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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从染色花椒、毒生姜、地沟油到镉大米、毒皮蛋，中国消

费者的化学知识随着一次次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而不断积

累进步着。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务院

决定将《食品安全法》修订工作列入 2013 年立法计划。
据记者了解，在现行食品安全法修订年满“4 周岁”之

际，新版食品安全法初稿有望出炉。记者在中国食品安全论

坛上获悉，食药监总局近日将汇总各方意见。届时，新版食

品安全法初稿出炉时间不会太久，之后还将请多方面专家

进行研讨。

有望加大违法成本 依法监督仍是关键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法制司司长徐景和介绍，

新版食品安全法的修订过程中，将遵循五大原则，即其既要

适应我国食品安全改革的需要，也要适应破解食品安全难

题的需要，我们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食品安全法制建设的

最新成果。同时，鼓励动员社会各方来参与，要在制度和机

制上予以保障；实行食品安全科学治理，加快食品安全监管

机制和方式方法；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惩处。

但是，对于通过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来改

善中国目前食品安全现状的问题，在社会上也有一些不同

声音。例如有专家认为，目前食品安全问题频出不全是惩戒

轻重的缘故，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加重了对食品犯罪的
处罚力度，“两高”的司法解释更是一再强调，“食品安全犯

罪最高可判死刑”，惩罚程度不可谓不高，但食品安全依旧

乱象重生。究其原因，监管部门的不作为也给食品安全问题

大开方便之门，总结近几年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发现其

中大都是由媒体先曝光的。因此，专家指出，相关部门必须

积极履行其监管职责，将食品安全真正置于法律的监督之

下。

同时，专家还指出，在食品安全问题的执法环节上，各

相关部门沟通不够、衔接不当、合力不足的情况，是修订《食

品安全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行政处罚是打击食品违

法犯罪的常用手段，但惩处力度不够，应适当与刑事处罚相

结合，以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

建立有效连接，是保障食品安全的一大重要举措。

针对此次食品安全法修订，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首席合规官骆启德认为，应加强不同监管部门的分工和

协作。骆启德表示，2012 年，沃尔玛在中国内地所有门店接
受了大约 9000 次的食品安全检查，平均每家门店每年要接
受 23次检查，这些检查是来自 8 家不同的部门。我们接受
的相当一部分的检查，是针对比较低风险的问题，而不是我

们所关注的高风险的食品安全问题。

填补老法空白 增加新法可操作性

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仕春表示，

在食品安全法修订中，应更加注重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和

效果，这次修订需要摸清这些年来违法事件发生的前因后

果，并体现在修订工作中。

李仕春举例说，比如公众关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几乎

很少有消费者提起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这与建立惩罚性赔

偿制度的初衷完全不同，应该说差距非常大。惩罚性赔偿制

度想实现什么功能呢？第一，肯定是弥补损失的功能，第二

是威慑的功能，第三是鼓励消费者运用诉讼的手段来保护

自己。事实上都没有达到。

现行《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

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

价款 10倍的赔偿金。“目前的食品安全法在赔偿金方面的
规定有些空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告诉记者，对于

食品质量和安全应该建立最严格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这

包括对于修改侵权责任法，对潜在消费者损害赔偿救济制

度。“设置最严格的法律责任，要大幅度降低企业的违法收

益，同时提升消费者维权的收益。”

对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勇指出，“食

品质量安全应成为企业的最大资源，而且还要提高违法成

本和守法受益，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和有奖举报措施。”

除了赔偿金问题，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也是公众对新修订《食品安全法》期待的焦点。食品安全责

任险是由食品流通领域经营企业投保并缴纳保险费，主要

承担食品销售企业由于疏忽和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

食源性疾病，或者食品中有异物，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和财

产损失，保险公司在限额内予以补偿。记者了解到，食品安

全责任险在我国已推行了 7 年左右，但由于不属于强制性
保险，除一些大型食品企业投保外，很多中小型企业并未投

保。

在李仕春代表法学界专家向《食品安全法》修订提出的

十条建议中，“强化食品安全事件执法过程和执法结果公

开”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李仕春建议政府部门，只有痛下

决心，才有可能挽回民众对于食品企业的信心，“就因为不

公开，结果好的企业也莫名其妙背上了黑锅，这很不公平。”

