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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RSA (奥玛莎) - 可长久持续发展的虾出口商

. 育苗场 虾厂 加工厂

自1977年以来, OMARSA致力于白虾的可持
续养殖，加工以及出口工作。

从业40年，坚持提供最好的产品，这使我
们OMARSA公司位居厄瓜多尔虾业出口商的

前三名。迎合多元化市场，我们成功地加工
出多样化产品：去头虾，带头虾以及更多优
质深加工产品。

OMARSA具有一条龙生产操作： 从育苗场到
虾厂、加工厂，以及销售部。全方面领域的
涉及，使我们公司能对世界各地的客户保证
最高的质量标准。



育苗场
我们的育苗场,Tabasco和Mar Bravo,满足国际私
人育苗场的认证要求。

奥玛萨的育苗工作在确保虾的成长和无饲料囤
积的基础上，结合了优质虾苗的筛选程序

养虾员是我们从自己的虾厂中挑选的， 养虾周
期中不允许有野生幼虫的掺夹。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阶段： 虾的成熟 （实际
虾的配种）， 早期培育（对虾的育苗）。

在此过程中绝不涉及基因操作。

保证100% 的切除眼柄（规则834 / EU / 2007、有
机标准）



虾厂



虾场

奥玛萨的虾场坐落在被称为是高产量的地区。我
们有超过3200公顷的虾场，位于河口区（天然的白
虾成长环境）。虾的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商业规
格）在虾场度过。所有的这些环节都在海水潮汐的
影响下，因此确保活水养殖，避免水域於滞。

我们生产系统都经过精心挑选，以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 OMARSA在所有的虾厂都采取了认证系统
，并在Chongon 实施了有机标准。

所有生产现场具有“零” 抗生素的理念 （无转基因
生物） ，促进益生菌和天然肥料的使用。

所有农场都进行水质分析和健康监测。

Chongón: 914.20公顷 (Global Gap, Regulation EU/834/2007, Nature land)
Cachugrán: 1209.73公顷 (Global Gap, BAP/ACC)
Puná: 1157.86公顷 (Global Gap)



虾场



收获的日历           



OMARSA是一家充满活力的公司，能预估并适应
市场的趋势及以及客户的需求
我们不断改善设施条件，投入更多人力，以满足新
产品的需求，更新技术来达到最优的加工程序。

虾加工厂

最近生产 能力

设备 数量 磅数/月月
排序 11 14,537,600
冷冻 16,650,647

冻结在块中 10,216,360

冷冻板 6 1,144,440

冻结隧道 6 5,192,000

冻结隧道 (龙卷风) 2 3,879,920

速冻冷冻 6,434,287
隧道卤水 Palinox 2 4,365,187

螺旋 2 683,100
IQF机器 3 1,386,000

冷 5 3,100,000



质量控制

我们确保：
- 安全食品
- 质量
- 合法性
- 可追溯性。

• 原材料：控制接收感官，化学品和质量。
• 过敏原：亚硫酸盐分析（Kjendahl Monier Williams 办法）
• 过程控制：计量技术分析以及品质分析.
• 在不同的HACCP计划中监控关键控制点（ 危害分析关
键控制点）

• 室内实验室:产品、外观、水和冰的分析。
• 水的化学分析。
• 对虾的供应商进行抗生素和环境污染物的仔细检查
• 在过程当中进行持续监测，以确保符合客户要求，符

合法律要求和可追溯性的完整性。

...通对
如下监控：



统计



虾业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



厄瓜多尔的虾出口情况

exports 从2015年到2016年，
英镑增长11％

总计英镑 2011          392,464,787   
总计 USD 2011       $993,365,391 
总计英镑 2012          449,881,787   
总计 USD 2012     $1,133,335,251
总计英镑 2013           474,236,376
总计 USD 2013     $1,620,611,908 
总计英镑 2014            611,048,021
总计 USD 2014     $2,289,617,268 
总计英镑 2015           720,308,833
总计 USD 2015     $2,304,901,984 
总计英镑 2016           799,854,741 
总计 USD 2016    $2,455,284,864 



