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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舆情分析

丹志民：五得利要“劫后重生”

当年宋丹丹在春晚上的一句戏

谑“没有绯闻的名人不算真的名人”，

同其他食品加工行业的龙头老大相

比，既不像乳企那样被恶性事件缠

身，也不像酒企那样连涨价都涨得理

直气壮，五得利真的算得上没有“绯

闻”，如果不是这次，很多消费者都还

不知道五得利的名字。但企业的营商

环境却没有那么简单———

从 9 月 14日事发，到 9 月 26 日
河北省食品安全办公室在石家庄召
开新闻发布会，证实五得利不存在
非法添加硼砂行为、可以安全食用，
所谓“硼砂门”风波已归于平息。风
波过后的五得利现在处于一种怎样
的状态？五得利又是如何看待这场
风波的呢？9 月 29 日，记者来到五得
利总部———河北省大名县，专访了
五得利董事长丹志民。

“无心之举，
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

用丹志民的话说，之前看到各
个媒体对“硼砂门”铺天盖地的报
道，那感觉“就像是泰山压顶”。他指
着办公室门口时不时步履匆匆的身
影说：“这些职工为了处理这件事，
已经没日没夜的干了好几天了。”虽
然接受采访时丹志民依旧中气十
足，但那种“过了个大坎”的疲惫，在
他的脸上也一览无遗。

无论如何，让丹志民欣慰的是，
河北省食品安全办公室最终站出来
为企业正名了。“在如今的舆论环境
下，这样的事一个处理不当，企业可
能就死了。”丹志民说，而省食品安
全办公室之所以“破格”以新闻发布
会的方式为企业证明清白，也是因
为“硼砂门”的牵扯面太大。丹志民
说：“五得利牌面粉在全国的市场占
有率已经达到 10%，而且首都北京
有我们 40%的市场份额，如果五得
利有问题，那我们还能做生意么？那
可是要杀头的啊。”
丹志民的紧张可以理解，这里

面既有民营企业家对企业经营先天
性的敏感，也有中国食品安全如今
大环境的影响。谈到最终能够讨回
清白，除了政府部门的核查结果之
外，丹志民还提到了五得利的一项
制度：产品样品档案管理。五年前，
五得利为了及时对客户的反馈做出
反应、提升面粉的质量而引入了这
一制度，其核心是在每一批次的产
品还在生产线上时，就随机抽取一
部分当做样品，交化验室里由专人
按照类别与时间进行存档，保留周
期为三个月———也就是这一批次产
品在市场上流通的最长时间。如果
有客户反映面粉质量问题，就可以
随时调取样品档案进行分析，加以
改进。在“硼砂门”事件期间，有关部
门连夜进驻五得利工厂进行核查，

在确认所有产品没有问题之后，涉
嫌添加硼砂的同一批次的产品样品
也被拿了出来，作为企业自证清白
的一个有力证据。
“这个无心之举，没想到在关键

时刻派上了用场”。丹志民表示，如
果五得利平时对这个制度贯彻得
不彻底，或许在此次风波中就完全
陷入被动了。虽然一波三折，但丹
志民坚持认为，之所以能渡过这道
难关，关键在于五得利的产品没有
任何问题。“我们的工艺、设备、人
员配置以及制度管理都是为了一
个目标：把面粉做得精益求精，五
得利的产品绝对经得起考验。”丹
志民说。

五得利发展到今天，企业的规
模和经营的理念与创业之初已经有
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始终未变的是
对产品品质的追求。众所周知，只有
好的小麦才能生产出来好的面粉，
因此，五得利始终严把原料关。“以
质论价、优质优价”一句被喊过无数
遍的口号在五得利被踏踏实实的贯
彻了几十年。在企业规模还不大时，
小麦进厂都是丹志民的亲戚一车一
车的检查，合格才能进厂，当企业逐
渐壮大，靠人力已经很难实现对原
料的把控，五得利又及时购进国际
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实现了原料控

制的“电子化、信息化”。同时，五得
利优质的产品也得益于从创业之初
就不断完善的管理制度，正是由于
这种近似于严酷的管理制度，从小
麦进厂到生产、从产品检查到运输
等各个环节都显得井井有条。

看淡损失
重塑五得利企业形象

当问及“硼砂门”给五得利造成
的损失时，丹志民表示，结果尚未统
计出来。“还没顾得上（统计整理）
啊，再说损失已经造成了，那个数字
真的很重要么？”
在“硼砂门”事件出现后，五得

利分布在全国的 1700 多家经销商
却不约而同地很“淡定”，这和众多
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后，经销商们的
激烈反应大不相同，在“硼砂门”事
件持续的过程中，经销商要求退货
的产品总共不过四车皮而已。还主
动帮企业解释原因、澄清真相。丹
志民说：“大家愿意给我们时间，让
我们来澄清这件事，这种信任让五
得利很感动。这也是双方长期合作
积累起来的。”

