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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质量量看看不不清清，，底底价价猜猜不不透透
婴配奶粉：请给妈妈们亮出你的质量和价格底线

12批次婴幼儿

辅助食品上“黑榜”

26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
通告，透露包括江西瑞贝聪实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金装铁锌钙配方
营养奶米粉等12批次婴幼儿辅助
食品被检出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等不合格问题。

据介绍，2015年7月至9月，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婴幼
儿辅助食品开展了国家专项监督
抽检，共抽检40家生产企业的81

批次样品，检出不合格样品12批
次。其中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的样品10

批次，涉及6家企业，包括南昌市
文泽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淮山薏
米谷物营养米粉等4个批次，分别
检出维生素A、维生素B2、水分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江西长
荣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蒸米米粉

（原味纯香）等2个批次，分别检出
钾含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江西瑞贝聪实业有限公司生
产的金装铁锌钙配方营养奶米粉

（2段）1个批次，检出菌落总数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

本报记者 张鹏飞

2015食品安全报告:

食品安全事件

超七成是“人为”

我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
75 . 5%是由人为因素所导致，其中
不规范使用添加剂引发的事件
最多，占总数的31 . 24%。近日，江
南大学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
地与中国食品安全舆情研究中
心在京联合发布了《中国食品安
全发展报告（2015）》、《2005-2014

年间主流网络舆情报道的中国
发 生 的 食 品 安 全 事 件 分 析 报
告》。报告显示，2005至2014年的10

年间，全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
数量达到227386起，平均全国每
天发生约62 . 3起，处于高发期。

最具大众化的肉与肉制品、
蔬菜与蔬菜制品、酒类、水果与
水果制品和饮料是发生事件量
最多的五大类食品，发生事件量
之和占总量的 4 0 . 5 4 %。其中，
60 . 16%的事件发生在食品生产与
加工环节，75 . 5%的事件是由人为
因素所导致，其中不规范使用添
加剂引发的事件最多，占总数的
31 . 24%，其他依次为造假或欺诈、
使用过期原料或出售过期产品、
无证或无照生产经营、非法添加
违禁物等。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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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奶粉质量也够呛，屡成抽检重灾区

国产奶粉没有信心，进口
奶粉也有质量问题，无奈之下
很多妈妈转而寻求羊奶和羊
奶粉，尤其是一些对牛乳有不
适症的宝宝和老人更青睐最
接近母乳的羊奶，而事实上婴
配羊奶粉的质量也让人担忧，
特别是在我国羊奶粉主产区
的陕西，今年以来诸多羊奶粉
品牌屡遭国家食药总局曝光。

早在今年6月23日，国家
食药总局在婴幼儿配方乳粉专
项监督抽检中，检出陕西飞鹤
关山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安
飞鹤关山乳业有限公司和陕西
圣唐秦龙乳业有限公司等3家
企业7批次婴幼儿配方羊奶粉
不合格。

今年8月5日，国家食药总
局再次发布对婴幼儿配方乳
粉开展的国家专项监督抽检
结果，覆盖国内85家在产企业
的产品及部分进口产品。其中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存
在食品安全风险的样品11批

次，涉及6家企业，其中陕西企
业有3家，分别为：陕西圣唐秦
龙乳业有限公司13个批次，西
安喜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8
个批次，陕西红星乳业有限公
司1个批次。

就在最近的本月17日，国
家食药总局在2015年7月至9
月对婴幼儿配方乳粉开展的
国家专项监督抽检中，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国产婴
幼儿配方乳粉有4批次，涉及3
家企业，陕西企业 2家，分别
为：陕西红旗乳业科技有限公
司2个批次，陕西红星乳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养悦婴儿配方
羊奶粉（1段）1个批次。

对上述检出不合格样品
的生产企业，国家食药总局已
通知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按照相关规定，责令生产企业
及时采取停止销售、召回不合
格产品等措施，彻查问题原
因，全面整改，并对相关企业
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娃娃的口粮，妈妈的纠结

