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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比利时炸薯条

来自欧洲中心的优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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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 Frietkot  
聚聚吧！

Frietkoten 在比利时随处可见。小店、小
食，现场享用或打包带走，都随您心意。
怪不得无论是比利时人，还是来自各行
各业的游客，都趋之若鹜。

来到比利时的游客几乎都品尝过我们各
种口味的“比利时炸薯条”。

盛宴

炸薯条是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不论是与各种肉类或沙拉组合， 
还是单独出现，都不改它的美味。

Go For Gold

完美烘焙、色泽金黄：可搭配午餐或晚
餐，或单独品尝。

天生一对

噢，是的，他们是绝佳拍档：比利时
薯条与另一种比利时美食——啤酒
共享盛誉……

分享

拿些薯条，一起分享吧！吃薯条就
是我们的分享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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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比利时炸薯条，金黄酥脆。产自欧洲中心地带，结合
手工技艺和最先进的生产工艺，比利时供应商为您带来
色泽金黄的无上美味。

正宗比利时炸薯条：来自欧洲中心优良品质。

Go For Gold

“fries（炸薯条）和 
friends（朋友）看上去如
此相似，绝非偶然。”

炸薯条在比利时随处可见：在日常的美食里，在街边小摊
上，在我们的文化中。炸薯条美食店（或 frietkot ）更是将
比利时的薯条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聚在一个这样
的小吃店里，或当场享用这个国家的标志性美食，或是打
包带走，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

炸薯条和比利时完美 
契合

比利时炸薯条出口量（单位：吨）
来源：欧盟统计局

全球炸薯条出口份额（单位：吨）
来源：国际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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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 比利时的 frietkoten 已被列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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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
清除石头并
清洗 

去皮
（蒸煮）

分拣 
和切片

预煮和 
调整 

烘干
（高温， 
干燥空气） 

煎炸 装载/卸载冷却和 
冷冻

包装
（全自
动）：通过
代码实现可
追溯性 

装盘
可用于国际 
运输 

自然

比利时炸薯条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是自然和精心监控的种植过程。高品质且
经过认证的种子，让比利时的马铃薯肉质鲜嫩、口感极佳，也赋予了它天然的
黄色。因此，无需添加色素，比利时炸薯条即可自然呈现金黄的色泽。

五种适用于炸薯条

比利时有许多个马铃薯品种。其中有五种是炸
薯条的完美选择。但是，早期品种和一些新研
制的品种也可用。换言之：比利时可以确保马铃
薯的持续供应，这样，马铃薯生产商就可以源
源不断地生产出炸薯条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冷冻
马铃薯产品。

Bintje：最传统的品种，是一种多价马铃薯
Fontane 和 Challenger：只用于炸薯条，适合
大规模种植
Innovator 和 Markies：特别适合加工成炸薯条
的品种，不是很普遍

多管齐下
共筑成功

比利时地处欧洲马铃薯种植的中心，土壤和气候均十分适宜，拥有丰富多样的
马铃薯品种，是世界马铃薯产量最高的国家。此外，种植户的传承工艺和高科
技供应行业结合，必然能让比利时生产出高品质的马铃薯，而这正是所有马铃
薯加工产品的基础。

“你可以从比利时带走一个
土豆，但你不能把比利时从
土豆中拿走。”

与时俱进

比利时马铃薯加工行业融合了欧洲最现代化的环保和可持续技术与质量体
系。持续的投资和技术创新，让这个行业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引入高性能
的设备，实现自动化生产，这进一步增强了贮存能力，加强了食品安全，也产生
了新的包装概念。

全球最大的
冷冻马铃薯产品出口国

比利时是马铃薯市场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凭借其种植和
加工马铃薯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比利时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冷冻马铃薯产品出口国，每年约有 450 万吨马铃
薯被加工成各种产品。

成产过程：
持续的质量控制

供应：质量和尺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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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沛温和的海洋气候带来了充沛的降
雨，为马铃薯漫长而丰富的生长季节
提供了保障。我们的马铃薯田地有着
丰富的壤土、黏土或沙质土壤。

您知道吗？
... 比利时不仅仅是全球主要的冷冻马铃薯出口国，还
是从荷兰、法国北部和德国等邻国进口新鲜马铃薯的
主要进口国。在我们的生产商手中，邻国的马铃薯就
像黄金一样珍贵……



联邦食品链安全局 (FASFC)

联邦食品链安全局 (FASFC) 是一家对植物和食品安全进行独立控制的组织。该组织不仅具
有检查权，还能制定食品链自我控制、报告义务和可追溯性的法规，并为遵守这些法规的运
营商提供认证工具。

Vegaplan

Vegaplan 是一个涵盖马铃薯作物的质量体系。该体系定义了种植者必须遵守、与主要植物
产品品质相关的标准，并将这些标准转换为农场证书。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创建一个适用于
整个植物链的食品安全、质量控制和可追溯性系统。Vegaplan 标准包含欧洲和当地对作物
综合保护的要求，且已得到欧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认可。

可持续农业倡议 (SAI)

可持续农业倡议 (SAI) 开发了一款用于评估农场可持续发展（即农场环境、社会和经济方
面）的农场可持续评估工具 (FSA 2.0)。为了遵守可持续发展法规，经认证种植者必须能够
证明，自己的努力有助于可持续发展。Vegaplan 计划已荣获 SAI 马铃薯作物金奖。

