商），接收或以其它方式收购农产品的流
程、包装或存储等产品

(ll) 非农业物质：作为农业产品成分的非农业物
质例如：矿物或细菌培养。

(cc) 直接亲属： 认证机构代表或其员工、验证人
员、代理人员或其他相关认证机构人员的同
住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或亲戚）
(dd) 资讯面板：包装产品上的标签。当个人面对
主要显示板时，所观察到的主要显示面板的
右侧是延伸的一部分，除非另一部分标签基
于包装尺寸或其他属性（例如：可被使用的
表面属于不规则形状）而被指定为资讯面
板。
(ee) 成分：任何在有机生产过程中直到成为最终
商品依然存在的物质或材料
© Earth Tag Organic Standard 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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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违规：未能或无法遵守：未能或不愿意遵
守或不能适应所定下的条规。
(nn) 操作者：确保产品符合标准的负责个人或企
业
(oo) 有机：标签术语，根据本部条规所生产的农
产品
(pp) 有机物质：任何生物的残留物或废弃物
(qq) 有机生产：按照这部分条规管理的生产系
统。针对特定状况以生物和机械结合的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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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以促进资源的循环，生态平衡，保护生
物多样性。
(rr) 有机种子和植物原料：符合有机验证条规的
管理之下生产的种子和植物原料。
(ss) 实践标准：生产或处理操作实施部分生产或
处理有机系统计划的准则和要求。 实践标准
包括一系列允许和禁止的行动，材料和条
件。用以规划、执行和维护有机操作关键的
基本功能（例如设施虫害管理）的最低标
准。
(tt) 平行生产： 在同一个农场中，同时生产有机/
转型、非验证有机操作或惯型农产品的情
况，称之为平行生产。平行生产是局部生产
的一个特例。
(uu) 部分转型或分割生产：只有农场的一部分被
验证为有机。其余的部分可能是： (a)非有机
验证生产区(b)有机转型(c)非验证的有机生
产。
(vv) 获准物质：根据附录 4-6 所有被获准在有机种
植使用的物质。
(ww) 私人机构：任何提供验证服务的国内外、
非政府、非营利机构。
(xx) 种植者：从事种植或生产食品，纤维和其他
消费性农产品的人。
(yy) 违禁物质：根据有机种植条规在生产有机产
品所被禁止使用的物质

(aaa) 残留检测:一种经过验证的有效分析程序，
可以检测、识别和测量农产品或生农产品或
加工农产品中或代谢产物或降解产物中的化
学物质。
(bbb) 秘书：【地球标章】有机标准的秘书或已
被授权其行事的代表。
(ccc) 污水污泥：在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时
产生的固体，半固体或液体残留物。 污水污
泥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渗漏； 在一级，二级
或高级废水处理过程中去除的浮渣或固体；
以及来自污水污泥的材料。
(ddd) 区分操作：生产或处理有机和非有机农产
品的操作。
(eee) 土壤和水的质量：土壤和水的物理，化学
或生物学状况的可观察指标，包括环境污染
物的存在。
(fff) 化学和工业生产过程的合成物：可能包括自
然界中未发现的产品，或模拟天然来源的产
品（但不是天然原料中提取的产品）
(ggg) 容许：根据条规，有机原料或有机加工食
品里的最高化学农药残留允许量。
(hhh) 移植：已从其原始产地移出，运输并重新
种植的幼苗。
(iii) 野生作物：从未进行耕种或其他农业管理的
地点采集或收获的任何植物或植物的一部
分。

(zz) 记录: 任何以书面，视觉或电子形式记录的资
讯。记录由种植者，处理者，或遵守本标准
规定的验证代理人所进行的活动。

© Earth Tag Organic Standard 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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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适用范围
2.1 认证项目

(a) 应用于土地或农作物的物质应符合附录 4 和 5
的规定；

(a) 范围:
(1) 非加工农产品;
(2) 加工农产品

(b) 有机加工产品中使用的所有成分均应以有机
生产，但附录 6 表 1 中列出的那些添加剂和加
工助剂除外；

(b) 农产品只能在土壤系统中生产。 水耕系统不
包含在内。
(c) 生产或处理操作打算出售，标记为“ 100％有
机”，“有机”或“ 有机转型期”必须根据本部分
第 4 部分的规定进行认证，并且必须符合本
部分的所有其他适用要求。
2.2 “有机”词的应用
出售，标记或呈现为“有机”，“有机转型期”或“用
有机成分制成”的任何农产品或农作物必须完全按
照【地球标章】有机标准进行生产和处理。
2.3 记录保存
所有经过认证的经营机构都必须保留农产品的生
产、采收和处理之相关记录，并标记为“ 100％有
机”，“有机”或“有机转型期”。 所有记录必须列
出：
(a) 符合验证操作团队所进行的业务；
(b) 认证作业的所有活动和交易之详细信息；
(c) 从创建期开始维持至少两年以上的记录；
(d) 足以证明其符合【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2.4 有机生产与处理所允许和违禁物质、方法和成
分
要出售或标记为“ 100％有机”，“有机”或“有机转
型期”产品，必须按照以下规定生产：
© Earth Tag Organic Standard 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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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无法从市场上以足够的质量或数量获得
有机成分，经营者可以使用非有机原料，但
前提是：a. 它们不是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
也不包含纳米材料； b. 当前在该地区的可用
性不足已得到正式承认，或已获得控制机构
的事先许可。 c. 必须符合第 4.2 节的要求。
(c) 与有机产品产生化学反应或对其进行改性的
任何溶剂，添加剂，加工助剂或其他材料，
必须以有机方式生产或出现在附录 6 表 1 中，
并应根据注明的使用限制。
(d) 只有水和出现在附录 6，表 2 的物质，可被用
作以与产品直接接触的设备清洁剂和设备消
毒剂。
(e) 禁止采用《 1983 年食品法》《 2011 年食品辐
射条例》(Food Irradiation Regulations 2011,
Food Act 1983)中所述的电离辐射。
(f) 禁止使用马来西亚有机认证标准
(myOrganic)，MS 1529：2001 和《 1974 年环
境质量法》：2009 年《环境质量（污水）条
例》(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 1974:
Environmental Quality (Sewage) Regulation
2009）中所述的污水污泥。
3.0 有机生产和处理的要求
3.1 概括
在农场单位生产或处理的种植者或操作者必须 包
含“有机转型期”或“有机”的验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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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次验证中，若种植者在农场管理证实能符 合
【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并通过土壤、水及农产品
检验, 该农场就可被验证为“有机转型期”。 (附录
2)

(6)