银鹭集团董事长陈清渊说，这些年很多群体性的产品

质量问题，根源出在农产品的质量不合格上。现在食品原料

源头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环境污染(水源、土地)、杀虫剂、除
草剂的残留污染、养殖环节抗生素滥用、饲料添加剂违规使

用和非食品物质添加等方面，而这些问题一旦出现，在食品

加工环节很难解决。对此，北京市食安办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和应急管理处处长冯源建议，修订时应注重《食品安全法》

和《农产品安全质量法》的衔接。

本报记者 闻笛本报记者 张博

蒙牛百亿“赢娶”雅士利
中国乳企整合大幕拉开

爱氏晨曦、达能、现代牧业、雅

士利，从国际乳业巨头到上游养殖

企业，再到奶粉生产企业，曾经一度

沉寂的蒙牛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四面

出击，蒙牛似乎以这样高调的方式，

重新回到大家的面前。

有业内人士指出，蒙牛近期连连

大手笔动作，说明中国乳业的快速

整合周期已经来临。蒙牛方面接受

《中国企业报·中国食品报道》记者

采访时表示，蒙牛的整合既包括对

上游产业链奶源的掌控，也包括与

达能、新西兰安硕等外资的合作，全

面对标国际，从质量管控到技术再

到管理的全面提升，是前瞻性的战

略布局。

蒙牛收购雅士利
乳业最大规模并购确认

6 月 18 日，蒙牛乳业与雅士利
国际联合宣布，双方已与雅士利国

际控股股东张氏国际、二股东 CA
Dairy Holdings（凯雷亚洲基金全资子
公司）达成要约收购协议。这将是国

内乳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例并购

案。

根据当日的公告内容，蒙牛乳

业将向所有雅士利股东发出要约，

雅士利的股东将就每股股票获得以

下两种选择：每股 3.50港币的现金；
或者每股 2.82 港币的现金加上 0.68
股由蒙牛乳业专门为持有雅士利股

票而设立的一家非上市控股公司的

股票。据悉，蒙牛乳业分别与张氏国

际和 CA Dairy 签订不可撤销承诺，
以上两家公司承诺接受要约出售其

持有的雅士利 51.3%和 24.0%的股
份。假设只有张氏国际接受第二种

选择而所有其他股东均接受第一种

选择，交易的现金总额超过 110 亿
港元。交易完成后，雅士利原股东张

氏国际将实际持有雅士利 10%的股
份。

对于此次收购是否会对刚刚斥

巨资收购现代牧业股份的蒙牛造成

资金压力的问题，蒙牛方面表示，蒙

牛具有健康的现金流，企业资信良

好，很多银行都希望与蒙牛合作，此

次并购资金将采用银团贷款的方

式。此次投资是蒙牛独家投资，不会

引入合作伙伴。

据记者了解，此次收购会包括雅

士利奶粉以外的所有产品，雅士利现

有所有业务及产品都将并购入集团业

务，除奶粉外还有豆奶、麦片等食品业

务。

同时，蒙牛承诺将保留雅士利现

有架构，蒙牛表示，雅士利原有团队有

丰富的奶粉生产和销售经验，计划在

未来将继续保留原有的团队，保留雅

士利独立运营的现状。同时，蒙牛方面

认为，蒙牛强大的品牌力及今后对雅

士利的资源支持和战略引导，通过保

持雅士利团队独立运营，发挥雅士利

的奶粉业务专业潜力，是对雅士利品

牌的加分。

对于此次并购，雅士利董事会主

席兼总裁张利钿表示：“雅士利看好中

粮集团作为大型央企的重要战略平

台，有着非常开放的管理模式，能鼓励

并购的企业做强做大，发挥管理的自

主权。加之现在蒙牛在国内乳业的领

先地位，我们对双方的合作充满期

待。”中国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冯超群分析员表示，蒙牛连续四次资

源整合，都是中粮接手后的大动作，不

论是补“短板”，还是增大市场份额，中

粮都是蒙牛背后的“粮仓”。同时冯超

群还指出，奶粉业务一直是蒙牛业务

的短板，整体规模目前第二的蒙牛乳

业在奶粉产量上仅有 4758吨，在内地
奶粉产量中排名第十，而雅士利则为

2.58万吨，排名第五，如果企业想在市
场上更进一步，肯定要有动作弥补短

板寻求增量。

蒙牛高速重组
加强短板重装上阵

蒙牛坦言，公司已在乳品行业的

其他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婴幼

儿奶粉这个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雅

士利业务增长前景良好，能有效补充

蒙牛的乳业产业链。收购雅士利将使

蒙牛迅速进入奶粉行业第一梯队。蒙

牛预计，并购后奶粉业务收入占比将

达到集团收入的 10%；税后净利润占
比将达到 25%。

根据蒙牛方面的统计，从 2012
年市场份额来看，雅士利占到 6.7%，
蒙牛占比不到 1%。而在工信部披露
的统计数据中，雅士利年产量 2.58
万吨，排名第五，而蒙牛乳业奶粉年

