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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七款洋奶粉上“黑名单”

不不少少洋洋奶奶粉粉只只是是披披着着一一张张““洋洋皮皮””

2006年 一批2 . 77吨台湾味

全婴儿奶粉被深圳检验检疫局抽检
出阪崎肠杆菌呈阳性

2007年 台湾味全食品被曝

光一批较大婴幼儿配方奶粉检出含
有高危致病菌

2008年 康师傅遭遇“游离

态”事件、“水源”事件，并被消费者质
疑水质过酸，有损身体健康

2009年 味全食品的三类配

方奶粉被检验出含有致病菌阪崎肠
杆菌

2012年 康师傅等桶外层被检

出荧光物超标

2013年 有媒体送验统一、康

师傅等七款泡面油包发现含重金属
铅、铜、砷、汞

2014年 全国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检出台湾的味全特选珍味玉
笋丝、味全鲜嫩玉笋、味全特级酱油
质量安全项目不合格

2014年 德克士卷入福喜过

期肉事件

“目录”12年不更新?

2002年，农业部首次公布
农业转基因生物第一批标识目
录，共五类17种，包括当时我国
批准商业化种植或进口的转基
因棉花种子、大豆种子、玉米种
子、油菜籽、番茄种子等。

但这个目录不断被质疑，
首先是中国批准了转基因木瓜
的商业化种植，为何不要求市
售木瓜标识转基因？近年来，很
多反转人士还激烈质疑：转基
因标识目录为何12年不更新，
政府监管缺位是否造成消费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消费了转基
因食品？

对上述质疑，寇建平坦言，
我国种植的木瓜绝大多数是转
基因木瓜，而且这些木瓜多为
小农经济下的零散种植零散销

售模式，没有包装，无必要也无
可能进行转基因标识；转基因
标识目录之所以12年没变，是
因为这些年来，我国批准产业
化种植、进口，作为食品加工原
料的农作物，没有增加和改变。
如果有一天，我国批准转基因
水稻、玉米、大豆的产业化种
植，这个目录肯定要更新。

标识和安全性无关？

“标识和安全性没有关
系”，寇建平解释说，标识只是
告诉大家选择权和知情权，安
全性在安全评价的时候、发证
书的时候已经解决了，标识和
安全性没有关系。寇建平 强
调，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
界卫生组织等专业权威机构
早有定论：通过安全性评价，

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
可放心食用。迄今为止，还没发
现一例转基因食品被证实食用
不安全事件。

寇建平介绍，中国的标识
是最严格的，全世界只有中国
采取了定性标识，其他国家均
采取自愿标识或全面定量强制
标识，后者是为转基因成分设
定一个阈值，比如号称转基因
监管最严的欧盟，转基因成分
超过0 . 9%的食品才要求标识。
日本(定量标识的)阈值定得更
高：5%，韩国是2%，澳大利亚
是1%。“应该说明的是，国际上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所有转
基因产品进行标识”，寇建平表
示，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发
展，更多的转基因农作物获批
产业化种植，转基因食品的标
识，从定性到定量再到自愿，将
是一个趋势。

未标识是否处罚？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
生组织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咨
询组专家杨晓光介绍，我国目
录内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情况总
体较好，如超市上不少大豆油
已标明由转基因大豆压榨。

目前的新问题是，机构改
革后，转基因农作物标识归农
业部门管理，市场上转基因作
物加工食品归食药监局监管，
目前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监
管，还有待两部门协调，或在正
在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出台后，
食药监局对转基因食品标识作
出具体监管规定。“从过去农业
部门的监管经验来看，转基因
标识目录内的产品不标识有处
罚，但处罚金额少，企业违法成
本较低。” 本报综合