作以防止有机生产和处理操作接触，也要
防止产品中含有违禁物质。
认证机构所需的任何额外资料，以评估是
否符合规定。

3.3 土地要求
如果在规定的年份内已达到有机质量标准，并且
该已验证农场管理均符合【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的相关部分，则应给予农场单位的“有机”认证。
短期作物（如叶菜，水果，豆类，蘑菇）的转化
期为两（2）年，而长期作物（如果树，茶树）的
转化期为三（3）年 。
生产或处理操作的生产者或处理者必须遵守本部
分的适用规定。 实施的生产实践必须维护或改善
运营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壤和水质。
3.2 有机生产和操作系统计划
(a) 计划以“ 100％有机”，“有机”或“有机转型期”
形式销售，标记或代表农产品的生产或处理
业务的生产者或处理者，必须制定有机生产
或处理系统计划。 其有机生产或处理系统计
划必须得到生产者或处理者以及【地球标
章】授权团队的同意。 对于有机生产或处
理，有机系统计划必须符合本节中所设定的
要求。 有机生产或处理系统计划必须包括：
(1) 描述包括执行和维护的频率的实践和程
序；
(2) 用作生产或处理的每种物质之清单，其应
还包括其成分、来源、使用的地点和适用
的商业证明文件；
(3) 描述其监视实践和程序，包括执行和维护
的频率。 这是为了验证其计划可以有效
实施；
(4) 为遵守 2.3 记录保留规定，说明其实施的
记录保存系统。
(5) 说明为防止有机和非有机产品混合而要建
立的管理实践和物理屏障。并需要分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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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出售，标签，或呈现为“100%有机”，“有
机”，或“有机转型期”的农场或田区，必须:
(a) 证明其耕种的土地或农场管理者拥有土地和
所有必要的监管批准的合法权利（附录 1）。
(b) 证明农场所在地不是受保护的森林。 禁止清
除或破坏高保护价值区。
(c) 已按照 3.5（土壤肥力和作物养分管理实践标
准）至 3.8（作物病虫害，杂草和疾病管理实
践标准）的规定进行管理
(d) 提交申请后，已无将违禁物质施用到土地
上。
(e) 具有明确的边界和缓冲带距离，以防止毗邻
土地的污染风险，例如径流道。 这是为了防
止来自未进行有机管理的毗邻土地之违禁物
质意外施用到作物上。
3.4 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实施标准
(a) 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是有机生产的主
要宗旨。 例如，散布在整个经过认证的有机
作业中的本地植被为诸如传粉媒介之类的有
益生物提供了食物，遮盖物和走廊，减缓了
水的侵蚀控制和地下水补给，并过滤了污
染。
(b) 采用吸引或引入有益昆虫，为鸟类和哺乳动
物提供栖息地以及提供增加土壤生物多样性
的做法，有助于为有机生产系统提供重要的
生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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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实施这类型的生产对认证的有机运营的优势
包括：
(1) 减少对外部生育力投入的依赖；
(2) 降低虫害管理成本；
(3) 更可靠的清洁水源；
(4) 更好的授粉
(d) 经营者应设计和实施，以维持农田的野生动
植物栖息地或建立栖息地，以维持和改善景
观并提高生物多样性的质量的措施。 这些栖
息地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1) 广阔的草地，例如高沼地，芦苇地或旱
地；
(2) 所有未进行轮换且未进行大量耕种的区
域：广阔的牧场、草地、广阔的果园、树
篱，农场与林地之间的边缘，树林或灌木
丛和森林、林地；
(3) 生态丰富的休耕地或耕地；
(4) 生态多样化（广泛的）田间边界；
(5) 不用于农业或水产养殖生产的水道、水
池、泉水、沟渠、洪泛区、湿地、沼泽和
其他富水地区；
(6) 杂草区；
(7) 野生动物走道，可与原生栖息地建立联系
和连结。
3.5 水源管理实施标准
(a) 生产者必须采取措施以提高农场用水效率，
并在农耕经营上加强其生态价值。
(b) 实践惯例应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
(1) 通过逐渐积累的腐殖质来增强土壤的持水
能力；
(2) 永久的草皮和覆盖措施以控制水分；
(3) 选择合适的灌溉设备；
(4) 最大程度提高农场用水效率的集水系统；
(5) 使用张力计，蒸发量等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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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农场排出的水质量至少应与使用的水质量相
同，并且不得导致周围地区污染或环境恶
化。
(d) 运营者应在其耕作系统中，为广泛的生态，
对水及水道进行管理，并在相关情况下进行
监控，d 其管理重点是为了确保保护，开发和
增强自然水的特征（例如湿地，集水区， 溪
流和河流），并着重于对水坝和环形水箱等
封闭水域的健康水域管理。
(e) 灌溉用水不应构成有毒物质引起的食品安全
风险。 如果注意到有关安全或质量问题的担
忧，操作员则可能需要执行监视和测试程
序，以检查其持续供应的安全性。
(f) 所使用的灌溉水应至少符合标准灌溉水质量
标准（附录 2）。 常规生产系统产生的水受
到限制使用，并且如果其中含有可能影响产
品或土地之有机完整性的污染物，则不得使
用。
3.6 土壤肥力和作物养分管理实施标准
(a) 生产者必须选择并实施耕作方法。 这是为了
维持或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条件，
并尽量减少水土流失和盐碱化。 减少使用机
械操作，以减少土壤结构的恶化。
(b) 生产者必须通过轮作，覆盖农作物以及使用
动植物材料来管理作物的养分和土壤肥力。
(c) 生产者必须管理动植物材料，以维持或改善
土壤有机质含量。 其管理方式不得造成植物
养分，病原微生物，重金属或违禁物质残
留，并对农作物，土壤或水造成污染。
(d) 蘑菇种植者的种植媒介将被视为土壤。 每年
将对培养基质/种植媒介和离地面栽培基质/种
植媒介进行至少一次的土壤测试。 在原木栽
培方面，则不进行土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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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不可直接使用动物粪便于作物上，除非已经
充分发酵作成堆肥，以防止污染超过健康和
卫生法规的风险。禁止使用人类和猪的排泄
物。
(f) 种植者可以使用以下资材管理作物养分和土
壤肥力，以维持或改善土壤有机质含量，且
不会导致植物养分、病原微生物、重金属或
违禁物质污染其作物、土壤或水：
(1) 任何经过充分腐熟的堆肥并符合【地球标
签】规格主日志（肥料类别）
（Specification Master Log (Fertilizer
category)）或合成物质规定的动植物材料
(2) 附录 4 中所列可允用的肥料和土壤改良
剂；
(3) 附录 4 所列可允用的矿物肥料，其材料可
以是自然构成和提取的形式，且不得通过
化学处理，使其更易溶解；
(4) 禁止使用智利硝酸盐和所有合成肥料，包
括尿素；
(5) 可用通过燃烧植物或动物材料而获得的灰
烬，除了第 3.6 条（e）款所列之违禁物
质以外。 前提条件是，燃烧的材料仅与
附录 4 中所列的物质进行了处理或混合。
(6) 因制造过程而发生化学变化的动植物材
料； 前提条件是，该材料包含在附录 4
中。
(g) 生产者不可使用：
(1) 任何含有不包括在附录 4 的合成物质的化
肥或堆肥植物和动物材料。
(2) 污水污泥（生物固体），如马来西亚有机
认证标准（myOrganic），MS 1529：
2001 和《 1974 年环境质量法：2009 年环
境质量（污水）条例》中所述。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 1974:
Environmental Quality (Sewage) Regulation
2009）

© Earth Tag Organic Standard 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All rights reserved

(3) 任何被污染过多的化学品，严重的残留
量，重金属和放射性物质的植物或动物材
料，于有机生产的堆肥 。
(4) 任何未经适当分类即作为有机生产投入的
城市废物；
(5) 基因改造之材料或配方
(6) 按照《 1974 年环境质量法》 [第 127 号
法]（2003 年 P.U.（A）460/2003 环境质
量（宣布的活动）（露天焚烧）令）的描
述，焚烧作为作业中产生的农作物残渣的
处置方式； 除此之外，按照《 1976 年植
物检疫法》 [第 167 号法]的规定，燃烧可
用于抑制疾病的传播或刺激种子发芽。
(h) 只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如病害防治或刺激种
子萌发，通过燃烧植被或作物残渣整地，并
需要向认证机构申请及批准。
3.7 种子和种苗实施标准
(a) 种植者必须使用有机种植的种子、种苗和苗
木。除了：
(1) 只有当无法取得同样的商用有机种子时，
才可以使用未经处理的非有机种子和种植
原料。生产食用的豆芽必须使用有机生产
的种子。
(2) 如果 3.7 (a) (1) 不能商购，则可以使用经
附录 5 所列物质处理过的种子和种苗。
(3) 非有机生产的种苗，可用在生产有机作物
产品，当已被授予一个临时差异时候如
3.12 (a)(2)所示;
(4) 用于多年生作物的非有机生产的种植原料
只有在该种植原料在有机管理制度下保持
不少于 1 年之后才能出售，标记或表示为
有机生产；
(5) 经过被违禁物质处理的种子，种苗，苗木
可用于生产有机作物。其条件是该材料符
合马来西亚植物检疫证书 (MPCA)计划，
或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的植物检疫国
际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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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种植者不能使用基因改造种子或苗木以生产
有机农作物。
3.8 作物轮作实施标准

(4) 人工除草和机械栽培;
(5) 塑料或其他合成覆盖物：但前提是只允许
使用聚乙烯（PE），并且在生长或采收
结束后将其从田地中移走。 禁止使用聚
氯乙烯（PVC）产品

生产者必须实施轮作，包括草皮，覆盖作物，绿
肥作物和捕获作物。 轮作并不限于上述操作：然
而，轮作必须能够提供以下功能。

(d) 可通过以下方法控制疾病问题：
(1) 抑制致疾病生物传播的管理措施，或；
(2) 应用非合成的生物，植物或矿物物质

(a) 维持或改善土壤有机质含量

(e) 当本节（a）至（d）规定的做法不足以预防
或控制农作物有害生物，杂草和疾病时，可
用允许使用生物或植物物质或附录 6 中表 1 所
列之物质，于有机农作物生产。 但必须记录
所有允用合成物质的使用。

