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肖一鹏 执行主编：赵璐 校对：高秀峰 美编：马丽2013年03月12日 星期二 共四版 新闻热线：010-68735763 010-68735762 网址：www援zgqy援cc 传真：010-68735764 联系人：孙颖 E-mail:xiaoyipeng@zqcn.com.cn

本报记者 闻笛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闻笛 周净

地沟油为何屡禁不止？本次两会期

间，不少代表委员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表示，“地沟油的来源包括潲水、老

油等，但是潲水的回收是市政部门做，

炼油是质检部门管理，油运出去是工商

部门管，油的检测是卫生部门，大家都

在管理，但谁都不知道油是哪来的，监

管当然会有盲点。”地沟油制售行为分

散，加上对其监管则涉及工商、卫生、环

保、质监、城管、环卫等六个部门，分段

监管使打击地沟油制售行为变得非常

困难。

源头监管至关重要

3月 6日上午，全国人大浙江团进
行小组审议。讨论中，全国人大代表、海

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打开包，拿出了

一袋花生米。他数了 10颗，扔进会场的
玻璃杯里，用冷水一冲，短短几秒钟，整

杯水都变成了黑色。朱张金说，这就是

一些酒店宾馆里，售价高达 160元一斤
的所谓健康黑皮花生。满座哗然。朱张

金用花生米泡出的黑水，在参加讨论的

代表们之间传递。会场上，不时发出“啧

啧啧”的惊叹声，还有代表感慨，这种花

生米自己曾经吃过，没想到竟是如此可

怕。一场关于食品安全的激烈讨论就此

展开。

朱张金说，这些花生米，原本就是

普通花生，但被一些不法商人加入了违

禁添加剂，这些添加剂中包含对人体有

害的染色剂和重金属成分，朱张金将这

种添加剂称为“毒品添加剂”。就在黑水

传递的过程中，朱张金又掏出几包鸡蛋

精，“这个更坏，价格 600 元一斤，一吨
鸡饲料中只要添加 40元的分量，就能

让所有的鸡生出来的鸡蛋都变黄。而且

鸡吃了每天都生蛋，全年无休。”朱张金

说，这次参加全国两会，他携带 300 多
件有毒食品和“毒品添加剂”进京，“这

是开心果，经硫磺熏制、漂白的；这是去

皮花生，经硫磺熏制、防腐的；这是人造

鱼肚，用皮鞭制作的；这是肉松，经过染

色，香精防腐；还有白木耳，经过硫磺泡

制的……”

朱张金说，这次他带有毒食品进

京，是想告诉来参会的代表、委员，食品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比如在农产品生产

环节，许多农民不懂农药使用技术，经

常错用、乱用，“目前，农村中大多数年

轻人在企业打工，真正从事一线农业生

产的以老年人居多，他们看不懂农药使

用说明，不按照要求使用农药，乱用农

药品种、超量使用农药的问题普遍存

在。”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公司董

事长宗庆后认为食品安全的源头在农

业。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食品都是农民

种出来的，农业这方面不解决问题的

话，设备加工企业实际是防不胜防的。”

他建议，食品安全也应建立预警机制。

与他持类似意见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俞学文，“要从源头抓起，加强对农

药、肥料、生长调节剂、兽药、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管理和

监督。首先生产企业要把好第一关，销

售公司要把好第二关，严防不健康的食

品流入社会。”

