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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与穆斯林
伊斯兰教（伊斯兰（al-Islam)系阿拉伯语音译，意
指和平、顺从）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
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也称清真教、回
教等。

穆斯林（系阿拉伯语音译）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最新数据显示，世界穆斯林总人数已经超过17亿， 分
布在20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世界人口的23%。

 在我国总共有十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
穆斯林人口超过两千两百万人食用清真食品。

 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
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



清真食品概念

 “哈俩里” (HALAL) 清真：伊斯兰教法规定合法或者是被
允许的。

 在我国清真食品还指十个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风俗习
惯和饮食习惯。

 “哈拉姆”(NON-HALAL/HARAM) 非清真：根据（教法）
标准，事情或者行为不被视为“哈俩里”范畴内的，与事
情和行为在伊斯兰教法（SHARIAH）内是被禁止或者是非
法的。

 可疑的、有嫌疑的(SHUBHAH)：事情和行为是可疑的，
和这些事物的状态不能被确认是否为哈俩里或者哈拉姆。



“清真”一词的由来

 汉语中“清真”一词可追溯至我国南北朝时期，在文
人笔下只是用来赞美品格高尚的人物或描写清雅幽美
的环境。

 到了唐宋以后，“清真”才开始于宗教相联系。 主张
“清静无为”故喜用“清真”。

 元代后期，逐渐演变成将“清真”二字专用于伊斯兰
教 （明太祖题金陵礼拜寺《百字赞》中“教名清真”
一语，说明“清真”在当时已经成为伊斯兰教的一种
标志。



“清真”一词的由来
 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林的学者用“清净无染”、
“真乃独一”、“其教至清至真”等来解释伊斯兰教，
同时，有的学者给自己译注的阐述伊斯兰教教义的著
作冠以“清真”二字，如《清真指南》、《清真释疑》
等。

 至此“清真”二字由一般名词变为伊斯兰教的专用名
词。 伊斯兰教——“清真教”   礼拜寺——“清真
寺”，“清真餐厅” “清真食品”。



何为清真“HALAL”饮食
  采用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食材加工制作出来的饮食叫做
“清真饮食”。

 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食材?  原则上来说，除了在《古兰
经》和《圣训》中所明确禁止的饮食外，其他的原则
上，都是“合法而且佳美”的。

 真正意义上的清真“Halal”食品既取决于食品原料的
的合法性-包括获得的渠道、合法的饲养、屠宰的方式
等，同时也取决于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合法性-包括食
物中的辅料、添加剂等,以及产品的包装、储存、运输、
销售等。



清真“HALAL”饮食的种类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及其原料的种类
越来越多样化。

 为了能够更好地掌握清真饮食的合法性，我们将其分
为四类来讲：

动物类

植物类

饮料类

食品添加剂



清真食品加工过程中注意的事项

 生产食品所使用的原料、辅料和添加剂不得含有任何
穆斯林禁忌成分；

 清真食品的生产线、检疫设备等，包括其原料和制作
工艺应当符合穆斯林的规范，并保证专用；

 加工场所环境要清洁应当符合穆斯林所要求；



清真食品加工过程中注意的事项

 应当在生产清真食品前严格按照穆斯林的清洁规范和
程序清洗，不能清洗的设备用具不得用于清真食品生
产；

 加工场所应当在显著位置悬挂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清真食品认证标识；

 加工场所不得有穆斯林任何禁忌物品。



清真食品的包装和标志要求

 清真食品要有合适的包装，包装材料本质上要清真，
且符合以下要求：

a. 包装材料不能由伊斯兰教法规定为污秽物的任何物质
构成；

b. 在制备、加工或生产过程中，不能使用伊斯兰教法规
定为污秽物所污染过的机器。

c. 包装材料不得含有任何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清真食品包装、标志的要求

 包装物的文字、形状和图案不得有违反穆斯林规约或
伤害穆斯林感情的任何内容；

  包装物应在显著位置印制清真标识和清真食品生产经
营许可编号、清真食品国际认证标识和编号,并应当符
合有关规定；

 包装过程要在干净、卫生良好、适当的环境下进行。



 清真食品运输、存储的要求：

 运输与存储的设备、设施和器具必须是清真食品专用；

  大型综合性的运输存储经营企业应保障所存储、运输、
经营的清真食品与非清真食品有一定距离的隔离，运
输设备在每次运输清真食品前要按穆斯林规范程序清
洗。





清真食品认证

 什么是清真认证？

 由一家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认证机构）监督产品生
产，并能够证明所生产的产品的成分和生产过程符合
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包括屠宰、卫生、制作方法、工
艺、消毒、所有添加剂、储藏、运输、包装、销售
等）；

 当监督第三方认为生产的产品达到并通过认证要求时，
颁发《清真食品认证证书》，以证明其产品为清真；

 并在颁发《清真食品认证证书》后对企业进行追踪监
督, 对员工进行清真意识培训的过程。



清真食品认证机构
 全球清真认证机构发证机构大约有500多家左右，分
布在全球各地。

 官方认证机构  & 半官方 & 民间社会团体

 清真食品认证标准（Standard）

 认证标识(logo)



