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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报道

10 月 1 日，记者从负责起草“餐饮业即食食品微生物
限量指标”的单位之一———北京市卫生监督所获悉，全国
餐饮业将发布首个食品安全“国标”。该标准将分门别类
列出在餐饮业加工、制作的冷食、热餐、自制调味品、自制
饮品中容许的病菌等微生物含量。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卫生
局了解到，该局拟增设一个职能处室———食品安全标准
处，以推进食品安全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目前，该处正在
筹备中。

食品微生物检验是食品安全监测必不可少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众多食品安全相关项目中，微生物及其产生的
各类毒素引发的污染备受重视。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微生
物常常会随原料的生产、成品的加工、包装与制品贮运进
入食品中，造成食品污染，影响消费者的饮食安全。微生
物超标，食品会在短期内变质，失去食用价值，严重的还
可能产生毒素，对人体造成伤害。因此，食品微生物检验
工作就成为保证食品是否安全可靠的重要手段。

业内人士指出 ,由于目前无论是方便食品还是餐饮行
业销售的食品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相关部门加强
监管、监督，并加强对食品生产各个环节的卫生监测，教
育有关人员搞好生产环境和个人卫生，最大限度地保证食
品卫生安全，防止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德国加拿大集体“中毒”

近年来，随着食品加工过程中化学品和新技术的广泛
使用，新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涌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食
品安全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就在我国长假期间，在德国和
加拿大分别发生了恶性食品安全事件。

9 月 25 日开始的连环中毒事件至今以来已经蔓延到
德国东部 4 州，从东部联邦州勃兰登堡、萨克森、萨克森-
安哈特和图灵根州再到德国首都柏林，约 300 多所学校、
幼儿园学生分别出现了上吐下泻等食物中毒症状。随后
两天，感染人数呈现几何倍激增。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却
在同一时间爆发同样的病症，人们发现其中最大的共同点
是：他们吃过同一家公司的校园餐。据统计 ,一周以来，约
9000 名学生出现上吐下泻的状况。

而一则 10 月 3 日的消息称，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和
阿尔伯塔省两省共发现大肠杆菌病例数十宗，远超过同
期。与此同时，问题牛肉回收范围继续扩大，迄今下架产
品已超过 1500 种。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型牛肉回收事
件，可能含有大肠杆菌的牛肉包括在阿尔伯塔省 XLFoods
进行加工的 1500 种产品，被分销至加拿大全国各省各区
以及美国 41 个州。

由此可见，尽管现代科技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
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生物性污染仍
是危害食品安全的主要威胁，严重危害着人类的健康，由
此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关注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之一。根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球每年发生食源性疾病数十亿
人。即使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发生食源性疾病的概
率也相当高，平均每年有 1/3 的人群感染食源性疾病。这
表明 ,工业化程度的发达并不能保证食源性疾病爆发危险
性的降低，反而由于工业化程度越发达，食物供应链越难
控制，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其影响面和波及面会更
大；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产品的规模大，不安全食品的
召回、销毁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会更大。除此之外，每年
由食源性疾病而导致的医疗费增加以及产品的销毁可带
来数十亿美元的消耗。

乳品生鲜食品成监管重点

因此，此次针对餐饮业的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指标非
常及时。据了解，该“国标”由卫生部委托、北京等几省市
卫生监督部门起草，目前已经启动制定，预计将在明年 6
月出台。北京市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称，该标准将覆盖
餐馆、快餐店、小吃店、饮品店、甜品站，还包括食堂、中央
厨房等集体就餐、送餐单位。
“这项标准的出台，有助于预防、控制食源性疾病。”

该负责人举例说，比如日式餐馆中的三文鱼等生食水产
品，过去没有明确允许含有多少致病细菌的标准。“国标”
出台后，细菌含量多少将有强制性指标，餐馆必须保证
“不超标”。另外，如果市民就餐后发生食物中毒、身体不
适等情况，卫生部门可以依据这一标准、化验餐馆的饭
菜，从而查明是否与饭馆饭菜不卫生有关及餐馆该负多大
责任等，并按照相应的法规处理。