菌落总数超标、含有违规添加剂、标签不合格……10月初，国家质检
总局官网公布的最新一批不合格进境名单中，又有七款洋奶粉“上榜”。洋
奶粉频频登上质检总局“黑名单”，不过记者发现出事的多是知名度不高
的小品牌，乃至国外市场并无销售的“杂牌”“假牌”，如新西兰官方认可的
销往中国的奶粉品牌仅20多个，而目前国内市面上销售的却有200多个。

本报见习记者 付连兴 徐颖颖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重创
国人消费信心后，进口奶粉借
机大举进入国内市场，销售数
额节节攀升。

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进
口婴幼儿配方乳粉12 . 3万吨，
同比增长34 . 23%；2014年上半
年，婴幼儿配方乳粉进口5 . 9万
吨，同比增长6 . 5%。

“预计今年乳粉的进口量
将首次超过国产量。”采访中，
山东省食品工业协会乳业分会

秘书长胥明介绍说，今年上半
年我国进口奶粉68 . 2万吨，同
比增长75 . 2%，货值达34 . 35亿
美元，同比增长155 . 9%。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洋
奶粉在中国火起来的同时，国
内知名品牌纷纷发力，或是通
过收购小企业做大做强，或是
走出国门借道国外奶源和技术
来拓展市场。例如，在中粮集团
入主后，2013年，蒙牛集团斥资
百亿元收购雅士利，成功挺进

奶粉第一梯队，就在一个月之
前，蒙牛集团刚刚控股现代牧
业；圣元国际集团则是民族奶
粉品牌走出国门的代表，公司
与法国乳业巨头索迪亚集团合
作，打造全球最大生产婴儿奶
粉的单体工厂，项目已于9月份
开始施工，“此次合作将是圣元
获得高品质奶源的长期的、稳
定的保证。”圣元国际集团首席
执行官张亮接受采访时说。据
不完全统计，国内奶粉企业规

划的海外奶粉年产能已超过20

万吨，相当于2012年我国奶粉
总进口量的30%。

“当然得给孩子选择质量
好的奶粉，国外奶粉质量更有
保障。”在济南泉城路一超市内，
正在挑选奶粉的陈女士告诉记
者，相较于国产奶粉，她觉得国
外奶粉无论是奶源还是生产环
节都值得信任。洋奶粉频出问题
依然受国人追捧，这是值得国内
奶企深思的问题。

国国内内奶奶企企加加速速海海外外建建厂厂

记者观察

农农业业部部：：自自愿愿标标识识是是转转基基因因趋趋势势

舌尖上的惑与证

是是真真
的的吗吗？？

转基因食品是否应该全面标识以确保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
日前，在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上，农业部科

教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公开表示，国际上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对所有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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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进口”奶粉

产地波兰?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通报8
月份不合格进境食品名单，来
自德国、法国和新西兰等国的
七款婴幼儿配方奶粉在进境口
岸抽检不合格，涉及贝贝善、贝
倍妙、法瑞康、乐爱朵和爱思思
五个品牌。

记者注意到，在上“黑名单”
的洋奶粉中，贝倍妙标榜“荷兰
进口”，不过国家质检总局公示
信息却显示其产地在波兰，制造
商为GEO-POLAND SP .Z
O.O.，进口商为北京易能达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这已经不是洋奶粉首次登
上“黑榜”了。国家质检总局信息
显示，2012年5月，来自德国的泓
乐婴儿、幼儿配方奶粉，来自新
西兰的可益多婴儿、幼儿配方奶
粉等共计9 .63吨，均被检测出产
品不合格；2013年，澳大利亚澳
洲麦斯维尔有限公司生产的6吨
多PAULS奶粉，因标签不合格
遭遇退货；存在同样问题的，还

有来自波兰的一批艾鲜奶粉。究
其“上榜”原因，无外乎菌落总数
超标、超范围使用添加剂以及标
签不合格等。

出事的少见大品牌

“2008年以前，国产品牌奶
粉占据国内七成市场，三聚氰胺
事件成为一道‘分水岭’，之后大
量洋奶粉纷纷涌入。”在超市从
事多年奶粉销售的王先生告诉
记者，2008年以前，国内洋奶粉
只有惠氏等寥寥几种，且多以婴
幼儿配方奶为主，三聚氰胺事件
后，大量洋品牌涌入中国。

