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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专题报道
中国之大，难道真的已经放不下一张安全放心的餐桌？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我们亟须来

打一场“餐桌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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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评

1、舆情事件：红牛“下架门”
企业名：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

司
舆情预警级别：8级
企业品牌健康指数：5.43
舆情爆发源：添加剂
事件缘由：2012 年 2 月 9 日，哈

尔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红牛
进行查证的过程中发现，配料中含有
国家不允许在维生素功能饮料中使
用的人工合成色素胭脂红，而此类人
工合成色素会对肾脏、肝脏产生一定
伤害。对比红牛饮料，在其包装上标
注的添加剂成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网站批文显示的“功效成
分”，两者相差很大。红牛外包装上标
有的香精、烟酰胺、柠檬酸钠、柠檬
黄、苯甲酸钠、胭脂红在批文中都没
有显示，而批文中显示的维生素 PP，
在红牛外包装罐上却没有标明。红牛
产品已送往相关食品部门检验，虽然
检验结果还未最终公布，但全国各大
超市为了保证消费者食品安全相继
做出了下架的反应。

点评：在红牛下架门事件发生
后，其公关部门及时并连续多次在各
大新闻媒体、论坛做出了声明，这种危
机处理方式无疑是企业的最佳选择。
在网络谣言四起的时代，消费者最关
心的不一定是产品，更可能是企业对
消费者的态度。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是
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谁能说得清呢？

2、舆情事件：蒙牛“致癌门”
企业名：蒙牛乳业集团
舆情预警级别：7级
企业品牌健康指数：6.35
舆情爆发源：黄曲霉毒素 M1
事件缘由：2011 年 12 月 24 日，

蒙牛被抽查出牛奶中黄曲霉毒素 M1
不符合标准的规定。超标的产品为蒙
牛集团眉山公司 2011 年 10月 18 日
生产的 250ml/盒包装的纯牛奶产品
和福建长富乳品有限公司一个批次
的长富纯牛奶。被检测出黄曲霉毒素
M1实测值为 1.2微克/公斤，国家规
定的最高值为 0.5微克/公斤，蒙牛该
批次产品超标 140%。蒙牛牛奶含黄
曲霉毒素从查出到消费者被告知，时
达两个月之久，蒙牛乳制品被验出致
癌黄曲毒素超标后，股价大跌，官方网
站更被黑客攻击，留言“民族耻辱”。

点评：在蒙牛的这场危机中 ,真正
需要反思和总结的是：为什么企业没
有最先发现黄曲霉毒素超标?无论企
业事后如何解释，发生这样的错误，
显示出企业的管理十分不到位, 暴露
出企业很多管理上的不足。在三聚氰
胺事件发生了三年之后，乳制品行业
正在迎来复兴，企业的扩张将可能给
管理者提出挑战。

3、舆情事件：金龙鱼“问题油”事
件

企业名：江苏益海 (泰州 )粮油有

限公司
舆情预警级别：7级
企业品牌健康指数：5.03
舆情爆发源：色泽、烟点
事件缘由：2012 年 1 月 7 日，安

徽省工商局对外发布通报，该部门抽
检 苑 家生产厂家 10 组食用油后发
现，合肥市有 圆批次食用油不合格。
其中，金龙鱼玉米油被检测出色泽和
烟点项目不合格，此次被检出有问题
的金龙鱼玉米油的生产日期为 2011
年 猿月 员日，由益海（泰州）粮油工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 缘 升装金龙鱼玉米
油。据合肥经销商称，此次抽检的“问
题油”，出自一家小超市，因保管不善，
才使得玉米油长期暴晒在日光下，因
而导致油质产生了变化。对此，涉事小
超市并不认可。工商部门在检测出“问
题油”之后，及时向各地超市、卖场下
发了“问题油”的下架通知。

点评：如何确保不再出现“问题
油”，食用油产供销“全链条”如何安
全运转，值得深思。“问题油”虽已下
架，但萦绕在消费者心中的疑问仍未
能解开。“问题油”背后的色泽和烟点
项目为何不合格？“问题油”生产、流
通环节到底谁之过？