欧盟食品安全政策，确保人人食品安全

欧洲严格界定了风险分析，这快速地减少了化工厂植保产品的使用。近期示例包括：

• 停止使用氯苯胺灵作为长期贮存马铃薯的抑芽剂：在欧盟，只允许使用天然的抑
芽剂。

• 丙烯酰胺的监管：
 - 预防措施
 - 缓解
 - 减少摄入量的法律框架
 - 油炸马铃薯产品的指导原则：goodfrie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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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品，只要存在
数百年，就一定是可持续
的。这点也适用于比利时
的马铃薯生产。” 

精心培育， 

小心生产
想要炸薯条品质优良，就必须实施最严格的监控。从
初级产品到加工、包装和运输整条，比利时的整个马
铃薯产业链都特别关注马铃薯和炸薯条。整个过程得
到最严格的程序和质量标准的支持。



定制化包装

在包装过程中，所有参数都会受到严密监控，以确保品质。同样，供
应商也同样具备出色的灵活性，可为您呈现无限的可能：包括提供
各种包装尺寸、私人标签以及包装设计等细节。

炸薯条及更多产品

比利时所有的马铃薯加工公司不仅能提供正宗的比利时炸薯条，还
能供应品种多样的马铃薯产品和特色产品，以及灵活的解决方案，
满足全球客户的各种需求。

定制化服务

比利时马铃薯加工公司熟悉全球各地的市场和马铃薯发展趋势，因
此，就能很好地着眼于客户的需求、愿望、梦想和创造力。目的是什
么？以灵活、创新的方式工作，以客户为中心。长期的伙伴关系，以
及个人的、值得信赖的合作，是这家比利时公司的核心主张。

妥善交付

快速的交付服务、灵活的生产线和毫无瑕疵的可追溯性：这只是比
利时马铃薯加工公司所提供服务的几个特征，他们已准备就绪，致力
为您找到最佳的物流和配送解决方案。比利时港口可全年运营，借
助附近的港口，比利时供应商可将货物轻松运往全球各个目的地。

比利时马铃薯加工行业采用最新技术，依循最严格的
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口感丰富，
纹理漂亮，入口外脆内酥。为了保证产品的品质、创
新、质量和安全，比利时马铃薯加工行业不断在整个马
铃薯产业链上投入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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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值得信赖、沟通顺畅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良
好合作始于高品质的产品，并以定制化服务、
洞察和建议为后盾。”

质量满足 

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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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马铃薯行业
就像一个越来越受到
全球消费者青睐的大
家庭。” 

多年来，全球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比利时，品尝我们
独特而美味的炸薯条。不过这一次，我们的薯条主动
向您奔来。尝试一下，您就会了解为什么只有比利时炸
薯条才是真正的炸薯条。通过我们的原产地标签进行
识别，并加入我们举办的试吃促销活动，您就会知道，
您正在享受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炸薯条。您的顾客也将
如此！

我们很幸运，您也是！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幸运的。气候和土壤的最佳组合使马铃薯得以生长，这为我们生产炸薯
条创造了条件。但是，除了这些先天条件，要想成功，还需要很多其他因素。几个世纪的传承
工艺，累积了深厚的产品和生产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们的种植者和加工商能
赋予炸薯条独特的味道。这对美食爱好者而言，同样是幸运的。

繁荣长达 500 年

他们来时寂寂无声，但很快就声名鹊起。马铃薯在 16 世纪被带到西欧后，因其富含维生素、
纤维、矿物质、复合碳水化合物和钾等高营养价值，以及低卡路里、低脂肪和低胆固醇等特
色，很快就在当地饮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几个世纪以来，马铃薯一直倍受欢迎，最终成就
比利时第一大美食：炸薯条。而其余的，正如他们所说，是历史。

Go For Gold

消费者寻找的是什么？质量和味道：传统和真实性；多样性和独创性……当然，还要有趣！他
们寻求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食体验——现在，您在当地就可以为他们提供。美味的简单，简
单的美味：正宗比利时炸薯条征服了全球数百万人的心，也征服了他们的味蕾。为什么呢？因
为人人都想……Go For Gold。

为什么正宗炸薯条源自比利
时……，而不是法国

比利时炸薯条的起源可追溯到 17 世纪。在
那时，生活在默兹河谷地区（比利时）的人们
就已经开始切马铃薯片，炸马铃薯了。300 年
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18) 期间，驻
扎在比利时的美国士兵错误地将油炸马铃
薯片称为“法国炸薯条”。为什么呢？因为，
当时比利时军队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不幸的
是，士兵们忽略了比利时 3 个世纪的美食 
传统。

您知道吗……
……有一名比利时炸薯条大使？James 
Bint 是代表“比利时炸薯条”的杰出人物。
他就是马铃薯行业的标志，是我们金黄色
炸薯条当之无愧的大使。

征服顾客 

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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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进口冷冻薯条？

不用多看。

选择纯正产品，来自全球主要冷冻马铃薯出口国。

选择优质薯条，金黄色泽，独具特色。

选择正宗比利时炸薯条，来自欧洲中心的优良品质。

Go For Gold
www.originalfrie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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