据了解，目前国内市场的洋
奶粉多达数百种，“名字更是五
花八门，有的叫‘纽澳’，有的叫

‘纽滋本’，也有叫‘纽利兹’的，
名字读起来都跟绕口令似的，更
别说记住了。”采访中，不少消费
者坦言，超市里的奶粉多数都是
国外的，名字很容易混淆。

“出问题的洋奶粉品牌不少
都没听说过。”一国产奶粉企业
高管对本报记者表示，自己在乳
制品行业待了十多年，平时也跟

不少同行打交道，但对于频频出
事的洋奶粉，就有七八成品牌从
未见过。“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多
批存在问题的奶粉，大多名不见
经传。”

不少洋奶粉

为“中国特供”

“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上见
到的不少洋奶粉都是‘假洋
牌’。”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不
少洋奶粉只是打着奶粉知名产
地如新西兰、荷兰、法国等旗号
而已，如央视去年曝光的深受消
费者信赖的“纽贝贝”奶粉，其标
注地址竟是新西兰一家汽配城。

此次“上榜”的贝倍妙，标注
产地是波兰，而在其中文官网
上，贝倍妙的自我介绍是：荷兰
著名婴幼儿食品公司Scepter
Company旗下知名婴幼儿奶粉
品牌，在荷兰享有“安全规格最
高的基础阶段奶粉”的优秀口
碑，在1号店贝倍妙的官方旗舰
店内，该奶粉同样标榜来自荷
兰，并称其“来自荷兰第二大牧

场法梅尔”。
“有些奶粉就是‘中国特

供’，在国外根本就没有销售。”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有奶粉企业
利用国人信任洋品牌的心理，将
奶粉“贴牌”标注产自新西兰、荷
兰等地，而实际上，在“产地”压
根没有销售。

新西兰婴儿配方奶粉出口
协会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
时曾表示，真正是新西兰当地品
牌、严格执行新西兰和中国的标
准生产加工婴幼儿配方奶粉并
原装出口到中国的品牌并不多，
只有六家企业的20多个品牌，然
而目前中国市场销售的新西兰
奶粉却多达200多个品牌。

图说食安

●起底顶新集团

公益 房产

粮油 餐饮

魏应州 魏应交

魏应充 魏应行

●10月份遭遇三次“问题油”危机

查获“正义公司”以饲料
用油混充食用猪油销往下游
烘焙厂商、摊商及连锁店等

顶新制油从越南进口的
原料油以食用猪油入台，越南
方面证实这些原料油仅供作
饲料用，不得用于食用油

台湾地区查出顶新旗下猪
油生产商涉嫌将饲料用油掺入
食用猪油中，制成维力清香油
等60余款油品销往台湾各地

8日

10日

13日

顶新“黑心油”危局

●“问题油”事件进展

10月9日

顶新魏家排行第三的魏应充主
管油品等事业，辞去上市公司味全
与集团企业顶新制油、正义三家公
司董事长

10月10日

顶新集团老大魏应州紧急返台
称自责愧对大众

10月12日

康师傅、味全回应称大陆产品
中没有使用台湾食用油脂。顶新制
油董事长为“黑心油”含泪道歉，顶
新前总经理常梅峰、屏东厂品管组
长蔡俊勇和进口饲料油的大幸福公
司负责人杨振益遭羁押禁见

10月15日

郭台铭要求大陆富士康厂区集
体抵制康师傅等品牌

10月16日

前顶新制油董事长魏应充50亿
资产被查扣

10月17日
顶新将全面退出台湾油品业，

捐30亿元新台币成立食品安全基金

●顶新集团食安事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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