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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那则关于“金
龙鱼收购地沟油”的“陈年”谣
言再次引起记者关注。记者了
解到，这则谣言其实源自2014
年的一则失实报道，当时，涉
事记者已向益海嘉里公开道
歉，发布该报道的媒体也早已
作出了更正说明。但最近几
年，这则失实报道却数次被网
络黑公关恶意翻炒。对此，多
次“躺枪”的金龙鱼及其母公
司益海嘉里集团在今年5月24
日宣布悬赏1000万元，追讨网
络谣言黑手，并出资3000万设
立专项打击网络谣言基金，表
明了其打击网络谣言的坚定
态度和决心。

众所周知，诞生于1991年
的金龙鱼，已经陪伴了中国几
代人的成长和生活。但是，谣
言的兴起说明了，其实公众并
不了解金龙鱼“这条大鱼”的
背景和实力，而金龙鱼的母公
司益海嘉里集团则又太过低
调。如今，即然网络黑手总是
对金龙鱼“咬”住不放恶意攻
击，不妨让我们一起看看，细
数一下金龙鱼的前生今世。如
果你了解了它，你就会知道这
条“鱼”不但不会制造食品安
全问题，反而恰恰是食品安全
的坚定捍卫者。

满门爱国人士
怎会毒害世人？

圈内人士普遍都不会相
信金龙鱼这些谣言，为什么？
因为这条“鱼”身体里流淌的，
是爱国爱家的热忱之血。

这还要从金龙鱼的“身
世”说起。生产金龙鱼的益海
嘉里，它的母公司——— 新加坡
丰益国际，是全球三大粮油集
团之一，至今已连续6年荣登

《财富》世界500强，蝉联《财
富》杂志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排
行榜食品生产行业第一名。这
样的羽毛还不值得小心翼翼
珍惜么？舍得让几桶地沟油玷
污了么？显然不会。

丰益国际的掌舵人是著
名爱国华侨郭鹤年老先生。郭
鹤年祖籍福建福州，是马来西
亚首富，全球华人富豪榜第
四，曾被誉为“亚洲糖王”。

郭鹤年的父母是马来西
亚第一代华侨，日本侵略中国
之后，其父郭钦鉴更出任新山
华侨筹赈委员会主任，和家族
成员一起积极筹款，支援祖
国。郭母郑格如毕业于福州协
和大学，她不干涉家族生意，
却对子孙管教甚严，曾在铁板
上刻下“儿孙能如我，何必留
多财，倘若不如我，多财亦是
空，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
众共安宁”的金玉良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偶
然的机会，郭鹤年接受了中国
委托，为当时缺糖的中国购买
30万吨糖。这个消息如果被外
界知道，国际糖价的涨幅一定
超过20%。他不但通过各种渠
道解决了国家的购糖需求，还
通过做期货为中国赚到了上
百万利润。

郭鹤年在接受《大公报》

访谈中曾经说过：“我的心分
成两瓣，一瓣爱我生长的国
家，一瓣爱我父母生长的家
乡。”

建一家有“理想的企业”
是何种境界？

郭鹤年先生的侄儿，现丰
益国际董事长郭孔丰先生一
直希望把丰益国际建设成为
一家“理想的企业”。所谓“理
想”，不仅关乎良性循环的商
业轨迹，更意味着跳出功利，
让社会来评判企业的价值与
贡献。

“我从来都没有把建设最
大的集团当成我的人生目标，
我希望建设的是一个理想的
集团，她会因为优异的产品质
量、真诚的价值观念、创新和
高效的员工，赢得社会的高度
尊敬。”郭孔丰先生在丰益国
际25周年年会上如是说。

秉持这一理念，丰益国际
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创新
企业发展的同时，长年投身公
益慈善事业。为此，集团旗下
的益海嘉里信托基金与金龙
鱼公益基金先后展开了助学、
复明、助行、赈灾等行动，集团
慈善事业捐赠款项已累计逾
3 . 26亿元。

其实你不知道的事
还有很多！

应该说，中国人今天的吃
油习惯与金龙鱼是有莫大关
系的。上世纪90年代，金龙鱼
生产出中国第一瓶小包装油，
改变了中国人持续数千年的
散装油食用习惯，之后金龙鱼
又推出著名的1:1:1，把营养健
康观念带进了中国食用油领
域。

作为食用油领域全球总
销量排名第一的金龙鱼，也是
中国“食用油脂制品系列国家
标准制修订基地”，包括“欧丽
薇兰”、“胡姬花”、“香满园”、

“海皇”、“丰苑”、“洁劲100”等
在内的很多品牌都是金龙鱼
的亲兄弟。

当然金龙鱼不止产油，还
有大米、面粉、挂面等众多产
品。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
等快餐店的豆乳也都是采用
金龙鱼产品。

金龙鱼在全国有29个大
米基地，其中22个是被保护
的大米生态基地。金龙鱼在
湖北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大米
工厂，其产业链创新技术获
得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说到这儿让人不禁感慨：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益海嘉
里构建的食品帝国里，你可以
看到，科技如何带动食品产业
飞跃，最大限度利用资源为人
类服务；食品如何为人类提供
更优质的能量，促进人类体质
的提升。在他们的努力下，一
粒稻米可以吃，可以炼油，可
以燃烧发电，可以做轮胎原
料，可以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回
报。这些都是你吃不出来的情
怀和志向。但了解一下，至少
不会轻易被谣言利用。