一体化监管成众望所归

尽管在食品安全的源头问题是否

出在农业上还有争论，但大部分代表、

委员都把希望寄托在各个部门之间的

“无缝连接”上。

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指出，农产品生

产销售的每个环节都会牵涉到不同的

行政主管部门，包括农业部、工商部门、

质检部门、卫生部门、发改委和商务部

等，当务之急是要形成一个一体化的政

府管理机制，不能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有分段管理，但要无缝连接”。

对此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

副部长陈啸宏表示，中国食品安全从生

产到餐桌的监管职能将整合，统一归由

一个部门行使。同时，卫生部将负责食

品安全的标准制定和风险评估。

此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严卫星也介绍，

新的机构改革方案中，涉及食品安全监

管，今后将有两个部门，一是农业部，仍

负责农田(饲养)环节的监管；另外将成
立一个新的部门，负责食品生产、流通

和餐饮环节的安全监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冯长根

代表表示，食品安全领域确实问题不

少，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往往以偏概全，

出现一个个案就怀疑整个行业，这也是

需要改变的。不过，对于食品安全问题，

再怎么重视也是不为过的，因为关系到

每一个人。

事实上，自 2008年大部制改革以
来，中国确立了食品从农田到餐桌分段

监管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农业、质检、

工商、食药局等四个部门，分别负责田

间、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餐饮环节的

食品安全监管。但这种监管模式，在基

层执行中，遭遇种种矛盾，社会各界也

不断有质疑声音。

比如超市里的面包房，究竟属于流

通环节还是餐饮环节？至今，超市里的

餐食生产档口，在有些地方是工商监

管、有些地方是食药局在监管，还有些

地方仍是卫生监督部门在承担监管职

责，难以统一，缺乏信息对接。

对于即将启动的新一轮政府机构

改革，钟南山表示，非常赞成食品监管

部门实现大部制。“像地沟油、三聚氰胺

等食品安全问题，原因在于目前监管实

行分段管理，导致出现监管盲点。”

白山方大集团
为国名酒质量再“承保”

大部制改革推动食品监管“无缝连接”

如何杜绝市面上假酒泛滥，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在

2013 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之际，白山方大
集团将再次发布《诚信企业先行赔付承诺书》，承诺“货

真价实”、“假一赔十”，并全力推进全行业诚信体系建

设向纵深发展。

“货真价实”、“假一赔十”！这个承诺已在吉林省白

山方大集团坚守了 20多年。为进一步推动行业诚信体
系建设，2012 年 8 月 29 日，吉林省白山方大集团与中
国人保财险吉林省分公司正式签约，为其所经销的国

名酒进行质量“承保”。

吉林省白山方大集团是全省乃至全国酒类流通领

域较具规模的民营企业。2010 年 1 月，“白山方大”被
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创下了“经销国名

酒 20 年无一假货，诚信重承诺 20 载无一投诉”的骄人
业绩，并成为全国酒类流通领域目前唯一获得中国驰

名商标的企业。

作为吉林省酒类流通领域中的龙头企业，20 多年
来，白山方大集团一直采取厂家直接进货的方式，没有

任何中间环节，从源头上杜绝假、冒、伪、劣商品，保证

商品流通环节的纯洁性。

在商品采购过程中，白山方大集团实行总经理审

批制度，并建立了严格的台账制度，实现了库存、渠道、

运输的实时监控，每一瓶酒入库后都会有的白山方大

集团自己设计的“防伪标识”，从源头上杜绝了假冒伪

劣商品流入市场；在运输过程中，按照“送货上门、负责

装卸、免收运费、承担损耗”的要求，白山方大施行专车

送货、上门服务，由经销商当面验收，确保产品在流通

环节中的质量保证。

早在 2009 年吉林省人代会上，白山方大集团董事
长宁凤莲就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诚信企业基金的建

议》，经过多方努力，他的建议得到了 11 位企业家的支
持和认可，2011 年“企业诚信基金”得到落实，白山方大
集团将首批诚信企业先行赔付保证金 20 万元递交给
吉林省消协。