近年来，随着中国乳制品消费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我
国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液态乳制品消费市场。但因乳
制品方面的负面报道也屡见不鲜。而长期以来，我国熟肉
制品的卫生合格率低于其他各类食品，由其引起的食物中
毒发病率一直居于首位。食品中的细菌主要来源于产、
储、运、制、销等各个环节的外界污染。而食品中的细菌数
量对食品的卫生质量具有极大的影响。根据数据显示，食
品中细菌数量越多，食品腐败变质的速度就越快，甚至可
引起食用者的不良反应，一些研究认为细菌数量达到
100—1000 万个/g 时食品就可能引起食用者的食物中毒。
因此食品中的细菌数量对食品的卫生质量具有极大的影
响，它反映了食品受微生物污染的程度。
“过去的食品安全是自然意义上的‘无毒无害’，今后

将上升到法律意义。”该负责人表示，餐饮业食品安全标
准出台之后，一方面能帮助餐企遵守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保证食品卫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食品卫生监督执法。

“新国标”
打造无菌餐饮业

本报记者 闻笛

2012年 9月，“乳矿物盐”成为了
中国乳业的关键词，并引发了多米诺
骨牌效应。继光明和蒙牛前后卷入
“乳矿物盐”的风波后，日前，合生元
也被爆出含违禁物“乳矿物盐”的丑
闻。

合生元身陷“乳矿物盐”丑闻

9月中旬，光明乳业对婴幼儿的
食品宝宝奶酪添加违禁物品“乳矿物
盐”被曝光后，光明的相关产品已全
部下架回收，并被质监部门责令整
改。之后，就公司旗下“小小光明宝宝
奶酪（宝宝杯）”被指添加禁放物一
事，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官网发
布致歉新闻，称接受政府监管机构的
处理决定。

随后，又有媒体爆出，目前一款
在售的名为“蒙牛未来星儿童成长奶
酪”的产品，其配料表中就赫然列有
“乳矿物盐”成分。而且，该款产品并
未明确列出适用范围，仅简单说明适
用于儿童。对此，蒙牛向相关媒体作
出回应称，“蒙牛所有含有乳矿物盐
的产品均非婴幼儿产品，符合卫生部
公告的要求。而且在（有关）乳矿物盐
批文（的）国家其他公告中并未有要
求包装标签上予以特殊标识的规
定。”不过，仍有业内人士认为，不少
同类产品都进行了清晰标识，蒙牛不
对产品明确标注，难以摆脱误导消费
者之嫌。

日前，记者发现合生元旗下一款
名为合生元儿童微囊乳钙咀嚼片的
产品，在其宣传语中这样写道：“合生
元儿童微囊乳钙咀嚼片（水果味），有
多种水果味和奶味，特别的双层片设
计，丰盈口感、多重风味，让宝宝爱上
吃钙片！”其产品配料为：微囊乳钙粉
（乳矿物盐、磷脂），乳粉，蓝莓粉，草
莓粉，甜橙粉，苹果粉，樱桃粉，胡萝
卜粉，菠菜粉，食物添加剂（木糖醇、
硬脂酸镁、苹果酸、柠檬酸）。而且在
产品的说明书中明确注明适宜人群
为：有咀嚼能力的 3 岁以上儿童方可
食用本品。

但蹊跷的是，合生元儿童微囊乳
钙咀嚼片包装上的生产许可证号，在
中国 QS认证网上显示的对应产品名
称为糖果制品，但其产品包装上未标
明任何糖果字样，按照国家的相关规
定，普通食品是不能宣传具有医疗保
健功效的。显然合生元的这种做法已
经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了。有
业内人士表示，不仅如此，如果误信
其宣传的话，会使孩子丧失补钙的最
佳时机。

打擦边球难逃误导之嫌

如果说这款产品不具备补钙效

果还稍显武断，那么在卫生部 2009
年 18号文中已经明确规定，乳矿物
盐等 7 种新资源食品的使用范围不
含婴幼儿食品。合生元这款儿童微
囊乳钙咀嚼片中仅标识“3岁以上儿
童”为适用人群范围，已有误导婴幼

儿消费之嫌。
《中国企业报·中国食品报道》记

者采访了天津科技大学食品营养与
安全专业赵江教授，赵江告诉记者，
“儿童”的概念在联合国《儿童权利
公约》中的规定是 0—18 岁，而在我
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规
定是 0—18岁，医学界则以 0—14岁
的儿童为儿科的研究对象。因此，如
果笼统的将“3 岁以上儿童”都划分
为适用人群显然是不恰当的。