(b) 提供种苗和多年生作物虫害管理
(c) 处理营养缺乏或过量的植物
(d) 预防土壤侵蚀和盐碱化
3.9 作物轮作实施标准
(a) 生产者必须采用管理措施来预防农作物病虫
害，杂草和疾病，包括以下但不限于：
(1) 按照 3.4 和 3.6 的规定进行轮作，土壤和
作物养分管理。
(2) 采取卫生措施，以消除病毒媒介，杂草种
子及有害生物的栖息地
(3) 增强作物健康的耕作方式 ,包括选择适合
当地条件及能抵抗病害、虫害及杂草的植
物物种和品种。
(b) 可以通过机械或物理方法控制虫害，包括以
下方法，但不限于：
(1) 扩大或引进有害生物的天敌或寄生虫
(2) 开发害虫天敌的栖息地；
(3) 利用非合成物质的控制，如诱饵，陷阱和
驱虫剂。
(c) 杂草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控制：
(1) 可生物降解的覆盖物;
(2) 除草;
(3) 养殖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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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任何配方的物质必须具有附录 6 表 1 表 1 所列
的活性成分。所有其他的成分均不得是致癌
物、致畸物、诱变剂或神经毒素。
3.10 野生植物采集实施标准
(a) 以“有机”或“有机转型期” 名义出售或标记的
野生农作物必须从指定区域收成，该区域必
须保留两年以上的时间无施加任何在 2.4 所述
的违禁物质或环境污染的区域。
(b) 野生作物的收成必须确保这种收成或采集方
式不会对环境有害。 不仅如此，它还应维持
野生作物的生长和产量。
3.11 有机操作要求
(a) 有机加工食品的制备必须与非有机食品以时
间或空间上区隔。
(b) 不得使用用以重建有机食品时，在加工与储
存过程中所丧失某种特性，或在矫正产品时
因加工疏失，或会误导产品真实性的物质与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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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用于加工食品和所采用的任何加工方法（例
如烟熏）的添加剂，加工助剂以及其他物质
和成分应遵守良好生产规范（GMP）的原
则。

(j) 除非已获批准或在特定批次的产品中显示出
严重的饮食或营养不足，否则不得使用矿物
质（包括微量元素）、维生素及类似的单一
成分。

(d) 经营者应建立并更新适当的卫生和废弃物管
理计划，以保持设施，设备和场地的清洁。

(k) 有机处理操作者不得在出售标记为“ 100％有
机”或“有机”的农产品或成分中使用：
(1) 2.4（e）禁止的做法。
(2) 附录 6 中未列出的挥发性合成溶剂或其他
合成加工助剂。

(e) 生产过程中带来的任何废弃物均不得对生态
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f) 附录 6 表 2 中出现的水和物质可用作以与产品
直接接触的设备清洁剂和设备消毒剂。在产
品接触表面上使用其他清洁剂，消毒剂，其
方法应在以不污染产品的方式下使用。 操作
者应在使用任何清洁剂或消毒剂时，与有机
产品与该表面接触之间进行隔开，以防止该
有机产品残留污染。
(g) 从“有机转型”之农场生产的农产品或加工品不
得以“有机”标签出售。此类农产品仅允许以
“有机转型期”标签的未加工农产品出售，不适
用于第 3.11（c）和（d）节。
(h) 机械或生物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烹饪、烘
烤、固化、加热、干燥、混合、研磨、搅
拌、分离、蒸馏、萃取、屠宰、切割、发
酵、取出内脏、保鲜、脱水、冷冻、冷藏、
或其他制造方式，以及将食品包装，罐装或
以其他方式封装在容器中。上述方法可用于
加工有机生产的农产品，以延缓变质或以其
他方式准备出售该农产品。
(i) 需使用其来源已经通过认证之有机物质，如
果可商购。如果没有有机来源，则必须使用
天然资源（如果有商业途径）。只有在没有
有机和天然来源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附录 6
中所列的合成物质。需符合第 4.2（b）的规
定。

© Earth Tag Organic Standard 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All rights reserved