产量有 4758 吨，排名第十。冯超群
指出，蒙牛收购雅士利后，产量排名

有望进入前四，对国内奶粉市场“老

大”伊利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银

盛财富管理首席策略师郭家耀直

言，收购将有助填补蒙牛在婴儿奶

粉市场的空白，对股价有正面的影

响。雅士利集团旗下两大系列品牌

的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

市，而且以三线城市的销售增长最

快。2012 年，雅士利营业收入为
36.55 亿元，奶粉毛利率高达 50%以
上。此次入主雅士利，有助减少蒙牛

开发婴儿奶粉市场的成本。

据记者了解，目前雅士利国际已

组建了包括 1500 家一级经销商、逾
10万家零售点的销售体系，渠道资源
遍及海内外，在市场上具备较高的渗

透率。而蒙牛作为国内领先的乳制品

生产商及战略投资者，在国内同样具

有一系列优质资源。而此次收购亦释

放出蒙牛整合奶业资源的强烈信号。

奶粉业重整大潮来袭
7成企业或消失

蒙牛总裁孙伊萍在投资者会议上

坦言，行业整合是大势所趋，“中央要

求奶粉企业，由原来 100多家，减少到
10家，”她形容收购具有历史意义，未
来会继续物色并购对象，“只要符合蒙

牛未来业务、长远战略发展，我们都会

考虑。”在被问及，收购雅士利以后，蒙

牛是否考虑继续收购国内品牌的奶粉

企业的问题时，蒙牛方面表示，蒙牛会

始终继续关注各种消费者需求的变

化，并以此制定和寻求各类业务合作

发展机会。蒙牛的目标是做质量最好、

最专业最专注的乳品企业，这个目的

本身就包含无限可能，未来，根据市场

发展与消费需求，不排除围绕全产业

链继续进行并购与合作的可能性。

工信部 6 月 18日召集 127 家奶
粉企业开会，讨论《提高乳粉质量水

平 提振社会消费信心行动方案》细

则。会上，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巡

视员高伏表示，“目前全国有婴幼儿

配方乳粉生产企业 127家，年产量约
60万吨，但是年产量在 3万吨以上的
企业仅有 3 家，从国内市场看，国产
婴幼儿配方乳粉品牌仅占高端产品

份额的 20%到 25%，国内婴幼儿乳粉
行业生产资源、管理资源和市场资源

分散，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变革环境和

全球化竞争挑战，凸显适应性不强和

企业竞争力弱等短板。”

