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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____

亲爱的各位同事、各位朋友们:

首先，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2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行业
栉风沐雨走过春秋，迎来新年。

2022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我们行业
披荆斩棘直面政治、气候、生物多样
性和紧急卫生情况的多重危机。这一
年，世界各国政府迫切认识到制定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性，以期克服
当前粮食系统中的结构性弱点。新冠
肺炎疫情的爆发与俄乌危机深化了在
面临国际冲击时，提高国家抵御力、
粮食供应多样化和确保粮食获取的重
要性。面对挑战，我们要采取新的思
维和行动方式，以证明向可持续和有
抵御力的粮食系统过渡的重要性。

任职世批联主席以来，我坚守初心，
致力于将联合会带向行业建设的前
沿。很自豪，我们今天被世界所承
认，受邀走上世界最高级别的平台
上，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批发市场
的重要性有目共睹，具有极高的韧性
与场所交互性，能够确保民众日常新
鲜食品的获得。虽然，我们发现，在
一些地区，批发市场的潜力仍未得到
有效挖掘，缺乏重要投资来推动旧的
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

2023年，我们承诺将继续同各位分享
专业知识成果，努力拓展关系，拓宽
渠道，推动世批联成为行业可持续发
展和有韧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我们认为，向可持续粮食系统转型应
是我们行业未来几年发展的优先任务
之一。我们相信，批发市场可以在推
动转型成功的道路上发挥关键作用。
世批联会继续全面参与这一进程，向
会员提供专业知识，分享前沿创新和
最佳实践。通过加入高级别平台及会
议，推动促进粮食系统转型的行动开
展与政策创新发布，加强生鲜农产品
的可获得性。

我们期待与各位加强合作并组件共同
体，确保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过渡，
推进健康饮食的消费，致力于行业的
碳中和发展。

感谢我们所有的会员、合作伙伴、赞
助商和重要利益攸关方，你们让一切
皆有可能。2023年，我们期待与你们
继续开展合作，努力为所有人提供可
获得、可负担、有营养且健康的多元
饮食。

祝好！

史蒂芬·拉亚尼	
世批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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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内: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会议上，生物多样性和批
发市场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____

2022年12月19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达
成了一项保护自然的历史性协议——《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经过4年的努力，190个国家签署了该协
议，包括4项长期目标与23项行动目标，
旨在到2030年更好地保护我们星球的生
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与您分享本
次会议的简要成果及批发市场是如何改
善生物多样性。

COP15确定的目标被称为“自然和人类
的全球协议”，重点是保护世界各地的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协议的重点是
推动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建设”，即
保护物种和栖息地，以及为人类的繁衍
生存提供服务，比如食物、干净的水和
药物。

在COP15目标的成功实现路上，粮食
价值链上的每位行动者实际上都可以发
挥重要作用。批发市场已经在优化供应
链和大幅减少食物浪费等方面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由于批发市场是
当地季节性农产品商业化交易的主要场
所，它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批发市场是特殊的行动者，
在保障农作物生物多样性以及商业化发
展上，较其他主体有着更庞大的力量，
一些批发市场甚至有多达100万种不同
的新鲜农产品库存！因此，这将支持当
地能够获得更多元的作物与品种，推动
生态多样性系统的维持。

为解决粮食浪费问题，许多国家都在谋
篇布局、加大投资、制定循环经济战
略，以期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许多
研究表明，现代批发市场可以减少高达
0.1%的食物浪费，通过优化价值链参与
者的实践，继续大幅减少粮食浪费。在
促进生物多样性方面，批发市场也有可
能成为重组生态友好型产品（农林业、
有机产业等）供应链和教育消费者的主
要盟友。	

因此，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恢复
与融合中，农产品市场将是成功实现
COP15目标的的重要参与者。维系粮
食系统的良性运转，推动生鲜食品的可
获得性对未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至关重
要。	

世批联支持并欢迎COP15协议的签署，
未来我们将采取具体行动实现目标，例
如良善实践推广，政策文件宣传，生态
多样性保护能力培育，协议目标实现，
生鲜食品价值链攸关方教育等。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
奥·古特雷斯：“我
们终于开始与自然缔
结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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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新的共同农业政策(CAP)获
批，将会迎来怎样的转变？
____

欧盟2023-2027年新的共同农业政策
(CAP)计划于1月1日落地实施。帮助
实现2019年投票通过的《欧洲绿色协
议》(European	Green	Deal)，该协
议将在五年内吸纳3870亿欧元的投资，
约为欧盟预算的三分之一，标志着民众
对该协议人们对该协议的极度认可。