3.12 病虫害设施管理实施标准
(a) 有机设施的生产者或处理者必须采用管理措
施来预防有害生物，包括，但不限于：
(1) 清除害虫的栖息地、食物来源和繁殖区
域;
(2) 预防进入处理设施
(3) 管理环境因素，例如温度，光线，湿度，
气候和空气流通，以防止有害生物繁殖。
(b) 可通过以下方式控制害虫:
(1) 机械或物理控制，包括，但不限于陷阱，
光或声音；或
(2) 使用附录 6 表 2 中所列的非合成或合成物
质制成的诱饵和驱虫剂。
(c) 如果本节（a）和（b）所规定的做法对预防
或控制有害生物无效，则可采用附录 6 图表 2
中所列的物质。
(d) 如果本节（a），（b）和（c）款中规定的做
法对预防或控制设施有害生物无效，则可使
用附录 6 图表 2 中未列出的合成物质。前提
是，其物质、使用方式及采取措施必须获得
处理人员和审查员一致的同意，以防止有机
生产的产品或成分与所用的物质接触。
(e) 使用非合成或合成物质预防或控制害虫的有
机处理作业的处理者，必须记录这些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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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使用方法。更新的有机计划必须包
括，所有为防止有机生产的产品或成分与所
用物质接触而采取的措施清单。
3.13 违禁物质接触与混合防治实施标准
(a) 有机处理作业的处理者必须采取必要的措
施，以防止有机和非有机产品混杂在一起，
并保护有机产品避免与违禁物质接触。
(b) 根据本标准第 4 部分标签处理，以下为违禁
使用于任何有机农产品或成分：
(1) 含有合成杀菌剂、防腐剂或熏蒸剂的包装
材料，储存容器或垃圾箱;
(2) 含有 PVC 的包装材料
(3) 使用或重复使用已与任何物质接触过的袋
子或容器，以致破坏其放置在这些容器中
的有机产品或成分的有机完整性，除非这
种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或容器已经过彻底清
洗，不会对有机产品或成分与所用物质有
接触的风险。
(c) 如果在惯行农耕系统中使用设备或机械（例
如摊铺设备），则应制定并记录清理程序，
以确保验证之农场不会受到污染。
3.14 临时性差异
(a) 根据 3.4 至 3.11，行政管理机构可能会因以下
原因成立临时性差异:
(1) 秘书宣布的自然灾害;
(2) 因干旱，大风，洪水，过度潮湿，冰雹，
龙卷风，地震，火灾或其他业务中断而造
成的损害；和
(3) 目的为对有机生产或处理中使用的技术、
品种或成分进行研究或试验。
(b) 行政管理机构会针对临时性的变异向认证机
构提供书面通知，并适用于验证后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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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定其有效期。行政管理机构认为必要时
予以延长。
(c) 认证机构在收到行政管理机构通知的临时差
异确定后，必须将其通知每个已验证的生产
或处理操作的单位。
(d) 临时性差异不授予任何在第 2.4 部分违禁的做
法、材料或程序。
4.0 标签、标示和市场信息
4.1 “有机”和“有机转型期”之词使用
(a) “有机”，仅可用于标签或标注按照本标准规定
生产和处理的原料或加工的农产品，包括成
分。产品名称中不得使用“有机”来修饰产品中
的非有机成分。
(b) “有机转型期”，仅用于标签或标注按照本标准
规定生产和处理的原料农产品，不包括第 4.2
至 4.10。
(c) 依据国外有机标准或国外采购合约要求生产
及验证的出口产品，可以贴上根据接收国或
国外合同买家要求的标签：前提是需符合 4.7
规定的运输容器和运输文件之标签要求。
(d) 在国外生产并进口到马来西亚出售的有机产
品，必须依据本标准的第 5 部分进行认证，
并按照其第 4 部分条规正确使用标签。
4.2 产品成分
(a) 出售，标记或呈现为“ 100％有机”的产品。出
售，标记或呈现为“ 100％有机”的原料或加工
农产品必须包含（按重量或液体体积计，不
包括水和盐）100％有机生产的成分。如果标
记为有机生产，则必须按照 4.4 标记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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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销售，标记或呈现为“有机”的产品。出售，标
记或呈现为“有机”的原料或加工农产品必须包
含（按重量或液体体积计，不包括水和盐）
不少于 95％的有机生产的原料或加工农产
品。任何剩余的产品成分必须是有机生产，
除非是无法在商业上购买到，或者必须符合
本标准附录 5 中的列表清单。如果标记为有
机生产，则必须按照 4.4 标记该产品。
(c) 所有标记为“100％有机”或“有机”的产品及成
分均不能：
(1) 根据 2.4（f）使用污水污泥生产；
(2) 根据 2.4（e）使用电离辐射进行处理；
(3) 使用无列在本标准附录 5 允许物质清单中
获准的加工助剂进行加工：除非是标注为
“100％有机”的产品，如果是加工农产
品，其必须使用有机生产的加工助剂；
(4) 含有在生产或处理过程中添加的亚硫酸
盐，硝酸盐或亚硝酸盐，但含有亚硫酸盐
的葡萄酒可以标注为“用有机葡萄制成”；
(5) 在有充足有机成分的情况下使用非有机成
分生产；或
(6) 有机成分不得与非有机的相同成分或转型
成分放在一起。
4.3 有机成分比率计算
(a) 所有出售或标记为“100％有机”或“有机”之有
机农产品，必须通过以下方法计算其有机成
分的百分比：
(1) 将结合有机成分的制成品的总净重（不
包括水和盐）除以原料成分的总重量
（不包括水和盐）。
(2) 如果产品和成分为液体，则将所有有机
成分（不包括水和盐）的液体量除以原
料（不包括水和盐）的液体量。如果在
主要显示面板或资讯面板上浓度被改
组，应以原料的单一浓度进行计算。
(3) 对于含有固体和液体的有机成分的产
品，将固体成分的总重量和液体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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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盐除外）的重量除以原料成分的
总重量（水和盐除外） 。
(b) 农产品中所有有机成分的百分比必须调整到
最接近的整数。
(c) 百分比必须被处理包装上贴标签的处理者和
审查员的认同。其处理程序可以使用认证操
作所提供的资料来确定百分比。
4.4 “100%有机” 或 “有机”包装标示
(a) 4.2（a）和（b）所述包装的农产品可以在包
装的主显示面板、信息面板和任何其他相关
的面板上，以及在与该产品有关的任何标签
或市场信息上显示以下内容：
(1) “100％有机”或“有机”，适用于修改产品
的名字；
(2) 标记为“有机”产品的有机成分百分比；
（百分比陈述词句大小不得超过显示面板
上最大字体之陈述词句的一半，并且必须
以相同大小的字体，样式和不凸显的颜色
显示）
(3) “有机”，是用于标示“100％有机”的多成
分制成的农产品有机成分。
(4) 【地球标章】标签；和/或
(5) 验证有机制成品、有机原料或有机成分的
生产及处理流程的认证机构之印章、徽标
或其他识别的标示。其生产产品和处理程
序应保留记录；且进一步的规定，此类标
章或标记不得比【地球标章】印章更为显
眼。
(b) 4.2 (a)中所述的包装中的产品必须：
(1) 对于标记为“有机”的产品，在成分表上注
明“有机”，或用符号还是其他成分表中定
义的标识并证明其有机成分。成分包括水
或盐不能被识别为有机成分。
(2) 在资讯面板，在生产者或对产品有法律责
任的个人或公司资料的正下方，必须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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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验证……”或类似的短语，以确认验
证其生产者或对产品有法律责任的个人或
公司的验证机构之名称，并可以在该标示
中显示验证机构的营业地址，互联网地址
或电话号码。
4.5 “100%有机” 或 “有机”包装标签： 运输或储存
使用的非销售用途容器、农产品或加工农产品
(a) 用于运输有机原产品或加工农产品所使用的
非零售容器，应贴上【地球标章】有机标签
并具备以下条件：
(1) 附上替有机成品的处理者进行验证的的认
证机构名称和联系资料；
(2) 标示其产品为有机产品；
(3) 需维持产品有机完整性特殊处理的说明；
(4) 【地球标章】标签;
(5) 附上替生产或处理有机成品进行验证的验
证机构之印章，徽标或其他识别标记。
(b) 在为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国内生产的有机产品
之运输容器标记时，可依据目的地国家/地区
的运输容器标签要求，或国外合同买家的容
器标签规格进行标记：如所提供，其运输有
机产品所附的文件应清楚标明“仅用于出口”，
并且：进一步提供，操作员必须根据记录保
存要求保存此类容器标记和出口的证据。

(2) 验证有机制成品、有机原料或有机成分的
生产及处理流程的认证机构之印章、徽标
或其他识别的标示。其生产产品和处理程
序应保留记录；且进一步的规定，此类标
章或标记不得比【地球标章】印章更为显
眼。
4.7 【地球标章】标签
(a) 【地球标章】标签仅可用于未加工或加工的
农产品。
(b) 【地球标章】必须复制图 1 中示例的形式和
设计，且必须印刷在清晰而显眼的地方。
(c) 必须根据使用【地球标章】有机标准使用
【地球标章】。
(d) 【地球标章】包括【有机标章】及【有机转
型期标章】（图一）（包括慈心和地球标
章）应用于获得【地球标章】认证的农产
品。 在转型期间应使用“有机转型”标章。“有
机”标章只能在升级为有机后使用。
图 1:【地球标章】“有机”及“有机转型期”标章

4.6 “100%有机” 或 “有机”包装标签：销售点所售
卖的非包装农产品
有机转型期
(a) 非包装形式的农产品在适用时可以使用
“100％有机”或“有机”来修改零售展示、标签
和展示容器中的产品名称：“有机”用于识别成
分说明中列出的有机成分。
(b) 如果产品是在经过认证的设施中制备的，其
零售展示、标签和展示容器可以使用：
(1) 【地球标章】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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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
(e) 每个【地球标章】标签必须由 AA（申请者编
号）和 BB（申请年份）组成。申请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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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该编号将会给予申请者，让每个人可以
为产品生产者或农产品加工者进行追溯。

5.0 认证
5.1 认证的基本要求

(f) 使用规定：
(1) 验证户只可以在有效期限内，于有机证书
上记载的内容（农场名称，地址，认证区
域和农产品），使用【地球标章】标签。
(2) 为推广和促销目的使用【地球标章】，需
得到【地球标章】授权团队的许可方能使
用。
(3) 【地球标章】授权团队有权在发现验证户
使用印章存在危机的情况下对其有机农产
品进行不定期检查或抽检，必要时有权暂
停使用该标章。
(4) 应当诚实记录使用【地球标章】的情况。
如果发现验证户转让、滥用、借用、伪
造、委托黏贴第违规使用标章时，【地球
标章】 授权团队有权终止或暂停标章的
使用。第三方如验证户的工厂、制造商、
委托行销商、通路商、品牌业者等，不得
使用【地球标章】（含图样）和验证证书
字号，于促销、文件、广告等用途。
(g) 【地球标章】标签的申请及印刷
(1) 验证户申请验证标章时，应提呈验证标章
申请表，并提交于【地球标章】授权团队
审查。【地球标章】认证团队将之列入现
场查验的检查项目。除提交印章申请表
外，得视情况另附先前的标签使用状况和
销售统计资料交由【地球标章】授权团队
进行审核（如有必要）。
(2) 【地球标章】提供的标章仅适用于经过认
证的申请者，并且“有机 或/和 有机转型
期的使用记录”应当每月填写一次。

有意申请或延续有机认证者必须:
(a) 遵守标准和采用适当的有机生产方式
(b) 每年建立、实施和更新有机生产或有机处理
系统计划，并依据 3.2 的规定成交于获认可的
认证机构（地球标章）。
(c) 允许审查员对生产或处理操作进行现场查
验，其中包括(依据 5.4 规定)未经认证的生产
和操作处理区域、建筑物和办公室。
(d) 保留至少有 5 年的所有相关有机操作记录。
(e) 提交适当的费用。
(f) 如发生以下情况，需立即通知认证机构：
(1) 申请者在已经认证的农场、生产单位、场
所、设施或产品上使用了任何违禁物质。
(2) 已被认证的农场出现异常并导致不符合
【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5.2 认证申请
申请者必须向认证机构提交认证申请。 申请者必
须提交：
(a) 3.2 中要求的有机生产和操作系统计划。
(b) 申请者的姓名，公司名称，地址和电话号
码。
(c) 曾提出申请的认证机构名称和申请年份。
(d) 申请者需提供一份违规或拒绝认证的证件副
本，并说明其采取的纠正措施。

