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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此次

拍卖的延期，使
得之前宝酒集

团破产管理领

导小组相关工

作人员给记者
提供的《宝酒集

团公司破产改

制日程表》无法
执行。同时该日

程表 载明 的，

“2013年 5月 17

日至5月23日宝
丰县法院将裁

定终结破产程

序”亦被打乱。

时间一推再推，条件量身定做，国有资产贱卖，监管形同虚设。

本报记者 郝帅

宝丰酒重组被指多处违规
先是病死猪，接着是 H7N9 禽流感，现在是掺假羊肉上

场。近两个月来，上海地区不断被曝有关食品的新闻，引起

社会极大关注。

在近日江苏无锡破获的特大制售假羊肉案件中，犯罪

嫌疑人涉嫌使用狐狸、水貂、老鼠等未经检验检疫的动物肉

制品，添加明胶、胭脂红、硝盐等冒充羊肉。而紧邻制售假羊

肉的重要消费地上海便成为重灾区，傣妹、小肥羊、品尚豆

捞等多家知名火锅店被传流入可疑羊肉。

羊肉点单率大幅下滑

上海傣妹餐饮有限公司营业部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目前店内羊肉被撤下餐桌，但其羊肉均来自正规

渠道的纯羊肉，并未掺杂其他肉类。掺假事件发生后，公司

人流量和销售收入均下降了二成左右。

上海周浦一家品尚豆捞火锅店使用的羊肉被指成分造

假，并非由纯羊肉制成，店员承认仅有部分是羊肉。目前上

海浦东新区食药监部门已责令其停业整顿，并立案查处。

在品尚豆捞官网，记者发现首页刊有“品尚豆捞关于上

海周浦万达加盟店‘捅假洋肉事件’的郑重声明”，声明称，

“此次上海周浦万达加盟店被查处的掺假羊肉系该店违规

自行采购，本公司已按照加盟合同约定取消该店的加盟资

格，并将进一步追究该损害公司品牌形象的责任。”

江苏品尚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表

示，上海地区相关门店已停止销售羊肉产品，存货已退回位

于江苏省南通市的总部基地。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多家澳门豆捞仍在正

常销售羊肉。受“掺假羊肉”事件影响，销量有较明显的下

滑。澳门豆捞大华店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的羊肉

都是经过检测的，没有任何问题。”

从总体来看，目前上海地区不少火锅店的羊肉点单率

都出现大幅下滑。

餐饮企业成本高压是主因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市场之所以发生

“掺假羊肉”事件，与近年来持续不景气的餐饮行业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

近年来经济放缓，消费持续降温，尤其是高档餐饮消费

遭遇寒冬。

“消费不畅，竞争激烈是目前餐饮行业的主要特点。与

之相应的，却是人力成本、食品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涨。此外，

占据成本重要一块的租金、水电费用也是居高不下。在这种

形势下，部分餐饮企业为节约成本，将目光瞄准原材料，希

望采购廉价材料以缓解成本压力，应对目前行业低迷的态

势。”上海一位餐饮企业老板王先生称。

王先生介绍，正是由于部分火锅企业为了降低原材料

成本，并不惜铤而走险使用价廉的“掺假羊肉”代替价高的

纯羊肉，最终使得“掺假羊肉”摆上餐桌，损害消费者人身和

财产权益。

据王先生透露，在“掺假羊肉”事件曝光前，“掺假羊肉”

主要在农贸市场出售，每公斤公开价格约为 20 元左右，如
果是真正的纯羊肉，每公斤则需要五六十元。每公斤原材料

的价格利润相差 30 多元，一吨就是三万多元，这对利润日
渐微薄的餐饮企业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专家张德权表示，