1962年实施的共同农业政策致力于让欧
盟在几年内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而新的共
同农业政策政策则更多地考虑到与环境
保护相关的要求：到2030年，将有机农
业用地提高25%，将休耕土地从3%增加
到10%，获得三倍增长，同时减少一半
的合成农药的使用量，减少20%的化肥
使用量。由于目前农业占欧盟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30%，因此未来还将针对动物
的甲烷排放采取措施。

“新的共同农业措施”的新颖之处在
于，新的共同行动计划是欧盟国家在国
家层面推进实施的，配套的还有制定的
战略计划，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地区适
宜性。针对每个欧盟国家的具体需求，
每一项措施都将进行干预调整，实现整

体层面的目标取得，以及《欧洲绿色协
议的》宏伟目标达成。2023年1月1日政
策实施前，欧盟委员会已经在2022年上
半年，对所有的国家战略计划进行了审
核检查。

该政策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和“从农场
到餐桌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吸纳了一
些列有利于环境发展的援助投资。任何
接受政策援助的农场都必须遵守相关规
则，这些规则归于“良好农业和环境规
范”（GAEC）。通过混合当前良好的
农业和环境规范和之前与绿色支付相关
的义务，新的共同农业政策创建了包含
10项要求的“超级条件”。其中新创建
的有我们提到的湿地和泥炭地的保护，
以及规定了最低百分比的非生产性要素
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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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生态计划的也是共同农业政策改革
的主要创新之一，计划在2023	-	2027年
间，各国需要对农民的生态转型进行平
均25%	的直接投资。同时新的援助将
根据环境要求分为三个方式以及两个级
别。为避免援助资金短缺，所有农民都
将获得标准水平（60欧元/公顷）的援
助，针对特殊情况，援助资金可以提高
至（82欧元/公顷）。获得援助的第一
个途径是农业实践，如永久性草原的维
护、作物的多样化和行间种草（树木栽
培和葡萄栽培）。第二种要求农场拥有
最低限度的农业生态基础设施（树篱、
休耕地等）。最后是环境认证（有机农
业等），这是获得生态计划的第三种方
式。

社会层面，各国应至少投入3%的资金
预算来支持年轻农民，至少投入10%
的直接补贴重新分配给当地的中小型农
场，以此来支持青年农民的收入获得、
投资支持以及创业援助。同时，该政策
还强调性别平等与女性权利，支持女性
参与农业，并纳入政策目标。最后该政
策还要求要建立至少4.5亿欧元的永久
性“危机储备金”，来应对价格波动
带来的负面影响，新的共同农业政策
有望满足社会需求，保护农民农业发
展，同时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缓解欧
盟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创建生态计划的也
是共同农业政策改革
的主要创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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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发言者和农业参与者强调，当前
的农业市场受到通货膨胀、紧张的地缘
政治背景、气候灾害和反复出现的粮食
疾病压力的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非洲猪瘟和禽流感持续影响整个欧洲的
生产和贸易。此外，欧盟委员会认为农
业中间投入成本的激增导致农民会面临
一定的经济困难。

欧洲政策制定者还要求农民以更有弹性
的方式重新考虑他们的农业体系。在这
方面，发言者谈到了在欧盟促进再生农
业的必要性。这一措施将改善土壤的生
物多样性并确保农业生态食品的生产。
欧盟委员会指出，供应链中的全体成员
都应支持这类生产的发展和商业化。此
外，欧盟委员会还在会议中发布了《欧
盟2022-2032年农业展望》年度报告。
该报告介绍了从今天到2032年欧盟主要
农业市场、收入和环境的前景。世批联
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这让我们将有机
会与欧盟主要参与者讨论重大挑战和目
标。只要我们共同行动，我们就能成功
实现这些目标。

参与:
世批联出席2022年欧盟
（EU）农业展望大会
____

2022年12月8日至9日，世批联参加了
由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举办的2022年
欧盟（EU）农业展望大会。2022年的
会议吸引了来自38个国家的500多名参
会者，另外还有来自43个国家的3000
人在线参加。会议涵盖了多个主题：从
新的共同农业政策（CAP）战略计划到
欧盟对全球粮食安全的作用、可持续粮
食系统和农业市场的前景。

“目前欧洲的农民平
均年龄为57岁。据调
查显示，农民很难找
到买家。因此，欧洲
每天大约有800个农场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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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消费者协会（CI）的生活
成本调查指出，66%的消费群体
表示，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受到了
食品价格上涨的“严重影响”；

