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深入高仿鞋生产厂家暗访

老老板板自自豪豪““自自己己都都分分不不出出真真假假””

当当心心没没喝喝完完的的饮饮料料瓶瓶成成炸炸弹弹

饮料爆炸事件

时有发生

记者在网上了解到，不少
地方曾发生过未喝完的饮料
瓶爆炸事件。容易发生爆炸的
饮料瓶，以碳酸和果汁饮料为
主，基本是消费者买的饮料没
有一次喝完，再想喝饮料或者
利用瓶子时，饮料瓶突然发生
爆炸，导致消费者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伤害。

不少市民表示，他们家中
经 常 会 有 没 喝 完 的 半 瓶 饮
料，但不知道没喝完的饮料
存在潜在危险，“逢年过节家
中肯定会准备各种饮料招待

客人，但是一次来几个客人，
大瓶饮料肯定喝不完，我就
直接放在一边，等再来客人
继续喝，想都没想过会发生
爆炸。”63岁的王先生一脸惊
愕地说。

记者从滨州市工商局消
费者权益保护科得知，滨州
曾发生过未饮用完的饮料发
生爆炸的事情。2012年，一位
市民将饮用过的果汁放在阳
光直射的地方，再次打开时，
饮料瓶发生了爆炸，导致眼
部受伤，最后厂商承担了医
疗费。

市场上在售的饮料，厂家
大都在其产品上注有“请置于
阴凉干燥无异味处，避免阳光

暴晒”、“开启后请及时饮用或
于0-6摄氏度冷藏，并于24小
时内饮用完毕”、“冷饮口味更
佳”等字样，但多数人认为这
是厂家对消费者防止产品本
身发生变质的提醒，而不认为
如果产品存储温度、放置时间
不当会发生爆炸。

可能是微生物发酵

瓶内压力过大

为什么没喝完的饮料会
发生爆炸呢？难道是饮料本
身有问题吗？其实不然，滨州
市 质 监 所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介
绍，如果饮料本身有问题，那
么市民在第一次饮用时身体

就会出现异常，否则说明产
品质量是合格的。“据我了
解，现在不少饮料为了保证
口感会采取低温灌装、低温
运输、低温存储的方式，一些
饮料离开低温条件，有的还
受到阳光直射，瓶内的一些
微生物会发酵，压力变大，就
很容易发生爆炸。”

滨州市工商局消费者权
益保护科工作人员提醒，购买
饮料时，一定要留意产品的标
志，对产品的保管、开启、食用
等条件首先要了解清楚。实际
饮用时，要注意安全防范，避
免对人身造成伤害。如果从外
观看饮料瓶出现膨胀、变形、
气泡等，应停止饮用。

没喝完的饮料您会怎么处理呢？是直接将没喝完的饮料瓶随便放置，还是将没喝完的饮料倒出后
再处理饮料瓶？如果您是随便放置，那可要当心了。近日，贵阳的万女士被放置了一个月的奶茶瓶盖击
碎眼镜片，划伤眼角膜。所以，瓶装饮料喝了一半不想喝了，一定要赶快处理，否则这些喝剩的瓶子就有
可能变成“炸弹”。

鞋业研发设计中心

沦为仿冒集散地
据2010年数据，莆田制鞋年产

值将近500亿元，其中出口近20亿美
元，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由于为世
界运动名牌代工，这座城市被授予
中国鞋业研发设计中心、中国鞋业
信息中心等称号。

而疏于自创、赖于仿冒始终是
莆田的鞋城招牌上受国内外诟病的
污点。在上世纪90年代，当晋江鞋企
投巨资“造牌”之际，莆田鞋企却还
在代工和仿冒的“温水”里煮着青
蛙。

一家颇具知名度的自主女鞋品
牌的老板林国梁告诉本报记者，“转
型是痛苦的”。几年前，他也是混迹
于仿冒鞋网销大军中，2011年，他买
了自主商标，号称是安福第一批做
正牌的商家。

“当时周围都是仿牌，我们想做
正牌也不知道怎么做。”2009年，林国
梁在淘宝上开店，觉察到淘宝网上的
监管也是日益严厉，动不动就被自动
关店，“链接一死，什么都没有了。”

“当时在安福那条街就我们一家，
LED灯光开起来。”当时，林的店面在
尚处于全仿冒的安福门面店中很扎
眼。如今，整个安福的底铺被各种本地
品牌占领，却始终无法强大。

在代工的襁褓中长大的莆田鞋
业，要攻克仿冒的基因，在自主创新
的全新摇篮里生长并非易事。很多

“阿冒”转型做起了自主品牌，但有
更多“阿冒”习惯了黑夜。

林国梁认为，自主开发品牌的
存活率不高，“赚钱和不赚钱落差非
常大”。自主设计鞋款往往时间慢，
而且开发出来的款式有限，无法抵
御万一不畅销所带来的损失。

所以林国梁没有自主研发，而
是以给别的工厂下订单的模式授权
生产，这样，便在“七八十个厂家中
评质量和款式”，选择面就广得多。
他介绍，他已积攒七千多家网络分
销商，其中不乏从前做仿冒鞋的，如
今都只做他的鞋。

正牌在某种意义上重整了产业
格局，但据本报记者了解，类似林老
板做出规模的商家在安福只是凤毛
麟角。为了差异化竞争，转型后的商
家不再做运动鞋，改做女鞋，但是一
到晚上，它们仍被淹没在仿冒运动
鞋的海洋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据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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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领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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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提醒