© Earth Tag Organic Standard 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All rights reserved

Page 16 of 35

EARTH TAG
ET – ORG.STD. – 08 (20/02/2021)
(e) 提供其他所需资料以证明遵守规则。

资料审查：
(a) 农场操作过程必须符合条规。

5.3 审查申请
当认证机构接受认证申请时，认证机构必须：
(a) 审查申请，以确保申请者按照 5.2 填写表格。
(b) 将由申请资料以确认申请者是否符合条规。
(c) 核实先前向其他认证机构提出申请的申请者
已提交的文件，以支持根据 5.4 的不符合通知
书所进行的纠正措施。
(d) 安排对操作地点进行现场查验，以确定申请
者的认证资格。
认证之后，认证机构必须：
(a) 审查收到的申请资料。
(b) 提供申请者抽取样品测试结果的副本。
(c) 申请者可以随时撤回其申请。 撤回其申请的
申请者应承担所有的服务费。
5.4 现场查验
现场查验：
(a) 必须对生产或处理有机产品的每个生产单
位、设施和现场进行初步的现场查验。
(b) 每年进行一次。
(c) 会进行通知或不通知之额外审查。
排程：
(a) 初次现场审查必须在 1 个月内进行，或视情
况而定，最多可延迟至 6 个月。
(b) 进行现场查验时，有关操作的授权代表必须
在现场。

© Earth Tag Organic Standard 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All rights reserved

(b) 所提供的资料需要包括，根据 5.2、5.7 和 3.2
所提供的有机生产或处理系统计划。
(c) 种植过程中无使用违禁物质，这些物质可以
通过收集与测试土壤、水、废弃物、种子和
植物组织来验证。
结束访谈：
(a) 审查员必须与熟悉该审查程序的操作授权代
表进行结束访谈，以确保其现场检验期间所
收集的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审查员也可
以要求额外的资料和提出一些应关注的问
题。
查验操作所需之文件：
(a) 审查员需提供所取样品的收据。
(b) 审查员不需支付采样样品之费用。
5.5 授予认证
在完成最初的现场验证之后，认证机构必须在 3
个月内审查现场查验报告、所进行的任何分析结
果以及申请者提供的其他资料。 如果其有机系统
计划以及申请者操作的所有程序和经营活动均符
合要求，认证机构则应给予认证。
认证机构必须授予有机认证证书，其中包括：
(a) 认证农场的名称和地址
(b) 认证有效日期
(c) 已被认证的操作系统所生产的有机种植的种
类，包括农作物，野生农作物或经认证农场
生产的加工产品
(d) 认证机构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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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认证后，生产或处理操作的有机认证将持续
有效，直到被有机操作/农场撤销、认证机构或管
理者暂停或撤销其认证为止。
5.6 拒绝认证
如果认证机构有理由认为申请者违反 5.3 或 5.5 的
认证要求，则必须向申请者提供书面的违规通
知。违规通知函需包括：

(e) 发出拒绝认证的书面通知函于未能回应违规
通知的申请者。
(f) 根据 5.1，管理员将发出批准或拒绝的认证结
果。
拒绝认证的通知必须说明拒绝的原因，并且申请
者有权：
(a) 根据 5.2 和 5.6，重新申请认证。

(a) 每项违规的说明。
(b) 根据 6.4，要求调解。
(b) 违规的理据。
(c) 根据 6.10，提出拒绝认证的上诉。
(c) 完成纠正违规项目的日期。
(d) 提交每项纠正措施的证明文件。
当申请者收到违规通知函时，申请者可以：
(a) 纠正违规的情况，并向认证机构提交纠正措
施的支持文件。
(b) 向认证机构提交书面资料，以反驳违规通知
函所指的事项。
认证机构收到申请者的违规纠正通知书后，认证
机构必须：
(a) 评估申请者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和支持文件。
(b) 必要时再进行一次现场审查，以了解其纠正
措施。
(c) 当纠正措施足以使申请者有资格获得认证
时，认证机构可以根据 5.5 给予其认证批准。
(d) 如果纠正措施不足以使申请者有资格获得认
证，则认证机构需要发出拒绝认证的书面通
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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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书面拒绝认证通知的申请者可以随时根据 5.2
和 5.6 向认证机构再次申请认证。 申请者需提供
一份违规通知书或拒绝通知书的副本以及所采取
措施的说明。
当收到申请者的不合格通知书或拒绝认证通知书
时，认证机构必须将其申请视为新申请并按照 5.3
进行新的申请程序。
当申请者做出虚假的陈述时，认证机构有权拒绝
其认证申请。
5.7 延续认证
(a) 被认证的运营机构必须每年支付认证费用以
延续认证，并向认证机构提交以下资料：
(1) 更新的有机生产或处理系统计划，其中包
括:
(i) 摘要声明，附上文件，并详细说明在
过去一年的有机种植系统中的所做出
的任何偏离、更改、修改或其他修
订。
(ii) 根据 3.1，进行详细说明下一年度的有
机系统计划的任何增加或删除；将在
来年进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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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对于之前被认证机构发现的轻微违规的
纠正更新。
认证机构认为重要的其他信息资料。

(b) 认证机构应安排合理的时间并进行现场审
查。
(c) 根据现场审查和对 5.5 中规定的资料审查；如
果认证机构有理由相信其被认证的农场出现
违规事项，认证机构应根据 6.3 发出违规操作
的书面通知。

(g) 应向所有雇员提供书面的雇用条款和条件。
条款和条件必须包括：
(1) 工资；支付频率和支付方式
(2) 工作地点、工作类型和工作时间
(3) 安全和卫生程序
(4) 雇用条件；包括纪律处分和 解雇程序。
(5) 雇员福利
第 6.1 – 6.5 章： 合规
6.1 概述

如果认证机构确定被认证的农场符合所有的条
规，而认证证书中的资料已有异动，认证机构则
必须根据 5.5 发出更新的有机认证证书。

(a) 【地球标章】管理代表可以代表秘书检查和
审查被认证的生产及农场以及被承认的认证
机构，以确保其操作流程符合条规。

6.0 社会公义

(b) 【地球标章】管理代表可以针对被认证的操
作提出暂停或撤销程序：
(1) 当【地球标章】管理代表有理由相信被认
证的农场违反或不符合认证的条规时；或
(2) 当认证机构无法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执行有
关的认证条规时。