抛开奶粉品牌们的口水
战不说，对于几乎所有的中国
妈妈来说，到底该给娃娃买什
么价位、什么牌子的奶粉实在
是件纠结的事。“一提孩子奶
粉的事，我头就大！打怀孕起
我就天天在网上扒拉研究这
个事，婆婆和娘家妈也盯上这
事一起研究，结果到现在越研
究越不知所从了。不仅是我，
这几乎是所有妈妈面临的现
实！”济南市民马女士感叹。

一方面，作为给娃娃的主
食，没有人不期望物美价廉，但
同时又会因为担心“便宜没好
货”而不敢冒险。妈妈们往往是
一边抱怨奶粉贵、一边又咬牙
买下高价奶粉。“没办法，哪个
妈妈愿意在娃儿的奶粉上省
钱？”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妈妈的
心声。

而另一方面，即使花高价

买了名牌、大牌、乃至进口洋
奶粉，家长们依然难以安心：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伤
心的中国妈妈们一度将娃娃
们的奶粉钱投给了进口洋奶
粉。但结果呢？恒天然等国际
婴配奶粉巨头同样频现“质量
门”事件，同时，历次国家进出
口商品检验检疫部门公布的
不合格产品名单中，也有诸多
洋奶粉中枪。“洋品牌、高价
位，也未必代表高品质！”这是
中国妈妈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一款营养配比科学、质
量安全可靠的好奶粉成本到
底是多少？表现在终端市场
上，消费者大概花什么样的
价位就可以买到性价比合理
的好产品？哪些品牌最靠谱、
哪些产品又最实惠？这些都
成了中国妈妈们最为纠结的
话题。

“爱睿惠”，99元/罐（900
克）。这款产品的生产运营商是
由中国农牧老品牌新希望营养
制品乳业有限公司和新西兰斯
莱特乳业公司组建的合资公
司。

对于国内妈妈们来说，
一个像济南这样的二线省会
城市，婴配奶粉尤其是进口
奶粉动辄三四百元甚至五六
百元的价格似乎已经成为消
费惯例。对于99元/罐的“爱
睿惠”，妈妈们的第一反应是：
这种百元级的产品能让娃儿放
心喝吗？其次，尤其是联合推出
这款婴配奶粉的主角还是来自
新西兰的老外，妈妈们不禁心
有疑虑：之前老外们推出的洋
奶粉可都是“价格高高在上的
主”，一下子降到100元区间，质
量能让人放心吗？

更有意思的是：这边中国
妈妈的结论还待定，同样关注
这一话题的新西兰乳业巨头恒
天然就已率先发难：恒天然
CEO在公开场合指责“爱睿
惠”：“削弱了新西兰奶粉在中
国市场上已经建立起来的高端
形象”，并因此伤害了新西兰乳
业的利益。

常给宝宝喝明治、雅培、
雅士利、多美滋、美赞臣等牌
子的妈妈们肯定知道“恒天
然”这个品牌。恒天然是新西
兰这片全世界公认产奶质量
最好的土地上的最大乳企，
也是世界上第 6大乳品生产
商。据称，世界上近70%的品
牌奶粉都用的是他们的原
料。在新西兰、澳大利亚乃至
美国、欧洲的超市货架上随
时可见恒天然的产品。

对于新推“99元爱睿惠”

产品的指责，新希望相关人
士指出，低价奶粉事出有因：
一是与奶农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大批量采购产品降低成本；
二是通过互联网降低中间渠道
费用，奶粉从奶牛饲养、生产到
罐装，全部在新西兰完成，挤掉
中间所有加价渠道和环节，利
用电商平台垂直销售，砍掉中
间环节，最终实现让利于广大
消费者。

“我们董事长刘永好曾
在2013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出席全国两会时承诺，要让
中国宝宝吃上安全可靠、营
养健康、与发达国家同质同
价的奶粉。因此，9 9 元的低
价，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情怀
价’。”新希望集团相关人士
如是表示。