•	国际消费者协会报告指出，面
临粮食危机，只有可持续的粮食
系统才能保护消费者，有78%的
消费群体支持“更多样化和可持
续的农业生产”；

•	粮食系统亟待采取行动推进转
型——83%的消费者群体强调需
要增加对消费群体的紧急保护，
而只有19%的人表示对政府的回
应感到满意；

•	基本上，食品实际价格上涨5%
可能会使5岁以下儿童的中度/重
度消瘦的风险增加9%；

•	如今，30亿人无法获得健康
的饮食，19亿成年人超重或肥
胖，4.62亿人体重不足；

•	批发市场平均每年售出约占全
球50%的水果和蔬菜。

事实: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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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2022年世批联奖得主，厨
师兼“法国美食大使”纪
尧姆·戈麦斯	
____

为了支持世界上最伟大的美食思想家，
世批联与“美食家奖庆典”合作，为“
食品分析与研究”类别设计了年度最佳
烹饪书奖。奖项的设立，是因为，在世
批联的眼中，他们是作为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新鲜食物和美食的大使，去
年，该书首次被授予作者克劳迪娅·罗
登(Claudia	Roden)的《医学：食谱》
（Med:A	Cookbook）一书。

该奖项意义重大，为实现食品系统的转
型，改变饮食模式至关重要。我们相
信，厨师作者和厨师是在世界各地的
公民中传播更好饮食的诀窍并帮助人们
重新获得饮食乐趣的最佳大使。在这方
面，书籍在影响烹饪习惯方面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它教会人们如何将新鲜
农产品与日常、简单和新鲜的食谱结合
起来，传播可能会消失的烹饪传统。

2022年12月12日，主席斯特凡·莱亚尼
先生为作者纪尧姆·戈麦斯(Guillaume	
Gomez)的《国际御厨协会》一书，颁
发了世批联奖。戈麦斯先生在法国爱丽
舍宫担任主厨已有25年，他在雅克·
希拉克总统的领导下开始了他的工作，
并为其他三位法国总统烹饪：尼古拉·
萨克齐、弗朗索瓦·奥朗德和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多年来，他为四位总统和
800名在皇宫工作的员工提供了200多万
份餐食，准备接待菜单和国宴；包括一
天内多达600位客人的宴会。纪尧姆·
戈麦斯两年前被马克龙总统任命为法国
美食大使。我们很高兴与读者分享对戈
麦斯先生的专访。	

世批联最近授予您“‘安托万·卡雷
姆’2022年美食文学奖”，以表彰您的
书《国际御厨协会》，该书于2022年11
月由Cherche	Midi出版。获得这个奖项
对你意味着什么？	

获得奖项是一种荣誉和惊喜，是对我多
年工作的奖励。并向国际御厨协会的所
有厨师以及创始人吉尔斯和莫妮卡·布
拉加德致敬。这一协会是国际性的，受
到国际组织认可，我们也很荣幸。

你能向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写
这本书，以及“国际御厨协会”是什么
吗？	

国际御厨协会是45年前由吉勒·布拉加
德创立的俱乐部。它汇集了众多国家元
首的主厨，世界上最独特的俱乐部。它
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成员。首先，你必
须是国家的官方厨师才能成为其中的一
员，并且要有为国王、女王、总统、国
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工作的经历。

在此之前，没有一本书将成员们的食谱
汇集在一起。当然，我们也无法将所有
成员都包括在内，只能在大约40名成员
中选择大约20名。这本书在协会成立45
周年之际向“国际御厨协会”的所有厨
师致敬，特别是向吉尔斯和莫妮卡·布
拉加德的作品致敬。		

8



贵族夏尔·莫里斯·塔列朗曾说过：“
给我好厨师，我会为你写出好的政
论。”您能同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什么
是美食外交吗？

美食外交或者叫烹饪外交，它是一种软
实力，强调各国为促进外交关系在美食
层面采取的行动。这种良好的关系建立
得益于美食的制作。这是我们在国际御
厨协会的意义。塔列朗对安托万·卡雷
姆(Antonin	Carême，法国现代糕点
艺术奠基人)表示理解，因此从那时开
始，美食在会议桌上的重要性就凸显了
出来。