(a) 所有就业条件均应遵守当地和国家法规。
(b) 如果为员工提供居住，则应提供基本的便利
设施，例如饮用水、厕所、干净的饮食空
间、适当的防护设备和适当的医疗服务。
(c) 不得使用任何形式强迫或非自愿劳动。
(d) 雇员和约聘人员应享有结社自由、组织权和
集体谈判权。
(e) 应当为雇员和约聘人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待
遇，并且不应受到歧视。
(f) 不得雇用童工。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
下，才应允许儿童在家庭农场和/或附近的农
场进行体验工作：
(1) 此类工作对其安全和健康无危险
(2) 此类工作不会危害儿童的教育、社交、道
德和身体发育。
(3) 儿童应由成人监督或获得法定监护人的授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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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认证机构违规、无法执行或无法维持其
认证条规的要求时，【地球标章】管理代表
则可以暂停或撤销认证机构的认证代理。
(d) 根据 6.3、6.4 和 6.5 所示的每项违规、拒绝调
解、不遵守决议、提议暂停或撤销、终止或
撤销，以及对此类的通知；每次回复均必须
通过邮寄方式发送至收件人的营业地点并提
供附上日期的邮件回执。
6.2 认证操作之调查
(a) 认证机构可以对认证有关生产和处理操作违
规的投诉进行调查。认证机构必须将所有合
规的程序及依据条规所采取的措施通知行政
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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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行政管理机构将会调查所有的投诉，并针对
在该国经营的有机生产或处理的投诉进行调
查。
6.3 认证操作违规程序
(a) 通知。当认证代理对被认证的农场进行检
验、审查或调查时，并发现有任何违规的情
况时，应将书面违规通知发送给被认证的农
场。此类通知应提供：
(1) 对每项违规的描述；
(2) 违规通知依据的事实；和
(3) 在可以纠正的情况下，其被认证的操作单
位驳回或纠正每个违规事项及提交支持文
件的日期。
(b) 决议。当被认证的操作单位证明每个违规问
题已得以解决时，认证机构（如适用）应向
被认证的操作单位发送书面的不遵守决议的
书面通知。
(c) 建议暂停或撤销。如果反驳未成功或在规定
的时间内未完成违规事项的纠正，认证机构
则应向被认证的操作单位发送书面通知，建
议暂停或撤销其整个或部分经营操作，此项
指令适用于违规。如果无法纠正违规情况，
则可以将违规通知与暂停或撤销认证的建议
合并为一个通知。建议暂停或撤销证书的通
知应注明：
(1) 建议暂停或撤销的原因；
(2) 此类建议暂停或撤销的生效日期；
(3) 暂停或撤销对未来认证资格的影响；和
(4) 请求调解或提出上诉的权利。
(d) 故意违反。尽管有本节（a）款的规定，如果
认证机构有理由相信被认证的操作单位故意
违反了本部分的条规，认证机构应向认证经
营者发送建议暂停或撤销其整个作或部分的
操作，适用于违规。
(e) 暂停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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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被认证的操作单位未能纠正违规事
项，并无法通过反驳或调解，以解决问
题，或向建议暂停或撤销认证提出上诉，
认证机构应向被认证的操作单位发出书面
通知暂停或撤销该认证。
(2) 当最终决议仍在等待中时，认证机构或行
政管理机构不应将暂停或撤销的通知发送
到请求调解或提出上诉的被认证的操作单
位。
(f) 资格。
(1) 除非暂停通知中另有说明，否则根据本部
分已暂停认证的被认证的操作单位可以随
时向秘书提出要求恢复其认证的请求。
该请求必须附上证据证明，每个违规行为
的所惊醒的纠正行动，以及遵守本部分条
规而采取的纠正措施。
(2) 某认证代理机构或与该认证代理中其已被
撤销的负责人无权在自撤销之日起的 5 年
内获得认证，。除非，秘书可在最佳情况
下出于认证计划的利益下，减少或消除违
规资格的期限。
6.4 调解
关于根据本部分拒绝认证，或建议暂停或撤销认
证的任何争议，在认证申请者或被认证之农场的
请求下，可以经认证机构并接受调解。调解请求
应以书面形式向认证机构提出。如果认证机构拒
绝调解请求，认证机构则应向申请者或被认证的
农场提供书面通知。根据 6.10 的规定，其拒绝受
理调解请求的书面通知应向认证申请者或经认证
的农场告知申请者在收到其书面通知之日起的 30
天内请求上诉的权利。如果认证机构接受调解，
该调解应由共同同意的合格调解员进行。
调解各方应在调解会议结束后的最多不得超过 30
天达成协议。如果调解不成功，认证申请者或被
认证的农场应在调解结束后的 30 天内对认证机
构，根据 6.10 做出的决定，提出上诉。在调解过
程或结果中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应遵守本部分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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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秘书和/或行政管理机构可以审查任何调解协
议是否符合本部分条规，并且可以拒绝任何违规
本部分条规的协议或规定。

(e) 暂停或撤销。当认可的认证代理未对建议暂
停或撤销认证提出上诉时，【地球标章】管
理代表应将书面的暂停或撤销认证通知书发
送给认证代理。

6.5 认证代理违规程序
(a) 通知。当【地球标章】管理代表对被承认之
认证代理进行的认证，复查或调查，发现有
任何违规本部分条规的情况时，应由书面将
违规通知发送给该认证代理。 此类通知应：
(1) 对每项违规的描述；
(2) 违规通知依据的事实；和
(3) 在可纠正的情况下，该认证代理驳回或纠
正每个违规事项及提交支持文件的日期。
(b) 决议。当认证代理证明每个违规问题已得以
解决时，【地球标章】管理代表应向该认证
代理发送书面的违规解决通知。
(c) 建议暂停或撤销。如果驳回不成功或在规定
的时间内未完成违规项目的纠正，【地球标
章】管理代表则应将建议暂停或撤销认可以
书面通知发送给认证代理。建议暂停或撤销
的通知应说明是暂停或撤销认证代理的认证
或是认可的指定领域。如果无法纠正违规情
况，则可以将违规通知与建议暂停或撤销合
并为一个通知书。建议暂停或撤销认可的通
知应注明：
(1) 建议暂停或撤销的原因；
(2) 建议暂停或撤销的生效日期；
(3) 暂停或撤销对未来资格的影响；和
(4) 根据 6.10，提出上诉的权利。
(d) 故意违反。即使有本章 (a) 的规定，但如果
【地球标章】管理代表有理由相信认证代理
故意违反了本章中的条规，【地球标章】管
理代表则应将建议暂停或撤销的书面通知发
送给认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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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停止认证活动。暂停或撤销认证的认证代理
必须：
(1) 停止在每个认证领域以及被暂停或撤销认
证的国家中的所有认证活动。
(2) 移交给秘书，并向秘书和/或行政管理机
构提供所有有关其暂停或撤销的认证活动
的记录。
(g) 资格。
(1) 除非秘书在暂停通知中另有说明，否则根
据本条暂停其鉴定的认证代理可随时向秘
书提出要求恢复其鉴定的请求。 该请求
必须附上证据证明对每个违规行为所进行
的纠正行动，以及遵守本部分条规而采取
的纠正措施。
(2) 由秘书撤销的认证代理，无权根据本部的
条规获得认证代理资格，其有效期自该项
撤销日期起计不少于 3 年。
第 6.6 – 6.8 章： 检查和测试、报告和排除销售
6.6 “有机”标签农产品之检验与测试
(a) 有机生产或有机农场所有即将要出售、标记
或表示为“有机”或“转型期”的农产品，必须让
行政管理机构或认证机构可以随时获取并检
查。
(b) 认证产品的含量在终产品的重量和面积应不
少于 95％且必须超过 70％（水和盐除外）。
根据条规，当其他材料被允许加入有机认证
的加工产品时；标签上可以标上“由有机成分
制成”。但是此类别产品不得使用【地球标
章】“有机”或“转型期”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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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行政管理机构或认证机构有理由相信农
产品接触了违禁物质或使用排除法（excluded
method）种植；则需要针对要出售、标记或
表示为“有机”，“转型期”或“有机原料制造”的
农产品进行采收前或采收后检验。此类测试
必须由认证机构进行，而费用由官方或认证
机构负责。如果该违禁物质测试呈阳性，其
费用将由该被认证的申请者或农场负责。

(a) 任何因为联邦或州紧急病虫害或疾病治疗计
划而与违禁物质接触的要采收作物或会采收
植物部分，均不得以有机生产名义出售或标
记。

(d) 根据本节（b）项进行的采收前或采收后测试
样品的收集必须由行政管理机构的验证代表
或认证机构进行。 在整个监管链中必须保持
样品完整性，并且必须在认可的实验室中进
行残留测试。

(a) 凡符合本标准的人，如果认为他们受到认证
机构的违规决定而有不利的影响时，可以向
行政管理机构提出上诉。

(e) 根据本节进行的所有分析和测试的结果：
(1) 要求检测的验证单位必须及时提供给行政
管理机构或认证机构； 和
(2) 除非测试是正在进行合规性调查的一部
分，否则将可供公众查阅。
(f) 如果测试结果表明特定农产品中含农药残留
或环境污染物，并已超过条规允许的范围，
认证机构则必须立即将其数据报告给超出法
规容许或行动水平的联邦卫生机构。
6.7 排除作为有机产品销售
当残留物测试检测到的违禁物质或不可避免的残
留环境污染的含量大于所检测到的特定残留物的
容许量的 5％时；不得出售、标记或将其标示为有
机产品。 行政管理机构或认证机构可以对被认证
的操作进行调查，以确定违禁物质的原因。
6.8 病虫害紧急治疗
当联邦或州紧急病虫害或疾病处理计划进行时将
违禁物质应用于认证农场，而该认证农场符合本
部分的要求时，该操作单位的认证状态不会因此
受到影响。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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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9 – 6.10 章： 不良行为申诉程序
6.9 概述