4、舆情事件：金锣火腿“霉变门”
企业名：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有

限公司
舆情预警级别：7级
企业品牌健康指数：4.37
舆情爆发源：霉变
事件缘由：2012年 2月 22日，金

锣火腿肠被曝频现质量问题，保质期
内变臭、发霉，并吃出指甲片、塑料袋
等异物，遭到广大消费者多方投诉，
然而金锣火腿肠厂家敷衍消费者，不
给予任何说法，令消费者很受伤。有
媒体报道称，金锣火腿解决负面报道
的办法就是公关删除，而不是从提高
产品质量和完善售后服务上下功夫。
因此，虽然金锣火腿屡次出问题，但
负面报道大部分都被删除。通过同远
政企舆情分析软件对“金锣”关键字
监测，大部分早期的负面新闻提示已
经不存在或者已删除。

点评：企业和产品一旦出了“状况”
抑或负面报道，最好的办法是及时、公
开报道，澄清事实真相，让广大消费者
知情，如果依靠删帖的办法来处理事
件，如同掩耳盗铃，极其不可取。

5、舆情事件：思念汤圆“创可贴
门”

企业名：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舆情预警级别：7级
企业品牌健康指数：4.86
舆情爆发源：创可贴
事件缘由：2012 年 2 月 5 日，网

友“李小鸦”发布微博说：“刚才吃汤
圆，思念牌黑芝麻大汤圆，竟然吃出
了一枚创可贴 ! 太恶心了。大过节
的，太恶心了啊 ! 黑芝麻+创可贴，要
多恶心有多恶心 ! 都别吃思念牌的
了，求扩散啊 ! ”微博下方附上了咬
开一半的思念牌汤圆的照片，汤圆
里面夹着一枚已经浸泡成黑色的创
可贴。此次事件把郑州思念推向了
风口浪尖，随后一个月内，思念食品
问题连连，先是消费者在思念水饺
吃出创可贴，紧接着水饺中又发现
死苍蝇。

点评：俗语说得好，一粒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思念汤圆“创可贴门”无
疑有这样的舆情传播效应。细节、小
事、个案往往决定事物的成败，不可
不小心啊。

6、舆情事件：果粒橙“农药门”
企业名：可口可乐（上海）饮料有

限公司
舆情预警级别：6.8级
企业品牌健康指数：6.02
舆情爆发源：美国禁用农药“多

菌灵”
事件缘由：2012 年 1 月 18 日，

可口可乐公司承认旗下（果粒橙），含
有美国禁用农药“多菌灵”，浓度虽未
超标，但专家指多菌灵可致脑麻痹、
肝脏肿瘤。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公关部
高级经理王雷称，旗下的橙汁产品，
原料来自中国和巴西，但产品肯定是
安全的。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明确指出，含有极其微量该种
杀真菌剂的橙汁不会导致健康安全
问题。在中国，相关规定柑橘全果的
多菌灵限量是 5ppm。果粒橙使用致
癌农药等成微博热议话题。

点评：果粒橙作为中国大众所接
受的饮料，可口可乐公司承认旗下 (果
粒橙) 橙汁产品，含有美国禁用农药
“多菌灵”，能够自爆家丑，实则是舆
情公关的最好方式，对品牌维持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

7、舆情事件：金奇仕“佝偻门”
公司名：广州金奇仕营养品有限

公司
预警级别：8.5级
企业品牌健康指数：4.02
舆情爆发源：乳钙维生素 D
事件缘由：事件起源于一名杭州

网友“yaoyaofei”于 2011 年 11 月在论
坛上贴出的一篇名为“金奇仕吃出
佝偻病”的帖子。在该帖子中，
yaoyaofei 自述，其宝宝是 2010 年 10
月顺产的男孩，出生后每三个月都
去体检，每次检查的结果均正常，但
到了第 12 个月体检时，却被诊断出
得了佝偻病，左侧肋骨外翻，医生表
示，这是由于宝宝 9 个月开始吃的
金奇仕鱼肝油与乳钙维生素 D 含量
太少，不够宝宝生长所需导致。浙江
电视台报道后，多名消费者投诉，婴
儿食用了广州金奇仕营养品有限公
司的产品后出现佝偻病。此事引发
多方关注。

点评：近几年因为一连串的奶粉
事件，儿童食品安全，越来越被广大
父母所关注，“帮助孩子把好饮食卫
生的第一步”，层出不穷的儿童食品
安全问题，只能让家长们擦亮眼睛的
选择产品的同时，徒添更多的提心吊
胆。