回归“硼砂门”事件本身，丹志
民苦笑着说：“没想到五得利默默无
闻了几十年，一夜之间却以这种方

式火了。”他认为，没有“硼砂门”的
发生，五得利也许很久都不会出现
在公众的视野，更遑论“面粉大王”、
“世界第一”等媒体突然给予的头衔
了。据了解，五得利从来没做过广
告，与传媒的接触也都是点到为止；
而且这家面粉日加工量已经居于世
界第一的企业，其总部竟然一直位
于河北大名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其
低调可见一斑。所以，虽然“硼砂门”
已经尘埃落定，但这位出身乡土的
河北企业家，对刚刚发生过的舆论
轰炸显然还不是很适应。
丹志民坦诚地谈到了这一点，

他认为，要想避免类似的这种事情，
一是要坚决把自己的产品做扎实
了，特别是食品安全方面，让别人挑
不出来毛病；二是各种产品防伪的
工作要做好，避免因为鱼目混珠而
损害了自己的品牌；第三，就是在如
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有了这样的危
机要第一时间处理，不能再秉持以
往“少说多做”的习惯。言谈至此，丹
志民颇有些心有余悸地说：“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别说你企业有问题，就
是没问题，让这个事件自己去发酵
的话，企业也很容易死掉。”
“我们本来不需要推介自己，因

为五得利的产品并非直接面向消费
者，只需要维护好已有的客户就足
够了。”丹志民说，他同时表示，这次
“乌龙事件”引发的舆论恐慌让五得
利深以为戒。丹志民认为，五得利身
为面粉行业的龙头企业，如果自身
的品质都让世人心存疑惑，那么在
食品安全的大层面上于国家、于行
业、于消费者都是不利的，所以未来
五得利也会加强自身的宣传。
在采访过程中，丹志民反复和

记者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面粉行
业，不仅是在做企业更是在做良心。
中国人讲究“将心比心”，正是五得
利 20多年的坚持，才换回了农户、
员工、经销商和社会的信任。
经此一“役”，五得利在行业内

“隐形冠军”的身份就注定了，它以
后将会越来越频繁地曝光在媒体的
镁光灯之下。这可能是很多企业梦
寐以求的事情，但对于刚把气喘匀
了的五得利来讲，似乎还需要些时
间才能适应这一点。

分析师：汪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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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沸扬扬的五得利“硼砂门”事件似已平息。尽管企业及
官方先后举行发布会澄清五得利未有非法添加硼砂问题，但
事件的影响却值得深思。据媒体调查发现，五得利面粉销量暴
跌 40%，出现“建厂以来最黯淡的销售记录”。 舆情事件的结
束并不代表着企业舆情应对工作的终结，反而是企业形象修
复工作的开始。如何走出“乌龙事件”的阴影，不仅对五得利，
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当全国销量第一的“五得利”品
牌面粉被曝出“安全问题”的第一时
间，记者便走访了北京市玉泉路粮油
批发市场、中央粮油批发市场和新发
地批发市场，发现有大约 8成商户的
摊位都有这一产品销售。一位多年从
事粮油批发的经销商告诉记者，“五得
利”属于全国知名品牌的面粉，产品比
较畅销，有很多餐馆和面食加工企业
都在使用“五得利”品牌的面粉产品。
当记者采访丰台工商执法人员时，丰
台工商市场科表示，北京市场上的“五
得利”面粉主要来自河南新乡和河北
邯郸，商户证照及各项手续均齐全，在
目前市场监测中未发现问题。

同时记者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
此前报道中宣称被勒令停工的河北
邯郸深州和保定雄县的工厂都在正

常生产，没有停工这回事。记者也致
电五得利集团，该集团市场公关部人
员也证实了这一消息。相关负责人史
先生表示，目前国内各市场上“五得
利”品牌的面粉都在正常销售。同时，
五得利集团给记者发来了一份声明
称，其所生产的全部产品没有添加国
家明令禁止添加的硼砂。此外，五得
利集团还向记者出具了两份由河北
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9 月 17
日和 9月 19日出具的硼元素质检报
告，内容显示，报告质检对象为深州
公司和雄县工厂，共计 27份检验对
象，均未检出硼元素。

而五得利面粉遭遇恶性商业竞
争的说法也让这场风波扑朔迷离：
“作为行业销量最大的企业，我们最
近刚刚入选中国制造业 500强，这次
事件很有可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所
为，目前企业高层也在研究对策。”企

业方也发表了这样的声音。国家统计
局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数据显示，
五得利牌面粉其市场占有率达到
9.36%，位列 2011 年度全国市场同类
产品销量第一名。面粉行业竞争激
烈，市场份额很分散。面粉行业不存
在技术壁垒，潜在进入者较多，但是
存在地区壁垒，尤其是新疆、安徽等
地自产自销，外地品牌很难进入，品
牌区域性强，只有五得利、华龙、中粮
等较大、特大型企业有走向全国市场
的实力。