(b) 涉及上诉程序的各方之间的所有书面通讯，
必须通过拥有注明日期的回执之邮寄服务发
送到收件人的营业地址。
(c) 所有上诉均应由不参与上诉决定的人员审
查、审理和决定。
6.10 申诉
(a) 认证申诉。认证申请者可以对认证机构拒绝
认证的通知提出上诉，而经认证的农场可以
对认证机构建议暂停或撤销认证的通知提出
异议，
(1) 如果行政管理机构维持对认证申请者或认
证操作之农场的决议上诉，申请者将获颁
有机认证，或者认证操作单位将维持对其
操作的认证。维持上诉的行为不应对受影
响的认证代理造成一个不利的诉讼。
(2) 如果行政管理机构否决上诉，将启动正式
的行政程序以否决、暂停或撤销其认证。
(b) 备案期。违规决定的上诉必须在通知书中规
定的期限内或收到通知之日起 30 天内提出，
以最迟的日期为准。 上诉将在行政管理机构
收到之日视为“提交”日期。 除非及时提出上
诉，否则拒绝、暂停或撤销认证或认可的决
定将成为最终决定，并且不得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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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备案的地点和内容
(1) 向行政管理机构提出的上诉必须以书面形
式提出，并寄至：【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行政管理机构 1384，Atas Lot 841，MK1，Jalan Tasek，14120 Simpang Ampat，
Seberang Perai Selatan，Penang, Malaysia.
(2) 申诉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至通知书中所指
明的地址和个人。
(3) 所有上诉必须包括一个不利决议的副本和
关于申诉人相信该决定不适当，或不是根
据一致使用的法规、政策或程序做出的理
由的说明。
7.0 声明
如中、英文两个版本有任何抵触或不相符之处，
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8.0 参考文献
(a) Malaysian Standard MS 1529: The Producing,
Processing, Labeling, and Marketing of Plantbased organically produced foods;
(b) National Program on Organic Production (NPOP,
India);
(c) Quality Assurance International (QAI) Program
Policies for Organic System Plan Certification;
(d) R307 – General Requirement: Accreditation of
ISO/IEC Guide 65 Product Certification Bodies;
(e)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 (IFOAM) Standards for
Organic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version
2014;
(f) Tse-Xin Organic Certification Corporation “慈心
有機驗證作業手冊”;
(g) USDA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Standards (7
CFR Part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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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土地要求
生产者需证明种植土地的合法权利，并拥有所有必要的监管批准。

类型

条件

土地拥有权

地契/批地文件

临时占用土地

仍在生效期间

出租或租赁土地

有效地契/批地文件或协议书

其他人所拥有的土地

有效授权文件

如果无法出示以上的文件资料，需签署一份声明书并说明：
(a) 农场土地并非非法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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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灌溉水质及土壤之重金属容许量基准修正规定
(a) 灌溉水质重金属含量限制、pH 值和电导率。（灌溉水质的化验分析为每 2 年进行一次）
项目（灌溉水）
砷 (As)

容许量限制
0.05

镉 (Cd)

0.01

铬 (Cr)

0.1

铜 (Cu)
汞 (Hg)

单位

0.2

mg/L

0.02

镍 (Ni)

0.2

铅 (Pb)

0.1

锌 (Zn)

2.0

pH 值

-

5-9

电导率

μs/cm

6000

(b) 土壤之重金属容许量（土壤的化验分析为每 2 年进行一次）
项目（土壤）
砷 (As)

容许量限制
15

镉 (Cd)

0.39

铬 (Cr)
铜 (Cu)

单位

mg/kg

10
20

汞 (Hg)

0.39

镍 (Ni)

10

铅 (Pb)

15

锌 (Zn)

50

(c) 菇类之重金属容许量（样本的化验分析为每年进行）
项目（菇类）
镉 (Cd)
铅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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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有机生产及加工的投入资材、添加剂及加工助剂之评估标准。
以下附录包含了在该标准下可允用于有机生产、处理及加工的投入资材、添加剂、加工助剂及其他
物质的列表。他们均依据 IFOAM 的有机生产和加工的标准。（IFOAM 规范的其中一部分，2014 版
本） 。
有机农业基于以下常规的原则：有机生产及加工的系统基于自然、生物、可再生和再生资源的运
用。有机农业主要通过回收有机质以维持土壤的肥沃。营养的供应主要取决于土壤内微生物的活
动。害虫、病害及杂草主要通过栽培技术来进行管理。有机牲畜主要通过有机生产的饲料和牧草饲
养，并需保持在自然并无压力的生活条件下。有机食品及其他由有机生产成分制成的产品，主要时
通过生物、机械及物理的方式进行加工。
用以评估有机生产的标准基于以下的常规原则：
• 必要性和代替性：任何投入自此啊都是可持续生产所必须的，且对于维持产品的数量及品质也
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最佳的可用技术。
•

来源及制造过程：有机生产基于对大自然、生物及再生资源的运用。

•

环境：有机生产及加工过程对环境而言是永续的。

•

健康：有机技术可促进人类的健康和食品的安全。品质：有机方式能够改善及维持产品的质
量。

•

社会、经济及道德：用以有机生产重的投入资材最易满足消费者的期盼，而且不会收到任何的
阻力或反对。有机生产对于社会是公正的，对于经济是永续的，及有机方式尊重多元化并维护
动物福利。

其附录可由【地球标章标准】拥有者修改，以反映对于在 IFOAM 有机生产及加工标准中所列出的可
允用资材的变化，或根据 USDA NOP、欧盟有机法规或马来西亚有机法规，而设定资材的使用条件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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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肥料及土壤改良剂一览表
物质描述及成分要求

使用条件

I. 动植物来源
农场厩肥、泥浆及尿液

无法在没有免费和其他制氮的农场下得到氮源
的情况下，及不能未经认证机构事先许可下，
在惯行牲畜生产系统获取。

鸟粪
与人类排泄物分离的来源

仅符合 4.4.5 的要求。

蚯蚓肥
血粉、肉粉、骨头、骨粉
蹄角粉、羽毛粉、鱼和贝壳产品、羊毛、皮
革、毛皮、头发、乳制品
源自动植物的可生物降解的加工副产品，例如
食品、饲料、油料种子、啤酒厂、酿酒厂或纺
织品加工的副产品

不含大量污染物；或经堆肥后再带入有机土
地，并确认不含污染物。

作物残株和植物材料、覆盖物、绿肥、稻草
木材、树皮、锯末、刨花、木灰、木炭

未经化学处理

海藻和海藻产品,

通过以下方式获得的：（i）物理过程，包括脱
水，冷冻和研磨； （ii）用水或氢氧化钾溶液
萃取，条件是用以萃取的溶剂极少。 （iii）发
酵。

泥炭（禁止于土壤改良）

不包括合成添加剂；仅在园艺（花卉、种苗、
盆栽混合物）中允许。

植物制备和萃取物
由本附录所列之成分制成的堆肥
使用过的蘑菇废料，蠕虫和昆虫的腐殖质
来自不同来源的城市堆肥和生活垃圾，并进行
污染监测。
II. 矿物来源
钙与镁的改良剂：
石灰岩、石膏、泥灰、泥、白垩、石灰（从甘
蔗和甜菜提取糖分过程中）、氯化钙，
镁岩石、钾矾石和泻盐（硫酸镁）
其他非合成钙质和镁质改良剂
粘土（例如膨润土、珍珠岩、获准蛭石 、
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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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质钾（例如钾盐的硫酸盐、钾盐、钾盐、
钾长石、万寿菊）

应通过物理过程获得，但不能通过化学过程进
行浓缩。

非合成形式的磷酸盐（例如，磷酸岩、磷酸胶
体、磷灰石）

镉含量小于或等于 P2O5 的 90 mg/kg。

粉碎的岩石、石粉、碎石。
氯化钠
硫
微量元素，例如：
硼酸、硼酸钠、硼酸钙、硼乙醇胺、醋酸钴、
硫酸钴、氧化铜、硫酸铜、氢氧化铜、硅酸
铜、碳酸铜、柠檬酸铜、氧化铁、硫酸铁、硫
酸亚铁、柠檬酸铁、硫酸铁或酒石酸铁、氧化
锰、硫酸锰和碳酸锰、硒酸、亚硒酸、钼酸
钠、氧化钼、碳酸锌、氧化锌、硅酸锌和硫酸
锌