8、舆情事件：全味轩鸡精“菌落
门”

企业名：成都全味轩味业有限公
司

舆情预警级别：6.3级
企业品牌健康指数：4.7
舆情爆发源：菌落
事件缘由：鸡精的菌落总数

应臆10000cfu/g，2012 年 1 月 7 日，
相关机构对成都生产、流通环节生
产经销的部分食品和进口食品的质
量监督抽检结果，成都全味轩味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鸡精菌落总数达
27000cfu/g，超出标准一倍多，质量
不合格。工作人员表示，造成鸡精菌
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操作环
节、生产环境卫生问题导致。

点评：日常生活中，每家每户都
会使用鸡精做佐料，成都全味轩鸡
精虽然好吃却陷入了质量门，菌落
超标竟然一倍多，目前已经被勒令
停产。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
人民的健康，最终使得多年积累下
来的品牌毁于一旦。

9、舆情事件：五粮液自园春酒
“黑榜门”

企业名：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
公司

舆情预警级别：6 级
企业品牌健康指数：6.3
舆情爆发源：酒精度、总酯
事件缘由：2012 年 1 月 15 日，

在广东省工商局进行的 2011 年第
四季度酒类商品质量监测中，跻身
胡润 2012 全球十大最值钱奢侈品
品牌排行榜的中国名酒五粮液，风
光无限时，不料被曝宜宾五粮液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阳春市悦隆烟酒
行经销的自园春酒（特酿）（生产日
期：1998 年 11 月 17 日，规格型号：
500ml/瓶 39% vol）被检出酒精度、总
酯不合格，列入广东省工商局酒类
质检黑名单。一时间，关于高档白酒
的安全问题引起人们关注。

点评：五粮液是中国最著名的
白酒之一，在整个白酒行业中，名列
第二，“五粮文化”自不用多言，是中
国 5000 年农耕文化的代表，而五粮
液旗下自园春称五粮液同原料、同
工艺、同窖池酿制，却被拉入黑名
单，值得我们思考。

10、舆情事件：费列罗巧克力
“蛆虫门”

企业名：意大利费列罗集团
舆情预警级别：6 级
企业品牌健康指数：3.78
舆情爆发源：活蛆虫
事件缘由：2011 年 12 月 28 日，

上海人民广播《990 听众热线》报道
了上海一名消费者在食用费列罗巧
克力时发现巧克力中钻出活蛆虫事
件。消费者称他购买的费列罗巧克
力保质期为 2011 年 12 月 21 日，11
月中旬当他打开包装吃下了几颗之
后，惊讶地发现巧克力中竟然有活
虫爬出。经检查，剩余的每一颗巧克
力中竟然都有类似情况。但据称，费
列罗公司却提出“对消费者吃剩下
的巧克力进行赔偿，而吃掉的巧克
力不予赔偿”。无独有偶，成都也有
一名消费者在保质期内吃到了“蛆
虫”费列罗巧克力。

点评：只对“吃掉”的巧克力进
行赔偿，不知是费列罗很注重成本
控制还是对“生虫”事件不肯认账，
总之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让人对这
个“高端”品牌为之侧目。

“舆情 3·15”，直击食品安全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不

断挑动着每一位国人已经异常脆弱的神经。从瘦肉精、
地沟油到毒豆芽、毒韭菜，从回锅油、塑化剂到香精包
子、假绿色猪肉，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一次又一次
地冲击着公众的心理底线。每一次突然而至的食品危
机，都让公众不知所措。这个向来会吃、敢吃的民族开
始惊呼：我们的食品怎么了，吃什么才是安全的，我们
还能吃什么？

中国之大，难道真的已经放不下一张安全放心的
餐桌？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我们亟须来打一场“餐桌
保卫战”。

整体性的食品危机背后，已经不再是哪一个部门，
哪一个厂家的问题。在这场“餐桌保卫战”中，我们没有
谁可以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是一
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环节，不同责任主体，唯有政府、
社会、企业、公众通力合作、多管齐下，全民齐上阵，才
能从根本上杜绝“毒”食品，还百姓一个健康安全的餐
桌。