但报道仍铺天盖地，事件也似乎
落入了一个经典的食品安全“罗生
门”，生产商、监管机构、媒体，消费者
究竟应该信任谁？

时至今日，部分媒体也将“硼砂
门”与今年爆出的张裕葡萄酒、雅培
奶粉、统一、今麦郎等一系列食品安
全“乌龙事件”加以对比，表达了对食

品企业三番五次“躺着中枪”这一现
象的担忧。虽然这些事件事后都被证
实为乌龙事件，但类似的事件一再出
现，不得不让人怀疑其背后是否有利
益在作祟。在这个热衷于“求真相”、
“吐槽”的信息时代，只要是涉及食品
安全的字眼，就能轻松地抓住大家的
眼球，如果再加上“致癌”、“健康杀
手”的关键词，那简直不红都难。

法律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吴法天指出，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的
容忍度在不断降低，消费者常抱着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觉得吃什么都不安全。但应注意，虽
然食品安全问题长期存在，仍不排除
另一种情况，即某些企业之间的恶性
竞争所导致的不实信息的传播。“这
个问题长期存在，企业维权也比较
难，除了企业，有时候对整个行业都
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五得利面粉“硼砂门”舆情分析

五得利是怎样中枪的？
本报记者 闻笛

“在如今的舆论环境下，这样的事一个处理不当，企业可能就死了。”

9月 14日，沧州市工商局发文称，五得利三个型号面粉
存在非法添加行为，通知全市开展清查，发现问题批次面粉，
立即停止经营、下架退市。同日，河北省食安办派人赶赴保定
雄县，与雄县政府质监部门一起要求企业暂时停产停售，查清
事实后再做处理。

9月 20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被发现涉嫌添加致癌物
硼砂，五得利集团被工商部门查封问题产品，其位于河北省衡
水深州和保定雄县的工厂被勒令停工。报道一经刊发引起广
泛关注。

9月 21日，五得利正式发表声明，否认在面粉中添加硼
砂。

9月 23日，五得利集团员工从各地聚集到总部参与宣誓
大会，该公司同时宣布悬赏百万征集硼砂添加证据。

9月 26日，河北省食安办在石家庄召开新闻发布会，强
调五得利面粉是安全的。相关监管部门一致认定，五得利集团
深州、雄县公司在面粉生产过程中不存在非法添加硼砂问题，
其面粉是能够让消费者放心食用的产品。

9 月 30 日，媒体指出，五得利面粉销量暴跌 40%，出现
“建厂以来最黯淡的销售记录”。

企业回应：否认面粉添加致癌硼砂

2012年 9月 21日，“五得利”相关负责人表示，至今未收
到有关部门的任何公函，面粉也“绝对不会，从来没有”添加过
硼砂；全国 11家工厂都在正常加工，从来没有停产过。就在 9
月 17日，河北省质监部门还对厂里生产的多批次小麦粉进行
检测，硼元素均为“未检出”。企业怀疑这次的消息是竞争对手
的陷害行为。

企业回应：悬赏百万寻添加硼砂证据

9月 24日，在出具了一系列检测报告后，五得利向社会
各界和公司内部发布公告：凡是在供应商、物流运输、采购、生
产和销售等环节，找到能证明五得利厂家添加硼砂证据的，五
得利将给予 100万元奖励。
企业回应：涉事面粉并未确认是五得利的产品

五得利新闻发言人马秋亮表示：最早是沧州市工商局在
检查凉皮产品时发现了硼砂，凉皮制作者称产品原料系五得
利面粉，沧州市工商局因此通知当地五得利面粉经销商暂停
销售。他认为，涉事面粉并未确认是五得利的产品，当地工商
部门也没有通知复检，另外，五得利仅提供原料，无法控制食
品加工环节。

官方说法：未发现企业使用硼砂行为

9月 26日召开的河北省食品安全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
称，9月 14日，河北省工商局接到沧州市工商局报告称，五得
利面粉中涉嫌检出硼砂。为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该省工商
局立即要求经营者对流通环节同厂家、同品牌、同规格、同批
次的五得利面粉暂停销售、下架封存。同时，组织安排流通环
节 100个批次面粉的应急抽检。河北省质监局于 9月 14日晚
连夜开展对五得利集团深州、雄县公司的现场监督检查，对企
业采购、生产、销售和检验记录进行查验，未发现企业现场存
有硼砂，未发现其生产车间内有食品添加剂投料设备和交叉
污染情况，未发现企业有采购、使用硼砂行为。

（下转第十九版）

五得利怎样才能
五方都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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