清真认证机构

 马来西亚 JAKIM  
 印度尼西亚 MUI 
 巴基斯坦 JMUIM
 澳大利亚 ICCV、 AFIC 
 沙特 SASO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甘肃临夏清真食品认证机构



清真认证标识(logo)



世界穆斯林人口



穆斯林人口与全球清真（Halal）市场

 目前全世界穆斯林人口已经超过17亿，全球穆斯林人口平
均增长率1.8%（1.1%）。

 全球清真产业产值超过3.2万亿美元，预计2018年这一数字
将增至6.4万亿美元。其中，仅清真食品消费市场的容量就
超过6500亿美元。

 全球穆斯林人口平均增长率1.8%



 清真食品最具高潜力的市场都集中在中东和北非。

 这些地区不仅是主要清真食品进口区（中东地区90%的食
品依赖进口。其中沙特食品80%依赖进口，卡塔尔97%；
巴林92%；科威特91%；阿联酋和阿曼均为89%。

 同时该地区穆斯林消费者较高的人均收入都保障了该地区
成为利润丰厚的清真食品市场。

 并且该地区的旅游业也对清真食品需求旺盛，尤其是在埃
及、摩洛哥、迪拜等地，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清真食品的
需求量。在该地区接近4亿的总人口中，大部分是穆斯林。 



由于清真食品等商品必须按照伊斯兰律法规定的方
式进行制造，获得“国际清真认证”成为出口清
真商品的关键条件。而在认证产品“闸门”将开
的背景下，多年来清真产业贸易逆差的情况有望
得以缓解。

中国清真食品的出口额近年来只维持在1亿元美金
左右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中有20个伊斯兰国家，32个国
家中穆斯林人占该国总人口的50%，

 市场庞大，中国食品企业应该把目光从市场逐渐饱和的欧
美发达国家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的清真食品出口种类也发生了变化。2005年之前，中
国是全球牛羊肉出口的大国。但近几年来，国际市场的牛羊肉价格不
断下降，中国产品已经没有优势。相反，中国的出口转向各类深加工
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更新观念。发展清真食品产业，不仅仅是为了
满足国内穆斯林的日常饮食需要，而是应该将清真食品作为发展经济
的一项重要产业来推动。其次，就具体的清真食品产品而言，中国相
关的生产企业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产品质量和国际标准认证。

 鲁斯利·莫哈德介绍，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宗教事务部颁发的HALAL清真
食品认证，是全球清真认证机构中认可度最高的之一，通行全球伊斯
兰世界。该认证从清真食品原料的宰牲、加工一直到成品，都有严密
的监管，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开启全球清真市场的“金钥匙”。



 市场庞大，中国食品企业应该把目光从市场逐渐饱和的
欧美发达国家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却
发展相对滞后。据王国良介绍，2009年，全球清真食品
贸易额为1500亿美元，当年中国的出口额仅有1亿美元，
占全球不到1‰。2013年，全球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
即使中国的出口额翻一番，比例也不到0.5‰。

 据中国伊斯兰协会资料统计，中国的清真食品生产正在
由传统的西北部地区向东南地区转移。目前，中国最大
的清真食品出口省市为广东，有110多家企业；其次为
江苏（50多家）、北京（30多家）和福建（20多家）。
而穆斯林聚居的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清真食品出
口企业却寥寥无几。



 根据国家“一带一路”愿景与规划，甘肃省的定位是“丝
绸之路黄金段”，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心地带，（区位优
势越加明显）。

 以建设‘四个百万亩’基地(100万亩玉米制种、100万头肉
牛养殖、100万亩绿色有机蔬菜、100万亩牧草）为重点，
巩固提升现代种植业，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培植壮大农
产品加工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和区域特色产品，打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一带一路’战略是张掖最大最直接的机遇。张掖水土光
热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加
工基地和杂交玉米制种生产基地，也是国内绿色有机农产
品生产绝佳区域和重要特色农产品加工循环经济基地。

 产加工集散基地。”





穆斯林人口数最多的十个国家 
国家 2010人口数 2030预计人口 %增长

印尼  204,847,000  238,833,000 16.59%

巴基斯坦  178,097,000  256,117,000 43.81%

印度  177,286,000  236,182,000 33.22%

孟加拉  148,607,000  187,506,000 26.18%

埃及  80,024,000  105,065,000 31.29%

尼日利亚  75,728,000  116,832,000 54.28%

伊朗  74,819,000  89,626,000 19.79%

土耳其  74,660,000  89,127,000 19.38%

阿尔及利亚  34,780,000  40,518,700 16.50%

摩洛哥  32,381,000  41,447,680 28.00%

数据来源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世界穆斯林人口分布
世界穆斯林人口分布（地区）

2010年 %地区总人口 %穆斯林总人口

亚太地区  986,420,000 24.30% 61.66%

中东和北非地区  317,070,000 93% 19.82%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48,420,000 30.20% 15.53%

欧洲  43,470,000 5.90% 2.72%

北美地区  3,480,000 1.00% 0.22%

拉美地区  840,000 0.10% 0.05%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