国宴大厨的地域性产品选择在促进当地
农业发展上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每位厨师的职责是通过生产者、农民、
工匠、葡萄种植者以及相关产品进行美
食制作后，来推广他们的美食的。每个
国家的宴请都是国家的一扇窗，这就是
国际御厨协会与众不同的地方，这里的
每个人都很重要。俱乐部的会议上，每
位厨师都有发言权，可以分享与强调他
们的美食。每年我们都会更换国家进行
交流，每个成员都可以在这些国家，发
现当地美食。

我们了解到您经常清早就去朗吉斯国际
市场(Rungis	International	Market)购
买新鲜的时令产品。请问为什么您认为
同朗吉斯这样的批发市场开展密切合作
是如此重要？厨师直接到批发市场挑选
产品有什么好处？

	在法国，当你有幸成为一名厨师时，进
入朗吉斯国际市场其实是一种特权。每
当法国国际御厨协会来访时，大概10年
一次，我们都会带着外国厨师去朗吉斯
国际市场。过后，他们都一致表示，从
未见过一个产品质量如此之高、产品种
类如此之多的市场。世界上的每一位厨
师都梦想着能进入像朗吉斯国际市场一
样的批发市场！事实上，它是全世界的
样板。每一个场馆都赏心悦目，满足人
们对于产品的味道与质量的双重需求。
同时，在那里所有行业都有代表，朗吉
斯国际市场里的每个参与者都是美食行
业的重要参与者。

在法国能够拥有如此多的美食，这不仅
要归功于一个完美运作的分销系统，还
要归功于主席史蒂芬·拉亚尼领导的朗
吉斯国际市场。

“在法国能够拥有如
此多的美食，这不仅
要归功于一个完美运
作的分销系统，还要
归功于我们的批发市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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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来说，避免粮食损失就是要防止
农产品从零售商那里被退回。此外，欧
盟委员会认为应当保证在不同的利益相
关者之间合理地分配利润。很多时候农
民获得的最终报价太少了。	最后，不可
食用的食物垃圾可以作为副产品来喂养
动物，这样有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

参加会议的超市和零售商建议促进生产
者、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合作，以便
让市民了解生鲜产品的时令性。为了在
生产高峰期销售季节性产品，零售商的
代表建议通过监控来确保所有的产品都
被售出而不被浪费。食品促销应该只针
对即将过期的产品，这样可以确保食品
被消费掉。

会议还讨论了包装问题。因为塑料污染
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威胁，但同时包装也
能起到改善食物保存和防止腐烂或发霉
的作用。研究表明，食物浪费对温室气
体排放的影响比塑料污染更大。由于包
装对减少食物浪费是必要的，包装行业
就必须成为循环型行业。这样就能阻止
塑料污染并减少塑料对环境的影响，同
时为减少食物浪费作出贡献。

事件:
12月16日，世批联参加了
欧盟公民食物浪费问题小
组会议，该会议由欧盟委
员会组织旨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____

2022年12月16日，世批联参加了由欧盟
委员会组织的欧盟公民食物浪费问题小
组会议。该活动从欧洲各国挑选了150多
名公民，他们可以在线参与讨论。由于
欧盟每年浪费近5700万吨食物，因此为
了实施有关食物浪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成立了欧盟食物浪费公民小组。
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数字12.3是到
2030年将全球零售和消费层面的食物浪
费减少一半，并减少生产、收获和供应
链上的食物损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欧盟委员会首次决定要求公民撰写合适
的政策。

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16日举行，随
后将在1月和2月举行另外两次会议。第
一次会议的目标是向公民介绍一个从农
民到超市，包括酒店和慈善机构在内的
食物链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大型小组。每
个利益相关者的代表有10分钟的时间去
描述其所在部门在减少粮食浪费或粮食
损失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本文将逐一介
绍欧盟公民提出的主要解决方案。

首先，食物浪费和食物损失占我们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近8%，这直接导致了气候
变化。此外，这种浪费也成为一场经济
和社会灾难:每年浪费的13亿吨粮食相当
于近1万亿美元，这些浪费可以养活世界
上8亿遭受饥饿和饥饿的人。因此，大幅
减少粮食浪费是一项道德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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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酒店、餐馆、酒吧......）的食物
浪费约占全球食物浪费的10%（其中60%
来自商业餐馆，30%来自餐饮活动，10%
来自酒店）。然而，为专业人士测量食
物浪费应该是一个优先项。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有人提议组织由各国资助的培
训和免费诊断，以测量该部门的食物浪
费，因为在欧盟每天大约有3600万道菜
被浪费，那么就有人提议由各国出资组
织培训和免费诊断来测量部门的食物浪
费问题。专业人员需要了解消费者为什
么会关心或不浪费一道菜、什么样的质
量和数量最适合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每天
会有多少客户。最后，如果在集体餐饮
业用餐的客户没有吃完他们的菜，那商
家就有义务向他们赠送一个打包盒。