打好“餐桌保卫战”，呼唤企业诚信。食品安全中，
企业是第一责任人。正本清源，要想从源头上防治食品
安全事件的发生，首要的责任就在于相关食品企业。天
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家逐利，本
是最正常不过，无可厚非。然而，反观一起起让人触目
惊心的食品安全事件，我们不得不惊讶于涉事企业的
道德滑坡和诚信缺失。

商以信为本，一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崇尚的经
商法则。保证食品安全本是食品生产企业最基本的行
为准则，是食品行业最起码的底线。在21世纪的今天，
我们却发现有的食品企业把它丢了。逐利成为唯一的
目的，为了钱，哪管他道德仁义，哪管他人命关天。一些
食品企业则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自己不会被曝光，只管
闷头赚黑钱。殊不知“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林肯
说过，人可以一辈子骗一部分人，也可以一段时间内骗
所有人，却不可能一辈子欺骗所有人。对于食品企业来
说，也莫不如此。君不见不管是假绿色猪肉、毒韭菜，还
是地沟油、回锅油，虽然确实都在为曝光前为企业带来
很大利益，但却无一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诚信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
更是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重要资源。只有真正在心
里把顾客当做上帝，打造以诚为本的良心企业才是食
品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长久之道。

打好“餐桌保卫战”，亟须改进监管体制。毋庸讳
言，监管不力，亦是造成这场整体性食品危机的重要原
因。监管不力的背后则是监管机制的滞后与监管责任
的不清。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采取的是分段
管理模式，涉及农业、卫生、质检、工商等10多个部门。
安全事件发生后，各部门因为职责不同，很难统一行
动，甚至不时出现责任推诿现象。拿生猪来说，一只猪
从养殖到餐桌，至少要经历5个部门，其中养殖时归农
业部门管理，屠宰商务部门负责，到了市场则归工商部
门管理，到餐馆食堂上了餐桌，又成了卫生部门的责
任，而这其间，还有质检部门的责任。

事实证明，这种多头分段管理的监管模式不仅大
大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也让“有权必有责”在这
里似乎变成了一句空话。因为监管责任的不清晰，各个
部门之间可以相互推诿，所以谁都不需要为食品安全
事件的发生负责。就像我们以往看到的，每一次重大食
品安全事故发生后，需要出来负责的似乎只有食品生
产者或销售者。监管部门则只需要在媒体曝光事件后
突击行动、表一下决心，鲜有监管部门负责人因监管不
力而受到惩戒。

此外，我国法律缺乏对食品安全监管者惩戒的法
律规定也是造成其监管不力的重要原因。查阅我国现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在其长达104条的
法条中，也只有两条是食品监管者的责任有关，而其惩
罚力度也是限于行政性的，只有“记大过、降级、撤职或
者开除”。不能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食品安全
监管者的玩忽职守、马虎大意的倾向。维护食品安全是
政府部门的职责所系。重典治乱，不仅要砸向违法的食
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同样也要针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
者。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相关监管人必须受到
严肃处理。

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理清部门之间的
监管责任，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在食品危机频发的
当下，显得重要而且迫切。

打好这场“餐桌保卫战”，需发挥新闻媒体力量。正
如著名新闻人普利策所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
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眺望者。他要在一
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
滩暗礁。”作为社会环境的监测者，新闻媒体在这场保
卫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对不良企业的
监督、曝光，还是对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乃至对
公众恐慌和疑虑的平息，新闻媒体都起着重要作用。

监督社会是媒体人的天职。相对其它监督力量，新
闻媒体具有广泛性、公开性等其它监督力量不可比拟
的优势。新闻记者的触角几乎渗透了人们生活的各个
领域，其公开性的特点又使得相关企业“不怕上告，就
怕上报”。事实也证明，一旦食品安全事件被媒体曝光，
也大多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打好这场“餐桌保卫战”，还需社会力量参与。无论
是企业、监管部门还是新闻媒体，其力量都是有限的，
打好这场“餐桌保卫战，社会力量的参与必不可少”。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食
品安全不仅关乎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更关乎
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远发展。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才
能守住国人的健康，才能守住民族的未来。

一年一度的央视“3·15”晚会又要到了，我们期望
这一次不要再有关于食品安全的坏消息传来。

打好“餐桌保卫战”
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孟书强红牛、蒙牛等列入近期十大食品安全企业舆情热点

策划·点评：谭云明 彭剑彪 （此次发布得到同远政企舆情在线等单位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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