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最佳大米

· 全天然及传统种植
· 认证的质量 - 价格合理
· 最先进的生产
· 世界上最好的茉莉花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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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哥地区地图

高棉大米
（历史和文化）

大米生柬埔寨的栽培历史已
经有几千年，可以追溯到公元
前5000年。即使在9世纪伟大高
棉帝国崛起前，现在我们称之为的
柬埔寨人民已经用精细的系统来灌
溉稻田。在主导区域6个世纪的高棉帝
国期间，从位于现代化城市暹粒外的基
地，先进的灌溉系统使帝王培育一年多
达三种农作物。即使19世纪中期作为法国
的一个保护国，大米也是柬埔寨经济的支柱
。在那些年里，马德望省发展成为大型水稻
种植基地，而今天这个西部省份仍然被视为王
国的饭篮子。

在西哈努克亲王时代，
政府在一些人口最多的
省份开展了广泛的灌溉
项目，包括磅湛、干拉
省，在雨水不足期和土
壤相对较差的地区尝试和
增加水稻产量。由于千百
年来的栽培，柬埔寨有幸
可以种植一些在世界上最
理想的水稻品种。在2012
年,2013年和2014年连续
三年获得国际大米贸易组
织（TRT）国际小商品协
会（ICI）年度世界大
米会议 “世界最佳
大米”奖。高棉帝国
的国王一定会不以为
然。

您知道吗？
大米是柬埔寨生活中如此重要，问候语，“你吃了
吗？”或着“Nyam bai？”字面意思是，“你吃
过饭了吗？”

国花

National Road No. 6

PrasatPrasat PreiPrei

To Roluos Group
15 km

Preah Enkaosei

Prasat Pithu

asat PreiPra

SamrèBanteay SS

Prasat Pradak

THOKNA SAKHT

MANA HAI.

YAHAN PAAN

THOKNA SAKHT

MANA HAI.



今日的柬埔
寨大米

水稻种植区域广阔由西向
东遍布全国各地。如下图所
示六省出产最受欢迎的白金品
种。大约三分之一的品种包括
最有价值的茉莉花香米。

稻米对国家和每一位柬埔寨人都至关重要：
王国耕地84％专门用于水稻生产，雇员80
％的农民。大米占国家经济比重非常大：农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而水稻是主要农
作物，在出口中赚取宝贵的外汇。该国碾米
能力不断增长（从2009年每小时290吨至
2012年每个小时350吨 2014年每个小时双倍
达到700吨），对经济增加了很大的价值，对
于出口稻谷（未碾磨大米）到邻国是一个重要
的改进。

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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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香米区域

柬埔寨种植许多
品种的大米，主要
有两种类型：香米和
白米。

香米又分两大类：

• 顶级香米生长在雨季，
其超长粒、质地柔软，发
出强烈、自然的香味。最受
欢迎的名字是Phka Malis（
马里=茉莉花），还有如
Phka Rumduol、Phka 
Romeat、Phka Rumdeng，
Somali and Neang Malis™等品
种。

• 其他香米品种生长在旱季，包
括Sen Kra Ob 和 Sen Pidao。这
些旱季品种长粒、嫩和芳香。
其气味温和。有很多品种的白米
，其中一些是生长在雨季，其他
生长在旱季。该品种的大米  大
多数柬埔寨人民每天饭桌上最常
见的。

•  优质白米生长在雨季，时下
最流行品种是姜大米，Phka 
Knhey和Phka Chan-Sen Sar
米。蒸煮后，这些品种通常
有一个共性就是很柔软。

•  白米生长在雨季和旱
季中，蒸煮后，吃起来
口感硬一点。一些较
知名的品种为珍珠米
、Neang Khon、
Reang Chey、
Ponla Pdao 和 
Neang Minh米
。



柬埔寨大米产
业的发展

不到2008年，柬埔寨第一次出
口自己碾的大米。从那时起，各
级稻米供应链都发生着巨大的改
变，最明显的结果之一就是出口的
迅猛增加。

柬埔寨大米出口目的

柬埔寨大米出口量快速增长（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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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场到餐桌
种子繁殖项目提供
最有价值的香米优质
种子。使得产量增加和
更多同种的农作物。因
此，供应链收入增加，
使得农民收益的也随之增
加。

碾米
较新的碾米厂高度自动化
，拥有计算机控制设施，提
高了产能。质量管理的提高
有助于达到国际标准。稻壳
气化有助于更经济的发电。

在世界舞台上收获荣誉
柬埔寨大米出口达到严格
的检验和认证要求，从而
进入主要市场如欧盟、中
国和美国。近年来柬埔寨大
米出口商参加了重要的国际
贸易展览会和会议，如国际
大米贸易组织（TRT）和
世界稻米大会（WRC）
和THAIFEX - 亚洲世界
食品博览会。在2015
年 SILA 巴黎和中国（
广州）国际优质大米
和粮品牌展览会。他
们代表柬埔寨同新
市场中的买家和
经销商建立个
人关系，以实
现柬埔寨白金
的出口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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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柬埔
寨大米？