粮库和慈善机构是减少食物浪费和解决
食物不安全问题的主要行动者。由于欧
洲的许多粮库(30个欧洲国家有340个)
已在确保食物最终出现在需要食物的人
手中，这是就应该鼓励食物捐赠。代表
们承诺向这一部门提供更多援助，从而
有可能克服最弱势群体的粮食不安全问
题。

参会者指出，政府可以在地方和全国范
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教育活动。此外，他
们还可以通过实施战略政策来动员所有

活动参与者。我们需要通过立法来减少
部门的粮食浪费和粮食损失，禁止销毁
仍可食用的食物，通过对食物捐赠免税
机制来鼓励捐赠。我们可为消费者明确
消费日期是另一个行动轴（«最佳食用
日期	 «意味着食品在该日期后仍可食
用，但其口味不再相同），并奖励那
些减少食物浪费的消费者。

最后，消费者为避免食物浪费而采取
的行动是最为详细的。从过度购物导
致食物浪费的事实到人们对食物保护的
认识，许多消费者一致认为解决食物浪
费问题应该从学校教育开始。堆肥、给
宠物提供不可食用的食物、以良好的方
式储存每种食物、用当季的食材进行烹
饪：这些知识是减少食物浪费和帮助后
代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

会议小组最后指出，如果今天我们制
定出，改变游戏规则的明确方案，那么
我们就可以大大减少整个供应链的食物
损失和浪费，法律的制定是必须的，来
以促进粮食捐赠和食物浪费的惩罚。因
此，在未来的两场会议，我们的目标将
是建立所需法律。世批联致力于在我们
的成员中推广良好实践方法，以大幅减
少食物浪费和损失。

“该活动从欧洲各国
挑选了150多名公民，
他们可以在线参与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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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实
践:
了解南亚最大的批发市场
达拉泰通过科技创新为支
持更好的农业实践方面所
做的工作！
____

世批联秘书长尤金妮娅·卡拉拉
（Eugenia	Carrara）应世批联会员达
拉泰市场（泰国曼谷）的邀请于2022年
11月2日至8日访问了泰国。达拉泰批发
市场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新鲜农产品批发
市场，占地96公顷。达拉泰批发市场在
基础设施方面被公认为是该地区的领先
者。该市场销售了泰国50%的水果，每
天接收1.2万吨食物。2019年，泰国政府
通过颁发“良好农业规范”证书(GAP)
来鼓励农民减少农药的使用。消费者了
解更好的农产品出处成为了一个需要解
决的问题？达拉泰市场与泰国政府努力
合作促进了更好的农业生产。该市场通
过引入产品二维码的方式促进了这种产
品的商业化，并在批发市场内给这些产
品一个特定的位置。我们很高兴与您分
享达拉泰市场首席执行官乔克恰伊先生
对这一创新工具的采访。该工具确保了
产品的可追溯性，同时增加了消费者对
农民的信心。

您最近创建了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二维码。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它的开发
灵感和好处?

作为批发市场的领先者，达拉泰的使命
是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此
外，他还为农民创造满足客户要求的机
会，增加了农产品的可溯性。如今，我
们与泰国的20万农民建立了联系。这个
二维码有利于将作为达拉泰成员、种植
良好农业实践(GAP)食品的农民与消费
者联系起来，并以最方便的方式进行。
每个种植者都需要有农业部颁发的良好
农业实践(GAP)证书。这个二维码可以
让买家获得关于产品的不同信息，例
如：

—	种植者的名字

—	地址

—	电话号码

—	农场照片

—	良好农业实践(GAP)证书

—	有时还提供农场的视频链接

目前，这个二维码被1200名获得良好农
业实践(GAP)认证的农民使用。我们还
在批发市场创建了一个特别的	“良好农
业实践区”，买家可以扫描他们想要的
所有产品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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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广良好农业实践(GAP)产品，你
们在市场上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由于我们是泰国领先的批发市场，我们
帮助连接到不同的城市、城镇和村庄，
以及中小型种植者。与美国、澳大利亚
或欧洲国家相比，泰国的农场非常小。
由于有良好农业实践认证，2022年的农
产品销售量约为51000吨。这是相当不错
的，预计明年会有20%的增长。客户的
需求是拥有更多的良好农业实践产品，
但种植者来获得认证和教育需要时间。
因此，我们善意地教育农民种植更多的
良好农业实践新鲜食品。良好农业实践
证书包括减少杀虫剂和获得更好产品的
第一目标。此外，达拉泰团队在现场访
问每个种植户、批准需求，并为各个地
方的种植户创建一个二维码。然后，团
队将为种植者免费打印二维码。在到拉
达泰之前，种植者可以将二维码贴纸贴
在商品包装上。另一个主要挑战是向供
应链中的每个人都了解食品安全和食品
可持续性。	