目前低价假羊肉主要由“鸭肉”变身，鸭肉不到 20 元，价格
差十分明显。

联合采购或为解决之道

中国烹饪协会数据显示，火锅行业为中国餐饮整体消

费贡献 30%左右的市场份额，被业界认为是最具有连锁化、
品牌化的餐饮业态。

然而，中国的火锅产业之路走得并不平坦。2005 年的
“口水油”事件，让曾经大红大紫的“香辣虾”火锅店销声匿

迹。同样是因为“口水油”，2012年重庆等地的火锅行业几乎
面临灭顶之灾，至今让业内人士仍心存余悸。

这一次，火锅产业因为掺假问题再次面临严峻考验，目

前正由上海、江苏向福建等地蔓延。

河南省火锅业协会会长李海涛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要避免掺假事件、让火锅产业走上良性发展

的道路，食材问题相当重要。

“目前绝大部分火锅企业为名店、大店，都是正规守法

经营的，不可能为了压缩食材成本到头来砸了自己辛辛苦

苦创立的品牌。”李海涛说。

对于怎么从制度上解决火锅行业健康发展的问题，李

海涛认为，由于火锅企业对羊、牛肉的需求量极大，从批发

市场采购成本高、又无法保证质量，因此可以采取联合采购

的方式，采购公司直接和生产厂家对接。“具体来说，就是通

过行业协会等组织搭建一个采购平台，各家火锅企业通过

这个平台统一采购原辅材料，价格上可以获得更高的筹码，

质量上也可以得到保证。”

李海涛还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联合采购不仅仅

限于火锅企业的羊肉、牛肉，还可扩展到蔬菜、油盐酱醋等

原辅材料。更进一步扩展到其它中餐企业、西餐企业。“目前

河南餐饮协会组织的联合采购，在大店、名店方面已经达到

百分之四五十的比例，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百分之七八十的

比例。”

据悉，目前广州市饮食行业商会与各大品牌的肉类、粮

油等供应商都有合作团购，为会员提供一个资源采购平台，

减少因原材料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

掺假羊肉事件蔓延
联合采购将成常态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原本早就应该了结的宝丰酒改

制又遭变故。事实上，宝丰酒破产

重组程序从开始到现在已达 10 年
之久 （本报 2012 年 12 月 25日曾报
道过此事）。而这次拍卖是否能给

破产重组长跑画上句点，似乎仍然

犹未可知。

5 月 3 日，河南省宝丰酒业集
团有限公司破产还债清算组发出

《报名须知》。而此次拍卖所设置的

条件，使得本想参与竞买的多路人

马根本进不了竞拍的程序。

这一做法引发了多方不满，

“本次拍卖不是为了公开、透明、

价高者得，拍卖所限制的条件根本

就是为洁石集团量身定做的。”相

关人士 5 月 9 日在接受媒体记者采
访时表示，“更加严重的是，宝丰

酒厂拍卖似乎还存在监管不力，国

有资产被贱卖等问题。”这表明，

宝丰酒又一次走到了重组的十字路

口。而这次拍卖程序从启动开始就

遭到了多方的质疑。

十年破产未终结

“现在经营着宝丰酒厂的并

不是酒厂本身，而是‘化身’为宝

丰酒业的洁石集团。它一直以租赁

的方式经营着宝丰酒厂，每年的租

赁费仅有 260 万元，而宝丰酒在
2010 年的销售额就已经近 10 亿
元。” 宝丰酒厂原职工代表 5 月 8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2002 年 10 月，健力宝集团和
宝丰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达成协

议，共同出资设立“宝丰酒业有限

公司”，租赁原宝酒集团 （即宝丰

酒厂）的厂房设备和场地进行生产

和经营宝丰酒。此后，宝丰酒所有

包装、广告、宣传的经营主体都由

宝酒集团换为宝丰酒业。

“2002 年 10 月至 11 月，宝丰
酒业和宝酒集团连续签署多份协

议，将 5 个商标、土地、门面房、
2500 吨原酒、成品酒 14 万瓶等核
心资产卖给前者，且价格远远小于

这些资产应有的价值。” 宝酒集团

职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而

正是因为这些财产的转移，才使得

宝酒集团变得资不抵债，从而破产

了。”