制造高仿鞋历史长达十余年，高仿鞋能以假乱真

几经辗转，记者以网店店
主的身份联系到了一个生产
名牌仿鞋的工厂主。“要不是
老客户介绍你来，我们是不会
见你的。现在严打太厉害，又
赶上‘3·15’，很多工厂都停
了，要避避风头。”这个工厂主
在电话那头说。

记者提出要打车去工厂看
看，请他告知地址。这个工厂主
沉吟了一下说，“还是我去接你
吧。”3月1日下午，记者乘坐工
厂主的汽车来到距离莆田15分
钟车程的一个村子里，经过村
头时，赫然看到工商部门悬挂
的打击商标侵权的红色横幅。
村子里窄窄的路上，奔跑着奔

驰、宝马、别克等名车。“虽然不
能说家家户户，但是我们村子
里很多人家都做鞋，比较富
裕。”工厂主说，他们做仿鞋的
历史大约有10年了。

拐了几道弯后，记者跟随
工厂主来到一处仓库式的厂房
中。仓库一进门的右手边摆放
着供奉财神爷的高大案台，对
面的角落里摆放着生产鞋的机
器，旁边堆着制鞋材料，一辆白
色宝马停在库房中央。仓库另
一角的案台上，摆放着生产出
来的鞋的样品。“最近不开工
了，查得太严了，但是货还存了
一些，你可以先看一看质量。”

“阿迪达斯、耐克，我们这

里都能做。做出来的仿品跟正
品一模一样，我敢保证，连专
卖店也无法验出来，质量绝对
放心。价格都是出厂价，很便
宜。”工厂主介绍说，这些大牌
仿品，价格在70元到一百四五
十元不等，但质量可靠。

“现在阿迪达斯和耐克查
得太严，新百伦的销售情况更
好。我们做的新百伦996，跟正品
完全一样，才130元，正品要900
多呢！”工厂主告诉记者，现在
阿迪达斯和耐克的鞋子工商查
得非常严，加上最近新百伦销
售火爆，所以现在很多工厂都
转做新百伦的鞋子了。

就在记者看货期间，一名

员工拿来一块做鞋的皮料让老
板检验。“你摸一下这块皮子，
跟你脚上穿的这双鞋子的皮质
是完全一样的。”工厂主指着记
者脚上售价千元的鞋子说，他
们做出来的同质量的鞋子售价
在150元左右。

“不管是用料还是做工，我
们的鞋子质量都没有任何问
题，别说顾客，有时候就连我们
自己做鞋子的都分不出来真鞋
和假鞋。”工厂主告诉记者，莆
田最早是给很多名牌鞋子做代
加工的工厂区，掌握了很好的
做鞋技术，后来因为仿鞋利润
大，于是越来越多的工厂走上
了做仿鞋的路。

造假被政府打压，靠高仿难以长久

据工厂主介绍，工商部门
打击的时候，就看卖家是否有
品牌授权。“所以现在出现一种
情况，有些拿到授权的店家掺
着卖仿品，以仿品的进价去卖
正品的价格，利润非常丰厚。”

不过，他自己也承认，靠
做仿品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无论是从政府打压还是从自
身发展来说，都要积极转型，

所以现在我们这里大部分厂
家都在尝试做自有品牌，但这
需要时间。从去年开始，我们
也在做自己的自有品牌，帮助
客户铺货，但很难，一年下来，
亏了三十多万，靠做仿品的利
润撑着，希望今年自有品牌的
发展会更好一些。”

提及做仿品的前景，这个
工厂主感慨，“今年也许还能

做，明后年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现在政府鼓励我们做自有品
牌，有政策支持，比如贷款。我
们也希望能做大做强自有品
牌，光明正大地挣钱。”

在莆田，有不少从事仿鞋
生意的人跟这个工厂主有着同
样的想法。“也就是再有三五年
的时间吧，莆田的仿鞋生意就
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百度贴

吧一个批评莆田仿鞋的帖子引
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其中不
乏莆田的仿鞋生产商和经营
者。一位网友留言说，莆田从代
工厂到仿鞋厂，确实是一段不
光荣的历史，但是现在很多业
主正在开发自己的品牌，相信
莆田总有一天能摆脱假鞋的标
牌，做出几个有影响力的鞋子
品牌。

本报记者 林媛媛 刘红杰

大批量的高仿名牌
的源头产地究竟在哪里？
他们生产的鞋子质量究
竟如何？高仿鞋的生产作
坊又是一个什么状况？为
了进一步了解莆田高仿
鞋的生产状况，记者以网
店店主身份，在业内人士
的帮助下，联系到一家高
仿鞋的生产厂家，并设法
进入工厂一探究竟。

含“海娜花”产品

请勿购买

本报枣庄3月2日讯 (记者 赵
艳虹 通讯员 邱兆刚 ) 近日枣
庄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在利民路等路段的多个
摊位，现场查封扣押含有“海娜花”
染发类产品百余盒。

据了解，2013年10月，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稽查局下发了《关于
查处含海娜花染发化妆品的通知》，
要求对辖区内上市销售宣称含有

“海娜花”染发类化妆品的生产经营
单位，一律依法予以查处。

2月27日上午，枣庄市中区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振
兴路、利民路等四条主次干道的商
铺进行了检查，在利民路一摊位现
场查封扣押含有“海娜花”染发剂
13盒。老板称，她卖这种染发剂才
五天，销售这个染发剂只是为了增
加销售量，她也不知道这个是不能
卖的。随后，执法人员在胜利路也
发现有销售该染发剂的商铺，当
天，执法人员从利民路和胜利路的
两家商铺查获含“海娜花”成分的
染发类化妆品101盒，目前检查还
在进行中。

在莆田一个村子的小作坊内，生产线已经暂停，成箱子的名牌运动鞋储存在车间里。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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