针对近来一系列关于“乳矿物
盐”引发的讨论，乳业专家王丁棉表
示，“因为新出生的婴幼儿消化系
统、肾脏功能很弱，国家对婴幼儿产
品中盐的成分有严格要求，而做乳
酪的工艺要求中不可避免地要用到
盐，乳矿物盐是盐类，光明如果把这
个产品包装上表明适用于 5 岁以上
儿童就没有问题，而非适用于婴幼
儿。”

有乳业专家对记者表示，“婴幼
儿肾脏还没有发育成熟，无法吸收
高蛋白高钙的食物，即使是全脂牛
奶中的营养都无法消化吸收，需要
兑水才能喝，更何况含钙量高达普
通牛奶六七倍的奶酪。”据了解，
100ml 全脂牛奶中平均仅含 110 毫
克的钙，而在这款咀嚼片的说明书
中则注明“相当于每片含钙 100 毫
克”，已经大大超过了全脂牛奶中的
钙含量。

将糖果当成钙片来宣传销售，本

身已经涉嫌欺诈消费者。在儿童的
食品中违法添加乳矿物盐，拿婴幼
儿的健康作为企业盈利的噱头，更
令公众愤慨。育儿专家告诉记者，一
些商家故意将产品打上婴幼儿专用
的旗号，借此把价格定得很高，让父
母觉得要不买就对不起自己的孩
子，其实就是抓住了父母爱子心切
的特点。不断涨价的洋奶粉是这样，
这些所谓的婴幼儿食品也是这样。
记者发现，在此次添加事件被媒体
爆出后，合生元至今没有对消费者
给出一个答复。

在此，记者联想到了在不少国家
实施了很久的“电影分级制度”，电
影分级制度的出现主要也是为了青
少年发展教育，分级是一个标准，也
是一个参考值。其根据影片之内容
来规定和划分适合观赏的年龄段，
以便区分其等级和适宜度。通过这
种手段来起到指导看片的作用。业
内人士指出，在食品消费领域也存
在这样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食
品的种类越来越多，对食品的要求
也越来越多样化。无糖、低热量等需
求越来越明确和精细，如何来为不
同人群科学、营养的选择食品是一
个巨大的课题。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关注儿童食品安全也就是为祖国的
未来打好基础。只有早日出台具体
政策，指导企业规范食品的生产和
宣传，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年龄、不
同营养水平的消费者。

合生元或含违禁物
食品分级制待出台
本报记者 闻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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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八版）

专家观点：五得利事件或为
乌龙事件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袁野截至目
前能得到的各路公开消息袁我基本可
以判断这是一起乌龙事件袁祸起于行
高于人尧木秀于林袁或者不幸于媒体
在迅捷报道和事实真相之间的误
差遥 冶
解放军 301 医院营养科教授赵

霖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袁质监机构只能
检出硼的含量袁而硼砂是以酸根形式
出现的袁野样品中有没有硼砂袁这个判
断需要矿物部门来判断袁质检部门只
能判断硼元素遥 冶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在接受

采访时说袁硼砂是绝对不允许添加到
面粉中的袁 但企业是否添加了硼砂袁
不应只看检测报告袁关键是要看执法
部门是否拿到了企业添加的直接证
据遥
北京检验机构检验员表示袁依据

国标检测袁即通过检测硼的含量来乘
以系数得到硼砂的含量袁野目前的检
测方法不能直接检测出硼砂冶遥
媒体评论：两轮检验，不同

结论，揭示食品安全监管的深层
制度矛盾

在当前，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仍
是典型的分段监管。生产环节由质监
部门负责，流通环节由工商部门负
责，餐饮环节则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
华琳指出，有一些产品在三个环节有
交叉，完全可能针对同一产品，出现
各环节检测结果矛盾的情况，厘清各
个环节责任主体，明确检测报告的法
律效力，是下一步制度完善的方向。

（财新网）

媒体评论：“硼砂门”，尚缺
一个“释疑解惑”

当今的中国，一提起食品质量问
题，消费者总是担惊受怕，甚至于往
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这
种情况下，对于“硼砂门”的回应，政
府相关部门应该将消费者所有的疑
问一一解释清楚，没必要对消费者
“遮遮掩掩”。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商
品质量的确没问题，那么，对于起初
先说“有问题”的人，不仅要澄清，更
要担责，绝不允许随随便便一句“狼
来了”的叫喊弄得人心惶惶。这也是
对企业的“保驾护航”。