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泰国政府决定实施
良好农业实践(GAP)吗？您的市场为促
进良好农业实践(GAP)产品的销售，是
如何开始这种合作的？

泰国政府在2019年制定了该制度来支持
种植者。由于泰国有7000万人口，每年
的蔬菜产量估计为500万吨，水果产量
为650万吨。因此，国家需要制定一个
更好的关于食品安全和食品可持续性的
政策。政府制定了一项让更多种植者获
得良好农业实践认证的政策。这项政策
提供了食品安全和食品可持续发展。由
于达拉泰批发市场非常关注这些问题，
于是我们通过与政府合作来鼓励农民进
行良好农业实践认证，并买家可通过二
维码来识别良好农业实践的产品。	

您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二维码在食品系
统向可持续发展过渡中提供的机会吗？
二维码是如何造福农民和食品生产商
的？	

目前来看，我认为二维码是一种实用而
简单的方法。我们在2019年开始使用
二维码和良好农业实践认证。对农民
来说，它是方便使用的。如果你把它弄
得太复杂，他们就不会成为该系统的成
员。当买家来到我们市场的时候，商家
会看到使用二维码的好处。如果他们想
与种植者直接联系，他们会利用更便捷
的方式进行签约，同时消费者也会更加
信任种植者。否则，很难告诉买家种植
者在哪里并且也很难找到良好农业实践
认证。此外，出口水果和蔬菜需要良好
农业实践认证。因此，对于想要出口这
些产品的买家来说就更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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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从卖二维码农产品的商家那里得到了
什么样的反馈?	

卖家和买家方面的反馈都很好。卖家非
常高兴我们在市场上为良好农业实践产
品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果买家来
到达拉泰市场的这个区域，他们将得到
可持续的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
良好农业实践产品将不被出售或者这些
产品是不安全的。

是否有计划将其推广到其他批发市场或
零售店？为什么你会说它的广泛使用对
食品工业很重要?	

是的，我们想将该计划进行推广。因为
在泰国有18个批发市场，同时我们还是
泰国批发市场协会的成员。我认为如果
每个人都想有一个二维码，这也意味着
他们希望在市场上有更多的良好农业实
践产品。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产品的
足量供应。由于批发市场内有一个由卫
生和食品部认证的实验室，我们每天都
会对进入市场的水果和蔬菜进行检测。
二维码让我们在产品溯源方面节省了很
多时间。因此，就可追溯性、安全性以
及消费者对农民的信任而言，二维码的
广泛使用对食品行业非常重要。

您认为二维码有可能被出口到其他国家
吗？	

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做二维码。因为
我已经在阿布扎比世批联会议上与许多
其他批发市场谈过这个问题，它确实是
一个基本系统。但是只有泰国存在关于
良好农业实践证书。因为我们的未来关
乎食品可持续性、食品安全和食品可追
溯性，这样才能让消费者有新鲜的食物
并了解食物生产的标准化方式。

“达拉泰与泰国政府
合作，努力促进更好
的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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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批联的世界里
____

•	12月1日，世批联参加了欧盟粮食浪
费预防小组。

•	12月9日，世批联参加了联合国全球
粮食危机小组。

•	12月8日至9日，世批联在布鲁塞尔参
加了由欧盟委员会举行的2022年欧盟农
业展望会议。

•	12月12日，世批联主席史蒂芬·拉亚
尼先生为纪尧姆-戈麦斯创作的《国际御
厨协会》一书颁发了世批联奖。

•	12月13日，世批联在斯特拉斯堡组
织了“热爱本地市场2023”活动的筹
备会议。

•	12月14日，世批联应意大利渔业协会
的要求，组织了一次欧洲不同批发市场
之间的会议。此会议是用来解决欧盟的
鱼类市场问题。

•	12月16日，世批联在欧洲可持续发展
目标委员会参加了欧盟食物浪费公民小
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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