然而，这种99元的“情怀
价”也着实让中国妈妈们看
不透。事实上，有关同样奶粉
国内外不同价的问题媒体已
多次报道，譬如一罐900克的
奶粉，恒天然与其合作品牌
在各个国家的定价差异极
大，折合为人民币之后，在德
国约85元，在澳洲约95元，在
美国和日本均为110元左右，
而到了中国，却高达400元。
这意味着，中国妈妈们拿着
发达国家的妈妈们几分之一
的收入，却要买比发达国家
价格高出几倍的奶粉。

可高价就一定等于高品
质吗？

资料显示：正是这家声
称维护“新西兰奶粉高端形
象”的恒天然，2013年被爆出

“肉毒杆菌”事件，并曾被中
国国家质检总局发出通报质
量问题。

“高端形象价”PK“百元情怀价”

畸高奶粉价何时回归理性？

元内部整合事业部产生的费
用。值得注意的是，市场推广和
宣传费用显然成为影响公司利
润的关键支出，这不禁再次引
发外界对婴配奶粉价格虚高的
质疑。

行业数据显示，中国进口
奶粉的毛利率都在50%以上。
奶粉的主要成份由脱脂奶粉、
全脂奶粉、乳清粉和特别添加
的营养素（如AA和DHA等）组
成，这三样原料占到奶粉成本
的90%以上。一罐普通的奶粉，
用国产奶源在国内生产的话，
成本在30-50元；原装进口的，
因为关税、运费和生产费用较
高等原因，成本在60—90元。

然而，对于婴配奶粉这个
特殊产品，品牌商看准了中国
妈妈“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心
理，不论价格打到多高，总是有
妈妈愿意买单。这种特点不仅
让进口奶粉抓住，趁机提高价

格，还影响了很多国产奶粉的
营销策略，也动辄开出200多元
的高价。

“便宜没好货”的思维惯性
让中国妈妈们一边抱怨进口奶
粉贵，一边不敢将手伸向低价奶
粉，这种纠结显然也是一步步推
高奶粉价格的重要原因。

对此，业内人士也曾多次
表示，国外婴配奶粉并不完全适
合中国孩子的体质，奶粉消费一
味崇洋媚外显然不可取。但在如
今各类信息纷繁复杂的当下，面
对政府、企业、专家、媒体的各种
说法，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的中
国妈妈，显然如坠迷雾。

对此问题，有国内奶业专
家认为，随着百元级电商产品
的冲击，奶粉价格总体走低并
逐步倾向于平价，这是未来的
趋势。“不过，中国奶粉市场
的 高 利 润 还 会 存 在 一 段 时
间。”

合生元15日晚间发出盈
利预警称，2015年年度盈利
将比去年同期下降约90%。当
天，合生元发布的三季报称，
集 团 的 总 收 入 为 人 民 币
28 . 54亿元，较2014年同期人
民币32 . 96亿元减少13 . 4%。
婴幼儿配方奶粉仍然是集团
主 要 收 入 来 源 ，占 总 收 入

84 . 4%。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对于

净利下滑原因，合生元相关人
士指出，一是公司更换包装，
对老包装的产品进行了促销；
二是新推出产品的市场推广
费用和宣传费用增多；三是收
购Swisse公司产生的费用，收
购以后的利率损失；四是合生

一罐婴幼儿配方奶粉（900克）到底应
该是多少钱？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妈妈们
关心的，也牵动着诸多国内外乳企的切身
利益。此前君乐宝以颠覆婴配奶粉行业格
局的130元/罐的价格让人大跌眼镜，今年
4月1日，新莱特联合食品巨头新希望集
团宣布推出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爱睿
惠”，价格更是跌破了100元/罐（900克）。
对此，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公开指责这
一做法“削弱了新西兰奶粉在中国市场上
已经建立起来的高端形象”，新希望却称

“99元定价合理且仍有盈利”。
商家们的口水战再度令妈妈们疑惑：

婴配奶粉，你的质量和价格底线到底在哪
里？

本报记者 马绍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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