仅限于通过土壤或作物组织测试证明或由独立
专家诊断出土壤/植物缺乏其营养的情况下使
用。 禁止用氯化物或硝酸盐形式的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不得用作脱叶剂、除草剂或干燥剂。

III. 微生物
源自微生物的可生物降解的加工副产品，例如
啤酒厂或酒厂加工的副产品，
基于天然生物的微生物制剂
IV. 其他
生物动力制备
木质素磺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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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作物保护和生长调节剂一览表
物质描述及成分要求

使用条件

I. 动植物来源
藻类制备

通过以下方式获得的：（i）物理过程，包括
脱水、冷冻和研磨； （ii）用水或氢氧化钾溶
液萃取，条件是用以萃取的溶剂极少。 （iii）
发酵。

动物制备和油
蜂蜡
几丁质杀线虫剂（天然来源）

未经酸水解处理

咖啡渣
玉米面筋粉
乳制品（例如牛奶，酪蛋白）
凝胶
卵磷脂
天然酸（例如醋）
苦楝油 (Azadirachta indica)
植物油
植物制备
植物驱虫剂
蜂胶
除虫菊（菊粉）

禁止使用增效剂胡椒基丁醚。

苦树 (Quassia amara)
鱼藤酮 (Derris elliptica, Lonchocarpus spp.
Tephrosia spp.)
鱼尼丁(Ryania speciosa)

不在水道附近。需认证机构批准

沙巴藜芦
II. 矿物来源
石灰的氯化物（氯化钙）
粘土（例如膨润土、珍珠岩、获准蛭石 、
沸石）
铜盐（例如硫酸盐，氢氧化物，氯氧化物，
辛酸盐

最多一年使用 6 kg Cu/ha (按滚动平均值计算)

矽藻土
轻质矿物油（石蜡）
石灰硫（多硫化钙）
碳酸氢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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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氧化钙（熟石灰）

仅适用于空中植物

硅酸盐（例如硅酸钠，石英）
碳酸氢钠
硫
III. 微生物
真菌制备（例如多杀菌）
细菌制备（例如苏云金芽孢杆菌）
释放寄生虫、天敌和经消毒的昆虫
病毒制备（例如颗粒病毒）
IV. 其他
生物动力制备
二氧化碳

不应取自于因燃烧燃料而产生的二氧化碳；
仅允许作为其他过程的副产品。

乙醇
顺势疗法及阿育吠陀制备
磷酸铁（用作驱除软体动物）
海盐和咸水
软皂
V. 陷阱，屏障，驱虫剂
物理方式（例如，彩色陷阱、机械陷阱）
覆盖物，网
费洛蒙 - 仅能用于陷阱和分配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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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 表 1: 允用的添加剂及加工/收割后的处理助剂的一览表
如果可在市场上取得，则必须使用已经认证的有机来源之物质。如果无法取得有机来源，则必须使
用天然来源的物质（若可在市场上取得）。只有在没有有机和天然来源的情况下，方能使用以下的
合成物质。
国际编号
系统
INS 170

碳酸钙

INS 184

鞣酸/单宁酸

INS 220

二氧化硫

X

仅用于酒

INS 224

焦亚硫酸钾

X

仅用于酒

INS 270

乳酸 / α-羟基丙酸

X

X

INS 290

二氧化碳

X

X

INS 296

L-苹果酸

X

X

INS 300

抗坏血酸

X

INS 306

生育酚，混合天然浓缩
物

X

INS 322

卵磷脂

X

X

INS 330

柠檬酸

X

X

INS 331

柠檬酸钠

X

INS 332

柠檬酸钾

X

INS 333

柠檬酸钙

X

INS 334

酒石酸

X

X

INS 335

酒石酸钠

X

X

INS 336

酒石酸钾

X

X

INS 341

磷酸二氫鈣

X

仅用于“发粉”

INS 342

磷酸铵

X

限制为 0.3 mg/L 用
于酒

INS 400

海藻酸

X

INS 401

海藻酸钠

X

INS 402

海藻酸钾

X

INS 406

琼脂

X

INS 407

卡拉胶

X

INS 410

刺槐豆胶/角豆胶/槐豆
胶

X

INS 412

瓜尔豆胶

X

INS 413

黄蓍胶

X

INS 414

阿拉伯树胶

X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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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
X

加工及收割后的
处理剂
X

使用限制/
注意事项
不能用以着色

X

用于酒的过滤助剂

无经漂白

仅用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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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编号
系统

产品

添加剂

加工及收割后的
处理剂

使用限制/
注意事项

INS 415

黄原胶

INS 428

凝胶

INS 440

果胶

X

INS 500

碳酸钠

X

X

INS 501

碳酸钾

X

X

INS 503

碳酸铵

X

INS 504

碳酸镁

X

INS 508

氯化钾

X

INS 509

氯化钙

X

X

INS 511

氯化镁

X

X

仅用于豆制产品

X

在制糖过程中，作
为水的 pH 调节的加
工助剂。
另，作为酒和苹果
酒生产的添加剂

X
X
未经修改的

仅用于谷类产品、
糖果、蛋糕和饼干

INS 513

硫酸

X

INS 516

硫酸钙

X

用于豆制品、糖果
和面包酵母

INS 517

硫酸铵

X

限制为 0.3 mg/l 用
于酒。

X

X

用于制糖的加工和
传统烘焙产品的表
面处理。

X

用于墨西哥玉米餅
粉的食品添加剂及
制糖的加工助剂。

INS 524

氢氧化钠

INS 526

氢氧化钙

INS 551

二氧化矽 （无固定形狀
的）

X

INS 553

滑石

X

INS 558

膨润土

X

INS 901

蜂蜡

X

INS 903

巴西棕榈蜡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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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编号
系统

产品

添加剂

加工及收割后的
处理剂

INS 938

氩 Argon

X

INS 941

氮 Nitrogen

X

X

INS 948

氧气 Oxygen

X

X

使用限制/
注意事项

乙烯

X

活性炭

X

酪蛋白

X

纤维素

X

矽藻土

X

乙醇

X

鱼胶 Isinglass

X

高岭土/瓷土

X

珍珠岩

X

动植物油

X

仅用于萃取

树皮制备

X

仅用于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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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剂/调味料
操作者可使用：
• 有机调味萃取物 （包括挥发油/精油）及，如果在市场无法取得，
• 认证机构允许使用的的天然调味剂制备，天然香料的允用评估需涵盖以下的标准：
- 来源自植物、动物或矿物；
- 其生产过程必须符合受承认的有机标准；
- 其天然调味剂必须通过溶剂，如植物油、水、乙醇及二氧化碳；及机械和物理过程生产的。
用于食品加工之微生物及酵素的制备（参考附录 6）
以下可用作原料或是加工的助剂 *需得到认证机构的批准方能使用：
• 有机认证之微生物
• 微生物的制备
• 酵素及酵素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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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 表 2: 设备之清洁剂及消毒剂的一览表
产品

使用限制 / 注意事项

乙酸/ 醋酸
酒精，乙基（乙醇）
酒精，异丙基（异丙醇）
氢氧化钙（熟石灰）
次氯酸钙

需采取与产品隔开的措施，以防止污染风险

氧化钙（生石灰）
氯化石灰岩（氯氧化钙，氯化钙及氢氧化钙）
二氧化氯

需采取与产品隔开的措施，以防止污染风险

柠檬酸
甲酸
过氧化氢
乳酸
天然植物精华
草酸 / 乙二酸
臭氧
过乙酸 / 过醋酸
磷酸

仅用于乳制品的设备

植物萃取
钾皂

需采取与产品隔开的措施，以防止污染风险

碳酸钠
氢氧化钠（苛性钠）

需采取与产品隔开的措施，以防止污染风险

次氯酸钠

需采取与产品隔开的措施，以防止污染风险

钠皂

需采取与产品隔开的措施，以防止污染风险

© Earth Tag Organic Standard 地球标章有机标准
All rights reserved

Page 35 of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