拉动出口意味着为客户提
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欧洲的
消费者，例如，坚持要最优质
的大米，而其他地区的消费者
需求特色产品。柬埔寨大米都能
同时满足他们的需求。

实现对质量的期望
• 柬埔寨大米是“绿色”的
：它是自然生长的，非转基
因，在成长中有限使用化学肥
料和杀虫剂。

• 为了公平贸易，
有机认证还在增加。

• 碾米厂正在获得各种质量管理
和食品安全认证，如ISO，HACCP
和GMP。

•  名贵品种，如获奖的优质茉莉花
香米已经完成基因序列图，这意味着
它们的纯度和真实性可以得到保证。

满足特种需求
• 蒸谷米在欧洲和非洲受欢迎。为了满足这种需求
，柬埔寨首家预煮工厂于2013年初开业，更多的
设施已经在规划中。
• 高价值品种，如柬埔寨获奖的顶级香米填补了宝
贵的利基市场。
•. 强化大米，其中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还没有在柬埔寨
进行商业化生产，只是一个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试点项目。

柬埔寨要让消费者满意
，需要不懈注重食品安
全，而DNA分析保证了
纯度和真伪。同时，营
销工作集中在柬埔寨独
特优质香米的推广上。优
质香米是王国烹饪菜肴卖
点。

奇迹作物
很少有人知道，大米可生产
出惊人的多样性产品- 而不
仅仅是你的盘中餐。展望未
来，科学的进步意味着从稻
壳中提取硅樹脂可能有一天
会被用作电池中的电极，而
另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是救
命疫苗的来源。更容易获得
的是消耗品，如米浆、米纸
和米糠油，甚至建筑材料
如稻壳砖块。而对于成
年人，我们不要忘了
各种各样大米作为原
材料的酒精饮料。其
中之一是新奇Sombai
，美味的米饭甘蔗
酒注入了当地的香料
和水果，是敬酒柬埔
寨白金成功最完美的
方式。干杯！或者
像我们说的那样，
“Sokpheap La'or
！” - “祝您身
体健康！””



国际金融公司
（IFC）大米支持项目

柬埔寨把大米称为“白金”，以
表达大米对其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性
。国际金融公司（IFC）大米支持项
目（RSSP）正在帮助该国实现在这一领
域的转型。该项目旨在增加供应链每一个
环节的价值.

- “从农场到餐桌” 

– 涉及到如种植、碾米和出口核心环节。

主要成就与展望

提高产量和使农民得到
更好的价格
项目通过与当地碾米厂合作，帮助农民获得更高
价值的稻米品种，如Phka Rumduol，顶级茉莉花
香米。第一代种子繁殖已经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
产量比其他稻米品种高40％，碾米厂的价格
高了三分之一”，37岁农民Mon Saro说
道。 “我会用这笔钱购买生活用品和
一些猪来饲养，我会存一些钱用于孩
子的教育。”据报道，到2013年，
通过在农场层面不同的干预措施， 3
万多农民增加了他们各种农业技术和
知识，8000农民采用了改进的香米种子
。增加农民收入达160万美元。

碾米厂达到国际标准
该项目已帮助八个省份大约100家中型和大型碾米商和出口商，
提供的支持和建议，其中包括
- 升级生产设施;
- 高效碾米机管理;和
-   –遵守食品安全，职业健康与安全标准。
到目前为止，十二家碾米厂都加入了食品放心项目，两家获得国际
认可的认证机构认证HACCP。五家碾米厂于2014年十二月认证
HACCP，另外五家将于2015年六月认证。

“我们很荣幸能成为柬埔寨第一家GMP和HACCP认证的碾米厂，很
高兴为柬埔寨稻米产业设定一个基准，”KANN Kunthy先生，马德
望大米投资公司（BRICO）的首席执行官讲到。
LORAN集团总经理MAO Kong先生，重申：“对我们来说，这是一
个很好的项目，这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声誉，容易更多国际买家了解
我们。”

其中，该行业的成果包括
：柬埔寨优质香米荣获三
次在 2012年,2013年
和2014年是世界上
最好的大米; 柬埔寨
大米现已列入国际
报价中。自1956年
以来柬埔寨已推出其
首个稻米标准; 全国大
米出口在2013年同
2012年相比翻了一倍; 
DNA指纹参考已经建立了最
流行的柬埔寨大米品种。大米
业支持项目一直在努力改善国
内和国外柬埔寨大米价值链。
一家领先的大米出口商说道：

“在柬埔寨，国际金融
公司正在帮助我们
组织好自己; 在柬
埔寨之外，国际
金融公司也正在
帮助提升我们。
”得益于利益相
关方的合作，包
括国际采购商和贸
易商，柬埔寨正在
成为高价值优质大米

国际公认的出口国.

柬埔寨，高级优质稻
米，您值得信赖的
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