2005 年，健力宝由于其原董事
长张海被捕而产生动荡，随即开始

从宝丰酒业抽身。2006 年 4 月，宝
丰县洁石建材有限公司将健力宝集

团持有的 85%股份买断从而接手宝
丰酒业，之后仍履行原协议，以每

年 260 万元的价格租赁经营宝酒公
司至今。

事实上，宝酒集团本应在 2 月
7 日被拍卖，1 月 23 日的 《河南日
报》第 10 版曾经刊登了拍卖公告，
而宝酒集团破产管理领导小组相关

工作人员也在拍卖之前通知了记者

并邀请记者参加，但此次拍卖并未

成行。

对于没有成行的原因，宝酒集

团破产还债清算组组长刘中原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撤拍是因为我

们经验不足。”刘中原说，“当时

设定的是公告期满 15 天拍卖，没
想到竞拍企业都集中在公告截止日

期前三天内报名，留给资料审查核

对的时间不足 48 小时，那些路途
遥远的竞拍企业我们根本没有时间

上门审查核对，无法在规定时间内

确定其是否符合条件。再者，站在

债权人方面考虑，硬拍卖对其也是

不公平的。这次拍卖虽然符合法律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的

规定，但为平等保护竞买人和债权

人的合法权利，所以暂缓拍卖。”

因为此次拍卖的延期，使得之

前宝酒集团破产管理领导小组相关

工作人员给记者提供的《宝酒集团

公司破产改制日程表》 无法执行。

同时该日程表载明的，“2013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23 日宝丰县法院将
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亦被打乱。

条件量身定做？

刘中原的说法显然得不到所有

人的认同，“其实当时推迟拍卖是

由于他们没有想到除了洁石集团的

宝丰酒业之外还有别的企业会来参

加竞拍，而我们的突然出现使得他

们措手不及，有可能不能把宝酒集

团卖给洁石，这才临时推迟了拍

卖，所有的条件都是为洁石量身定

做的。跟保护竞买人的权利根本没

有关系。”当时参与竞拍的莲花酒

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1 月 23 日 《河南日报》 上公
告显示的条件是注册资金不少于人

民币 3000 万元，具有白酒经营资
格的国内法人。而这次的条件加上

了 2012 年度纳税额达到 2000 万元
以上……就是这个条件把我们屏蔽

了。” 上述莲花酒业负责人说，

“而这正是为洁石量身定做的，洁

石 2012 年的纳税额就正好在 2000
万元左右，而 2010 年和 2011 年都
没有达到 2000 万元，这就是为什
么要限定在 2012 年度的原因，而
如果是正常要因为考虑到竞买企业

的盈利能力而设置条件的话，应该

起码设置 3 年的纳税额度，而不是
仅仅设置 1年的。”
而关于另外的条件，也是质疑

声不断，而其中“具有白酒生产经

营资格”一项更是众多质疑的焦

点。正是这个条件，将之前就提出

以 3 亿元，年纳税不少于 8000 万

元，职工待遇翻一番条件收购宝丰

的当地企业大地水泥集团拒之门

外。有接近大地水泥的相关人士告

诉记者，3 亿元是以前的报价，如
果能够参与竞买，这远远不是大地

水泥的上限。

“其实就在河南省内，之前没

有白酒经营资格的企业重组白酒企

业的例子就很多，例如宋河酒业就

是被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组后

经营良好而发展为河南最大的酒

企。而出产名酒张弓酒的河南张弓

酒厂，2003年由河南东方企业托管
公司收购改制为民营股份制公司。

这些企业在收购酒厂之前都没有白

酒经营经验，为什么他们能做好而

宝丰酒就要把没有白酒经营资格的

排除在外？除了是为拥有具备白酒

生产资格宝丰酒业的洁石集团量身

定做，我真想不出来有其他原因。”