花上万元买来的名牌“好酒”突然

变成了贴牌货勾兑的“假冒伪劣商品”，

这对消费者除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外，还会使一个知名品牌蒙上不白之

冤。

2012年 7月，消费者孙海波先生从
北京西单的华润万家中友分店买了 7
瓶 53度飞天茅台，没想到居然都是假
酒。

作为国内知名高端白酒，“茅台”的

真假一直受到消费者关注，因此在日常

生活中，消费者往往会选择在大型商场

或连锁超市购买，觉得这样有保障。然

而，如果个别商家的供货源头出现问

题，那么大型超市也可能销售假货。

超市推诿，消费者难维权

据孙海波回忆，6月 29日，他从北
京西单的华润万家中友分店买了 7 瓶
53度飞天茅台，每瓶 1990元。付款后拿
到超市开具的正式发票，也让他很放

心，因为他认为这么大的连锁超市应该

不会卖假酒。

但是，酒拿回家后孙先生和朋友打

开一瓶，孙先生发现这次他所购买茅台

的口感和以往购买的不太一样，因此

对酒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因此，孙先

生直接将其中一瓶送到了国家食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测。7月 4日，
检测报告出来了，结果令孙先生大吃

一惊，这瓶送检的茅台经国家食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鉴定为：不是贵州茅

台酒。

孙先生拿着鉴定报告联系超市，超

市经理承认酒是从超市购买的，同时也

承认他们售出的产品为假酒，但是表

示，因为该产品是总公司统一派送的，

只能联系总部来解决。孙先生认为，华

润万家作为大型连锁超市，有责任对其

所售商品的质量进行监控。在与分店协

商未果的情况下，孙先生联系了华润万

家总部，但是总部的工作人员称，在分

店购买的产品应由分店解决。在多次与

超市沟通后，总部工作人员表示，可以

为孙先生退款，但是孙先生对于这个结

果并不满意。孙先生向北京西城区长安

街工商所反映这一情况，据记者了解，

该辖区所在工商所接到投诉后，依法封

存了该批产品进行调查。

就此事件，记者采访了专业法律人

士。律师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 49条以及《产品质量法》规定，如
果这批商品经权威部门鉴定后确系伪

造，消费者至少依法应该得到两倍赔

偿，如果商家在此前有“假一赔十”的承

诺，便应该得到十倍赔偿；销售者赔偿

后可向供货商追偿；以次充好、以假充

真的售假者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严重

者可追究刑事责任。

贴牌代工，流通环节问题多

孙先生此次遭遇是否个例，其他大

型超市是否也存在以假充真的现象？就

此问题，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内几家大型

连锁超市发现，所有的超市里都在销售

茅台、五粮液等高端白酒，而且在记者

表示可能需要的量比较大时，销售人员

还表示量大可以走团购，价格还可以再

低一些，数量不是问题。在一家大型超

市的酒专柜，记者还看到了“本专柜产

品一经销售，概不退换”的提示标语，售

货人员解释说：“我们专柜是超市经营

的，有品牌保证，不会有假酒，也不退

换，因为有些酒拿回来退时都已经开封

了，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酒是不是被调换

了。”