十大厄瓜多虾出口商

Omarsa从2015年
到2016年销售额
增长了16％。



证书



证书



OMARSA 是全世界第一家收到ASC认证的
虾生产商。 （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 ）



ASC证书的内容是什么？

ASC是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的缩写。是在2010年由IDH
和 WWF斥资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

标准
1。遵守法规（遵守法律，有法律权利）
2. 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3. 保护水资源。
4. 保护物种多样性和野生种群（例如，预防可能对

野生鱼产生威胁的逃脱）
5. 负责任地利用动物饲料等资源
6. 动物健康（不使用没必要的抗生素和化学药品）
7. 社会责任（例如没有童工，工人的健康和安全，集
会自由，社区关系）。

Omarsa’s ASC 虾
• 生物多样性的环境影响评估.

• 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估与利益相关者对话。
• 没有抗生素。
• 在濒危物种的关键栖息地内不建设虾场。
• 红树林没有虾场建设。
• 红树林的现有农场必须根据环境影响评估结果予以补

偿。
• 饲料成分来自可持续的来源。

Omarsa’s ASC 虾
• 低密度养殖，每平方米放养12条。
• 粗放农业：没有通风，没有塑料内胆在池塘。
• 没有红树林砍伐 -红树林再造林计划。
• 纵向整合生产： 孵化场直接生产过程， 虾厂，加工厂.
• 没有抗生素和化学处理
• 经Sedex审核：致力于推动改进道德和责任商业行为的机构

。



劳力资源



我们进步最重要的引擎。

The heart of our work

在Omarsa我们都知道，我们最好的资产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这是我们的发展和成功的关
键。虾的加工和包装主要是手工作业。 我们的团队由2750人组成，其中1983 在加工厂，767
人在养虾场和育苗场工作。我们非常赞赏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是我们进步最重要的引擎.
。



奥玛萨企业的社会责任(CSR)

对工人和他们的家人
责任

社区参与 环境的可持续性

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最好的资
产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全年为员工提供
多项忠诚和社会责任计划。

我们的目标是与我们的虾养
殖场和生产领域附近的农村
社区建立良好的关系 。
通过创建沟通渠道来识别和
帮助解决一些他们遇到的社
会问题。

我们的生产实践始终考虑
到保护本地动植物，不使用
任何抗生素或化肥， 并负
责任地使用能源资源。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

Omarsa可以为您提供常规或有机
虾制成的产品，如:

带头、去头、深加工产品（去皮，去
内脏，串、托盘装、环形等），生的，
熟的，以及捕获的野生虾（ TITI ）。

我们可以开发和定制您的包装材
料和你的专属设计.



带头虾 （HOSO）



去头虾 (HLSO) 和优质产品



去头虾 (HLSO) 和优质产品



野生虾



野生虾



国际市场

Albania
Argentina
Australia

Austria
Belgium
Canada

Chile
China

Colombia
Costa 

Rica
Cyprus

Denmark
Egypt

France
Germany

Holland
Hong 
Kong

Italy
Japan
Mexico
Morocco
Panama
Paraguay
Poland
Russia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Spain
Sweden
Switzerland
Taiwan
U.S.
UK
U.A.E
Uruguay



包装



奖品

在2016年，我们再次成为PremioeXpor大出口商的获奖者，
这是厄瓜多尔每年给予出口商最高的认可。

此外，自2012以来，我们每年都赢得奖项和提名
，认可我们产品的多样化，高品质的标准，这是
给予一个大出口商的最高奖励。



如果您需要更多关于本公司信息：

这是我们的网站
http://www.omarsa.com.ec

如果您有任何评论，请用博客

http://omarsashrimps.blogspot.com

还有我们的邮箱：sales@omarsa.com.ec

OMARSA S.A. @omarsa_ec

奥玛萨

http://www.omarsa.com.ec/
http://omarsashrimps.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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