要扒咱就扒到底

金金龙龙鱼鱼到到底底是是条条什什么么样样的的鱼鱼？？

近日，一则关于“金龙鱼收购地沟油”的失实报道又开始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疯
传，这也是今年以来这条视频在网上的第二次发酵。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每逢粮
油消费旺季的春节、中秋等传统佳节到来时，金龙鱼都会遭到网络食品安全谣言的恶
意攻击。不论是市场不正当竞争还是有好事者故意制造消费恐慌，网络谣言在给金龙
鱼品牌造成反复伤害的同时，也再次将食品安全推到了风口浪尖。

今年5月24日，金龙鱼及其母公司益海嘉里集团在北京宣布悬赏1000万元，追讨“地沟
油被金龙鱼回收”的网络谣言黑手，并出资3000万设立专项打击网络谣言基金。7月3日，两
名涉嫌造谣传谣“地沟油被金龙鱼回收”网络谣言的涉案人员被天津警方刑事拘留。本次
金龙鱼再度“躺枪”，也为国内食品行业再次敲响了食品安全谣言泛滥的警钟。

为反击网络谣言，今年5
月24日，益海嘉里宣布了金龙
鱼“亮剑网络谣言”行动计划：
向发布谣言的微信公众账号
提起诉讼；悬赏1000万追查近
年来屡次散播“金龙鱼地沟油
事件”的制谣传谣者，同时率
先出资3000万元成立反击网
络黑公关专项基金，与行内企
业联手打响网络自卫反击战。
此举得到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中国粮油学会、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新闻宣传司以及众
多食品企业的积极呼应。

益海嘉里的高调反击，撕
开了网络谣言的冰山一角。相
关调查显示，网络黑公关已成
为一条利益链，长期活跃在各
大社交网络及电商销售平台，
其以几元到几百元不等的价
格，向购买者提供发帖、顶帖、

转发点赞、甚至“网络水军”等
服务。对此，中国粮油学会会长
王瑞元表示，粮油企业在应对
互联网环境下的舆情处置还缺
乏经验，对一些不良意图和阴
暗手段没做到有效抵制甚至有
些姑息。这次“亮剑网络谣言”
行动可以看做是食品行业互相
声援积极应对的开始，这对维
护中国食品行业的整体形象
和有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金龙鱼发起亮剑行动 千万悬赏还中国食品清白

眼下，中秋和国庆双节将
至，这也是食品安全谣言的集
中爆发期。近段时期，“葡萄上
有白霜是打了农药”、“蜜桃使
用防腐剂”等各类谣言在社交
媒体疯传。就在最近几天，一
条关于“金龙鱼收购地沟油”
的失实报道又开始在朋友圈
泛滥。

然而真相是，该失实报道
源自2014年5月14日的人民
网，涉事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误
将“嘉里油脂化学工业(天津)
有限公司”当作“嘉里粮油(天
津)有限公司”，将化工原料误以
为食品原料，对此该记者已向益
海嘉里公开道歉，发布该报道的

媒体也作出了更正说明。
真相虽然大白，谣言却屡

禁不止。每隔一段时间这段视
频就会被人利用重新发到网
上，不仅制造消费恐慌情绪，
也给金龙鱼品牌造成反复伤
害。就在今年5月，这则失实报
道就已经被网络黑公关恶意
翻炒过一次。

类似的遭遇并不只发生
在金龙鱼身上。据相关数据显
示，各种网络谣言中食品类虚
假信息已占到45%，食品行业
已成为谣言重灾区。这些打着

“食品安全”幌子的谣言不仅
给企业造成了直接而巨大的
经济损失，削弱了政府行政的

公信力，而且挫伤了公众对中
国食品安全的信任，给消费者
造成了极大的“安全焦虑”，并
由此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国际
影响。

目前，新食安谣言由不解
误解而造谣传谣向同行或对
手有组织有预谋恶意造谣传
谣转化，黑公关与不良企业共
同形成造谣传谣黑色产业链，
不良信息发生的背景更深专业
组织性迷惑性更强；凡此种种，
不但给食品行业造成了巨大损
失，同时造成社会恐慌，使得公
众对于食品行业的不信任感逐
渐增强，也为推动食安治理、强
化食安监管制造了新的障碍。

■辟谣已成传统佳节“固定栏目”金龙鱼已多次被谣言中伤

作为谣言的受害者，益海
嘉里负责人表示，一个行业就
是一个利益关联体，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此次联合同行
出手回击，不仅仅是为自己证
个清白。作为全球食品行业最
受赞赏的公司、中国最大的食
品品牌之一，益海嘉里不仅在
生产研发、产品品质上走在世
界前列，在树立中国食品形
象，打响“国家品牌”在世界的
美誉度上也有所作为。

事实上，为了增强消费者

对食品行业的了解和信任，金
龙鱼早在9年前就主动开放工
厂，自觉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
督。目前已累计开放重点工厂
19家，接待消费者超过110万
人次，赢得了市场和消费者的
信任。

今年5月10日首个国家品
牌日，金龙鱼助力中国美食走
进纽约联合国总部，让全世界
认识真正的中国味道。一直在
为国计民生不遗余力的金龙
鱼，更是在2017年伊始就以行

业领跑者特邀企业身份入选
“CCTV国家品牌计划”。

近日，英国知名品牌评估
机构发布了“2017全球食品集
团综合品牌价值十强”排行
榜，金龙鱼母公司丰益国际综
合品牌价值被列入十强榜单，
成为亚洲唯一入榜的食品集
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稳
定优良的健康品质，以及严谨
务实的科研态度，正推动着我
国从“粮油消费大国”向“粮油
技术大国”转变。

■践行国家品牌责任 聚正能量共铸消费信心

本报记者 李岩侠 张召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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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龙龙鱼鱼再再遭遭网网络络攻攻击击
食食品品安安全全谣谣言言警警钟钟再再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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