上述人士表示。

“其实按照这次的规定，无论

能否成功购得，洁石集团都处于不

败之地。”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

“首先，报名须知里规定，拍卖成

交后，由宝酒集团改制工作领导小

组牵头，宝酒集团破产清算组具体

协调买受人和承租人 8 月底前达成
原酒处置协议，相关部门在办理土

地、房产和财产等过户手续。这条

规定并没有说原酒值多少钱，这就

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甚至可以说是

给洁石之外竞买者‘挖的坑’，到

时候宝丰酒业说多少是多少。”

“其次，之前在 《河南日报》

上刊登的公告中明确说明是对河南

省宝丰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河南省

宝丰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河南省宝

丰酒业包装印刷公司的破产资产、

土地和宝丰酒业不可分割财产整体

公开拍卖。而这次的土地资产清单

中显示，原河南省宝丰酒业集团有

限公司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经宝

丰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11 月 9 日宝
政土 [2012] 156 号收回。”上述人
士表示，“只卖厂房不卖地，酒厂

买来以后能是空中楼阁吗？”

监管被指不力

除了拍卖条件量身定做之外，

被诟病最多的是宝酒集团被拍卖之

后的监管。

“其实宝丰酒业成立之初，宝

酒集团的管理者宝丰县国有资产经

营公司以当时宝酒集团的原酒折价

450 万元入资，成为宝丰酒业的股
东，占总股份的 15%。”相关人士
向记者表示，“而这 15%的股份这
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任何说法，既没

有参与经营分红，也没有被收购。

而是糊里糊涂地被宝丰酒业拿走

了，这次的拍卖中，也没有提及这

15%的股份。这么多年来，监管在
哪里？破产之后的破产清算组的监

管在哪里？审理宝酒集团破产的法

院为什么不闻不问？”

“如果按照正规程序，破产拍

卖应该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同意后

才能进入程序，而从 2003 年一开
始就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到现

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具体可行的破

产后的职工安置方案。”一位已经

退休的宝酒集团老员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在宝丰酒业的授意下搞过所

谓的‘职代会’，但那都不是我们

职工的真实意思表达，而且也都不

是我们职工真正选出来的代表。所

以到现在为止，宝酒集团的破产从

来都没有在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之

下。而员工的利益也无法保障，现

在很多职工的月工资只有 208 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职工代表向

记者表示。

而在此次拍卖 《报名须知》 后

所附的 2013 年 4 月 24 日所制的
《宝酒集团职工安置方案》中，记

者未发现任何保证职工安置所需产

生费用的具体数字。该方案仅规

定，“宝酒集团破产后的职工安置

工作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

规定，结合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

暂行规定》 （豫经贸企改 [ 2003]
372 号）精神，支付职工相关安置
费用……”

5 月 9 日，记者来到宝丰县委
宣传部要求采访宝酒集团破产清算

组长刘中原在内的相关人士。而宝

丰县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刘

中原的手机关机联系不上，而他之

前的办公地点现在正在装修，他们

也不知道刘中原在哪里办公。随后

记者又来到宝丰县法院了解情况，

宝丰县法院政治处相关工作人员向

记者表示，宝酒集团破产案的主审

法官朱正栩在县里开庭，她在联系

了朱正栩后告诉记者，朱正栩表示

此案还在审理过程中，不方便接受

采访。之后记者又联系了之前接受

过采访的洁石集团宝丰酒业相关负

责人王寒，但王寒并未接听记者电

话。最后，记者又联系了之前采访

过的宝酒集团破产管理领导小组副

组长张砖头。张砖头告诉记者，他

现在已经退休，不再管此事了。

此次报名须知载明，通过的意

向竞买人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的日期是 5月 20日至 5
月 22 日，而这个在之前时间表中
应该由宝丰县法院将裁定终结破产

的日子是否能开启宝酒集团顺利重

组的大门，记者不得而知。一位宝

酒集团职工代表向记者表示，“拍

卖其实非常简单，按照公开、公

正、公平、价高者得的原则进行就

一定会顺利。”

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的进展。

（应被访者要求隐去职工代表

及相关人士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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