同时，工信部将完善自主创新机

制，鼓励企业加强研发和创新投入，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健全产业退出机

制。工信部还将强化行业准入管理。

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投

资行为，在 2013年年内开展婴幼儿
配方奶粉企业（项目）再审核清理工

作，淘汰一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质量安全保障条件不达标的企业（项

目）。冯超群分析员认为，婴幼儿配方

奶粉兼并重组的浪潮已经来袭，预计

有 2/3的中小企业被淘汰，产业集中
度将显著提高，龙头企业将得到更好

的发展空间。

中新联手治理贴牌奶粉 国产品牌迎来发展机遇

国内媒体对冒牌新西兰产奶粉、

特别是婴幼儿奶粉的系列报道引起

强烈反响。近日，中新两国有关监管

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措施，规范奶粉

市场，打击假冒产品。未来，婴幼儿

配方乳粉将参照药品管理的有关措

施，严格生产许可。同时禁止企业委

托加工，不准贴牌生产、分装生产。

中国对生产企业
执行五不准

6月 20日，在由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工信部、商务部、质检总

局等 9 个部委共同主办的“加强婴
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媒体座

谈会”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副局长滕佳材表示，婴幼儿配方

乳品将参照药品管理的有关措施，

严格生产许可，参照药品生产企业

GMP 认证模式，要求生产企业全面
实施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

规范，完善审核工作。建立婴幼儿配

方乳粉产品配方和原辅料使用备案

制度，加强产品包装和标签管理，如

果产品包装变化，必须向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备案。

同时，结合今年企业生产许可证

期满换证，对奶源质量无保障和生

产技术、设备设施、检验检测条件落

后的企业，坚决予以淘汰。推行婴幼

儿配方乳粉电子信息化管理，向社

会及时公布并实时更新婴幼儿配方

乳粉生产企业、进口商和产品名录。

对于备受关注的婴幼儿奶粉贴

牌、委托、分包生产的现状，滕佳材

表示，要求生产企业必须严格执行

“五不准”：不准委托加工，不准贴牌

生产，不准分装生产，不准用同一配

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

粉，不准使用牛、羊乳（粉）以外的原

料乳（粉）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同时，要求经营单位应购入和销

售列入政府监管部门公示目录的合

格产品，实行专柜专区销售，试行药

店专柜销售。对距保质期不足 1 个
月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必须采取醒

目提示或提前下架等措施处理。

新西兰对华出口奶粉
品牌需注册

从六月第三周开始，所有新西兰

生产的出口中国的婴幼儿奶粉品牌

将需要在新西兰初级产业部登记注

册。这可以看做是新西兰为整顿目

前中国市场上贴牌新西兰婴儿奶粉

混乱现状的一剂猛药。

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市场上打

擦边球标注为“新西兰奶粉”旗号的

产品不下 300 种，而这些在新西兰
闻所未闻的品牌，大多和华人有关。

中国市场如此偏爱新西兰奶粉的主

要原因就是新西兰奶粉的美誉度以

及巨额的利润空间。新华社消息称，

新西兰婴幼儿配方奶粉在本国超市

内的平均售价在每罐 25 新西兰元
（约合 129元人民币）左右，而出口到
中国的新西兰婴幼儿配方奶粉售价

每罐则高达 70 新西兰元（约合 360
元人民币）。

新西兰婴儿配方奶粉出口协会

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

上众多打着新西兰品牌旗号的奶粉

其实并非新西兰品牌。目前在中国

销售的大部分打着新西兰制造旗号

的配方奶粉品牌，都没有自己的生

产厂家，大部分是通过在奥克兰的

合约生产商，代为加工后贴牌销往

中国。由于长期以来新西兰第一产

业部只规范奶粉生产企业，而不是

对品牌监管，造成了政府部门也不

知道到底有多少种新西兰奶粉品牌

在中国销售的窘境。同时，新西兰初

级产业部负责市场监管的官员表

示，品牌登记的要求也来自于中国

有关方面的呼吁。

信心提高有望拉升
国产奶粉市场

据记者了解，目前，高端市场进

口奶粉份额超过 70%。根据青岛海
关对口岸乳制品进口的数据分析，

新西兰是最主要的进口源头，欧盟、

韩国也占有一定比例。从品牌看，多

美滋、美赞臣、雀巢、雅培、惠氏这五

大洋奶粉合计市场份额接近 60%。
在国内一线城市，洋奶粉更从 2004
年起就占据主导地位，市场份额高

达九成以上。国产品牌婴幼儿奶粉

在一线城市的占有率仅有 2%，其销
售绝大部分在二、三线城市实现，市

场地位仍岌岌可危。

通过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发现，许

多选择洋奶粉的家长在表示“质量

安全信得过”时，对涨个不停的价格

积怨已久。主要问题还在于国产奶

粉质量问题频出，严重影响了消费

者的信心。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名誉理事

长宋昆冈透露，“在乳制品进口高速

增长的同时，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的

消费信心也有所提升，特别是对国产

婴幼儿奶粉的信心在加强，有些地方

甚至出现了奶源紧张的情况。”

工信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

任提供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2012 年，在国家质检总局组织检测
的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1.2 万个样
品中，产品合格率 99.74%，其中婴幼
儿乳粉样品 12082 个，产品合格率
99.23%；而各口岸共检查出不合格
进口乳制品 318 批次，产品合格率
99.24%，其中不合格婴幼儿乳粉 43
批次，产品合格率 98.17%。

本报记者 闻笛

最严食品安全法
有望年内出台

蒙牛收购雅士利将是国内乳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例并购案。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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