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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认证范围及收费说明 

一、业务范围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是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

批准开展有机产品认证的机构（批准号：CNCA-R-2002-105），并且获得中国合格

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认可（注册号：CNAS-C055-P），认可范围如下： 

1. 有机种植（作物、食用菌、野生采集） 

2. 有机养殖（畜禽养殖） 

3. 有机产品加工 

二、收费项目 

2.1 认证费：包括申请费、审定与注册费、现场检查费等。  

2.2 抽样检测费。  

三、收费方法  

3.1 申请者与认证中心签订《有机产品认证合同》后，应预付按第四部分收费标准确定

的认证费的 50%，余款在现场检查结束后付清。  

3.2 抽样检测费由认证中心指定的检测单位按国家相关规定收取。  

3.3 检查员的差旅、食宿费由申请者据实支付。  

3.4 本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为基本价格，每年的认证收费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认证评

审工作的复杂程度等因素重新核算。  

四、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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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公司现有认可业务范围，按照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13 年 5 月 3 日颁布并

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认证价格自律规定》（中认

协监【2013】102 号文件）的要求，制定本公司有机产品认证收费标准如下： 

有机产品初次认证收费标准 

（本收费为认证费总价，不含交通费和食宿费。） 

第一部分：单一产品种类认证 

产品种类 

认证类型及基本价格 

影响认证费的因素 农场认证

费（万元） 

加工认证 1）

费（万元） 

作 

物 

类 

谷物、豆类和

其他油料作

物、纺织用植

物、制糖植物 

1.5 1.0 

➢ 面积以 2000 亩为基础，每增加

2000 亩，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 每增加一种产品，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蔬菜 2）（非设

施栽培） 
1.5 0.8 

➢ 面积以 200 亩为基础，每增加

200 亩，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 每增加一小类产品，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蔬菜 

（设施栽培） 
1.5 0.8 

➢ 面积以 100 亩为基础，每增加

100 亩，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 每增加一小类产品，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蔬菜（同时具

有设施栽培

和非设施栽

培） 

1.8 0.8 

➢ 按设施栽培起点面积起算，非设

施栽培部分按规模因素增加认证费

用。 

水果和坚果

（非设施栽

培） 

1.5 0.8 

➢ 面积以 1000 亩为基础，每增加

1000 亩，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 每增加一种产品，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水果（设施栽

培） 
1.5 0.8 

➢ 面积以 300 亩为基础，每增加

300 亩，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 每增加一种产品，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水果（同时具

有设施栽培
1.5 0.8 

➢ 按设施栽培起点面积起算，非设

施栽培部分按规模因素增加认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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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设施栽

培） 

用。 

茶叶等饮料

作物 
1.0 0.8 

➢ 面积以 300 亩为基础，每增加

300 亩，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花卉、香辛料

作物产品、调

香的植物 

1.5 1.0 

➢ 面积以 2000 亩为基础，每增 2000 

亩，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 每增加一种产品，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青饲料植物 1.5 1.0 

➢ 面积以 5000 亩为基础，每增加

5000 亩，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 每增加一种产品，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植物类中药 1.5 1.0 

➢ 面积 1000 亩为基础，面积每增

加 1000 亩，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 每增加一种产品，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种子与繁殖

材料 
1.5 1.0 

➢ 面积以 2000 亩为基础，每增加

2000 亩，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 每增加一种产品，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食用

菌 
食用菌 1.5 0.8 

➢ 以 10 万菌棒为基础，规模每增

加 5 万菌棒，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 露地栽培类的，参考设施或非设

施栽培蔬菜的收费标准； 

每增加一种产品，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野生

采集 
野生采集 1.5 1.0 

➢ 面积以 5000 亩为基础，每增加

5000 亩，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 每增加一种产品，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注释： 

1) 此处加工认证是指针对非外购原料加工的认证，以下同。 

2) 蔬菜按薯芋类、豆类、瓜类、白菜类、绿叶蔬菜、根菜类、甘蓝类、芥菜类、茄果

类、葱蒜类、多年生蔬菜、水生蔬菜、芽苗类等 13 类作为产品小类（与《目录》相同） 

产品种类 

认证类型及基本价格 

影响认证费的因素 农场认证

费（万元） 

加工认证费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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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

类（畜

禽） 

禽与禽蛋类 1.5 1.0 
➢ 存栏 5000 羽为基础，每增加

5000 羽，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猪 2.0 1.0 
➢ 出栏 2000 头为基础，每增加

2000 头，增加认证费 3000 元。 

牛羊肉（人工

养殖） 
2.0 1.0 

➢ 牛等大体型动物：出栏 1000 头

为基础，每增加 1000 头，增加认证

费 3000 元； 

➢ 羊等中小体型动物：出栏 5000 头

为基础，每增加 5000 头，增加认证

费 3000 元。 

牛羊肉（天然

牧场 

放牧） 

2.0 1.0 

➢ 牛等大体型动物：出栏 5000 头

为基础，每增加 5000 头，增加认证

费 3000 元； 

➢ 羊等中小体型动物：出栏 10000 

头为基础，每增加 10000 头，增加认

证费 3000 元。 

乳用畜和乳

品 
2.0 2.0 

➢ 奶牛等大体型动物以存栏 500 

头奶牛为基础，每增加 500 头，增加

认证费 3000 元；羊等中小体型动物以

2000 头为基础，每增加 2000 头，增

加认证费 3000 元； 

➢ 以生产一种乳制品为基础，每增

加一种乳制品，增加认证费 5000 元。 

第二部分：多产品种类认证 

产品种类 

认证类型及基本价格  

农场认证费

（万元） 

加工认证费 

（万元） 
影响认证费的因素 

综合 1：多种类别作物

或动物生产认证 

第一种作物或

第一种动物认 

证费 3）+其他

作物认证费总

和×50% 

第一种作物或

第一种动物工

厂认证费+其

他作物或动物

工厂认证费总

和×50% 

➢ 相应的认证费用及其影响

因素参照相应作物类和养殖类

标准计算。 

综合 2：作物种植和动

物养殖混合生产认证 

养殖认证费+

作物认证费×

50% 

养殖工厂认证

费+作物工厂

认证费×50% 

➢ 相应的认证费用及其影响

因素参照作物类和养殖类标准

计算。 
3）注：以计算出认证费用最高者作为第一种作物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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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外购有机原料进行加工的有机加工认证 

加工认证（100%外购有机原料） ➢ 视加工产品的种类及其规模、食品安全风

险程度、工艺的复杂程度等因素而定，认证费

用 2.0-8.0 万元。 

加工认证（既有自有原料、又有外购原

料且外购原料占 50%以上） 

说明： 

1) 应实施规则要求，需增加现场检查频次的项目，每增加一次现场检查，增加认证费

0.3 万元； 

2) 对于小农户认证，当农户数多于 20 户时，每增加 100 户，增加认证费 0.3 万元； 

3) 对于分场所，视距离和复杂程度等因素每一分场所增加收费 0.3-1 万元； 

4) 其他未列明的产品收费标准比照列表中相近生产形式的产品收费； 

5) 再认证收费不低于初次认证收费的 75%； 

6) 再认证时遇增加产品、扩大规模等情况，按“影响认证费的因素”增加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