那么，为什么在大型超市会出现仿

造的名牌酒呢？记者采访了北京和东北

地区的几家大型酒类经销商后了解到，

酒类商品在卖场渠道的销售链条涉及

酒厂、经销商和卖场，首先是酒厂生产

酒，然后将货给到经销商，随后经过经

销商发货给卖场。

“酒厂是第一个可能出问题的环

节，假如是正当酒类品牌公司的直接工

厂，一般不会有问题，但很多品牌公司

现在都采取贴牌生产，那些贴牌代工厂

是有合约期和限制品类生产的，不少工

厂看到热销酒，就会超期或超品类生

产，这就会出现次货或假货。当商品给

到经销商时，经销商环节也会有问题，

目前酒类经销商大多以区域划分，所以

全国性卖场门店内同一品牌的酒其实

背后来自不同的经销商，经销商有优劣

之分，劣质经销商会将假酒、次酒混在

正品内销售。”一位在东北地区知名的，

在酒业经销领域拥有超过 20年经验的
经销商告诉记者。

检测成本高，超市难承担

记者采访了解到，所有卖场，包括

家乐福、沃尔玛、欧尚、大润发等对于商

品一般都无法全部检测，因为一个门店

内至少 4万种商品，一种商品有至少 10
项检测指标，检测一项指标的成本大约

2000元，巨大的检测成本是零售商不可

能负担的，所以卖场企业都采取检查经

销商、供应商各类证照，只要证照齐全

就核准入货。此次华润万家也是这样操

作的。

“在海外，只要证照齐全，一般都是

正品，但在中国市场，有太多伪劣商品，

即便供应商证照齐全，只能说明其手续

完整，并不 100%代表其货品一定没有
问题。超市最多做抽样检查，不可能对

数万种商品一包包检查，于是假冒伪

劣商品很可能流入卖场。另外，供应商

有时会真货假货混搭。”曾经历过假冒

商品投诉的一位外资卖场店长坦言。

那么对于孙先生要求赔偿的索求

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呢？律师告诉记

者，孙先生作为消费者购买了商品，不管

是他付出的钱多钱少，如果买到假货都

应该得到赔偿，具体的赔偿应该由法律

部门最后认定。首先第一责任应该找超

市，至于超市的责任和经销商之间的责

任大小，需要法律部门来进一步认定。

如果遇到消费者同孙先生一样，被

超市方面消极对待的情况怎么办？今

后我们消费者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

态来面对这样的消费纠纷？律师告诉

记者，首先，在孙先生的问题上，华润

万家似乎在刻意回避管理方面的漏

洞，因为这个问题虽然是分店一些不

良行为或涉嫌违法行为造成的，但是

超市总部在管理职责方面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另外，给消费者提了一个醒，即便

是正规渠道购买商品，也要保持足够的

清醒，在正规渠道购买商品的时候流程

方面是不是正规，消费者不要迷信正规

的渠道，以避免有一些人利用正规渠道

进行场外交易。

恪守承诺 20载

大超市也有假茅台

为国名酒上保险，为消费者撑天网。白山方大集团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吉林分公司联袂携手，推出

国名酒质量保证保险，这在白山、在吉林省乃至在全国

都是创新之举、诚信之举、爱民之举。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传统文

化的精华。诚实守信作为一种道德追求，已经在白山方

大集团坚守了 20年。

由此，“白山方大”创下了经销国名酒 20 年无一假

货、诚信重承诺 20 载无一投诉的骄人业绩，获得了全

国酒类流通领域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这是企业恪

守良好职业道德获得的最好回报，是广大消费者对

企业最诚挚的信任，是国家有关部门对企业的最大

肯定。

诚信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我们必须站在讲政

治、惠民生、保稳定的高度，下大力气抓好商品质量、食

品安全，重视源头治理，减少流通环节，堵塞坑民害民

的漏洞；必须下大力气抓好价格诚信建设，确保消费者

放心消费、愿意消费、安全消费；必须下大力气整顿和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建立完善诚信

质量监督机制、准入机制、退出机制，绝不让坑害消费

者利益的商家得实惠、捞好处、发大财。

今天为消费者送去一寸绿荫，明天消费者回报参

天大树。好形象是干出来的，好名声是做出来的，好业

绩是拼出来的，好前景是闯出来的。从白山方大集团真

心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行动上，消费者体验到了尊严，感

受到了信任，也看到了希望。

新的机构改革方案中，涉及食品安全监管将有两个部门，一是农业部，仍负责农田(饲养)环节的监管；
另外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国家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总局，负责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环节的安全监管。

撑起保护消费者的天网

一些食品被不法商人加入了违禁添加剂，朱张金将这种添加剂称为“毒品添加剂”

闻笛

市场

本报记者 闻笛

白山方大集团将再次发布

《诚信企业先行赔付承诺书》，承

诺‘货真价实’、‘假一赔十’，并

全力推进全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向

纵深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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