（《湖南日报》）

媒体评论：监管部门失声容
易被利用

在此次五得利致癌物事件中，最
让人失望的还是监管方的不作为不
发声。我们更多地看到的都是“工商
局电话无人接听、质监局表示不能接
受采访”之类报道。某种意义上来说，
正是监管部门的失声，才给了很多有
问题的企业逍遥法外，又让很多无辜
企业躺着中枪。 （腾讯财经）

媒体评论：企业根本就没有
添加硼砂的动力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以及对面粉
以及面粉制品的研究来看，还没有研
究结果表明说，硼砂能够改善面和面
食的特性，也就是说，往面粉里添加
硼砂并不会让面粉为原料的制作的
食品更加的劲道、爽口，也就是说企
业根本就没有添加硼砂的动力。

（CCTV新闻）
舆情分析

4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让河北省

食品安全领域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
浪尖上，五得利硼砂事件一出，有媒
体担忧“五得利”或成为第二个“三
鹿”。

虽然五得利面粉添加致癌物的
传闻基本属“乌龙事件”，但已经习惯
了食品安全恐慌的网民已经开始疯
传，不少网友开始接力传播和斥骂，
媒体评论员和“公知”们也迫不及待
地发文拷问企业良心。

随着 9月 26日河北省食安办在
石家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沸沸扬扬
的五得利“硼砂门”事件终于有了新
的转机。质监、工商、公安、河北省食
品安全办公室，都表示五得利面粉是
安全的。

但消费者并不买账，“三鹿”事件
前车之鉴，让河北官方部门的公信力
大打折扣。媒体指出尽管企业及官方
先后举行发布会澄清五得利未有非
法添加硼砂问题，但负面影响仍在，
五得利面粉销量暴跌 40%，出现“建
厂以来最黯淡的销售记录”。 而企业
的员工也都纷纷表示了自己的愤慨，
他们不明白，自己的企业为什么就会
遭受这样“不负责任”的指责。

五得利走出“硼砂门”还需要更
多的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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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得利在官方说法出来以后，开
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准备相对充分，
表达了企业对产品质量等各方面的
态度和做法，都是很好的，如果并可
以借这个机会，要求行业自律，真正
意义做到行业领头羊的地位和作用，
就会更好。企业还可以这一事件为契
机，加强梳理企业内部的管理，提高
应对与沟通能力。

五得利需借助行业龙头的影响
力，加强设备及检验手段，确保产品
质量，凸显出自身产品的高品质。同

时坦诚地公开信息，邀请媒体、网民、
消费者到工厂参观，了解面粉的生产
流程。抓住公众高度关注的机会，充
分引导社会公众对自己的品牌深入
认识、重塑品牌形象，提升美誉度。

对企业来说，需提高舆情应对能
力。在遭遇舆情危机时，没有提供证
据就否认，并声称是竞争对手的陷
害，作为一个大企业，这不是一个明
智的危机公关方式。实践证明，出具
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积极向公众通
报复检结果，和媒体以及消费者做开
诚布公的交流和沟通的方法更有效。
作为一个高度本地化的企业，让食用
五得利面粉的员工及家属出面说明，
远比誓师大会更有说服力。

其实整个事件所有媒体报道中
都没有提供监管机关有力的正式数
据或公布材料，来证明五得利的面粉
硼含量超标。反倒因此加大了事件的
蔓延，从而扩大了事情的负面影响
面。五得利在舆情应对方面其实可以
借媒体的不足回转局面，对企业而
言，是一次化危机为契机的好机会。

对于质检部门来说，此前闹得沸
沸扬扬的今麦郎方便面酸价超标、多
家洋奶粉添加香兰素以及张裕葡萄
酒致癌等一系列传闻，最后均以检测
机构不具备相关资质而撤回检测结
果告终，不仅让消费者虚惊一场，还
对多家企业造成损失。更为重要的
是，丧失了权威部门的公信力。

对于媒体监督来说，媒体对食品
安全问题关注是理所应当的，瘦肉
精、地沟油、工业明胶、膨大剂，包括
面粉行业屡禁不止的增白剂，时时刻
刻让消费者提心吊胆。但是媒体在报
道中有必要向消费者提供一下真正
独立、具有完备资质的检测机构的检
测结果。毕竟媒体报道和监督是为了
规范行业发展，让消费者安心消费
的，而不是制造恐慌。

五得利怎样才能五方都得利？

mailto:kangyuan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