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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曝不合格“喊冤”称“出厂时合格”显然不够

抽抽检检关关口口前前移移倒倒逼逼食食企企全全程程自自控控

潍坊斜子萝卜种植专业合作
社孙双庆：种萝卜这个事，看似简
单其实也不简单。就像写字一样，
我们都会写，而你写出来的跟我
写出来的肯定不一样。我希望借
助联盟让斜子萝卜走上更多人的
餐桌。

山东非常好吃农业公司孙
震：我们施农家肥，驱虫用夜光
灯，都说苹果皮有营养，但都不敢
吃，而我们种出来的苹果保证你
可以带皮吃，别的我可不敢保证。
我们的口号是：征服你的舌头才
能征服你的人。

济南愚仁公社农场创始人董
会军：真正做到不用化肥农药、激
素太难了，这两年我农场的黄瓜、
茄子、西红柿就拔了好几批，就是
让虫子咬得不行了。后来我专门
设置了“昆虫食用专区”，又研发
更好的生物防虫技术。要保证品
质和产量兼具，企业才能良性运
转。

济南七彩牧歌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崔红：我们的猪完全是自繁
自养，是从三个外国进口品种中
杂交再优中选优培育出来的，保
证了最好的瘦肉率和口感。通过
在稻壳、锯末中放置生物菌种的
发酵床模式完全可以分解猪的排
泄物，实现无抗健康养殖，最终也
保证了消费者食用的健康和放
心。希望联盟能聚集更多有良心
的食品人，共同做大有机食品圈
子，让更多人吃上真正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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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鹏飞

大肠菌群超10倍，仅称

“出厂前合格”显然不够

根据抽检结果，生产日期为
2015年7月5日的这批次“龙大肉
食”是在市中大润发超市抽检出
来的，其精肉火腿（熏煮香肠火
腿）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分别超
标1 . 87倍和10 . 33倍。

同时上“黑榜”的波尼亚生
产的小牛仔香肠，规格型号为
50g/根，生产日期2015年7月，是
在济南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抽
检出来的，大肠菌群超标7 . 67
倍，亦属于严重超标。

行业专家分析称，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是衡量食品卫生状况的
重要微生物指标。两项指标超标

可能由于原料、包材或生产加工
过程受微生物污染，在生产加工
过程中人员、设备和环境的清洗
消毒不到位，有灭菌工艺的产品
灭菌不彻底或在储运过程中未能
持续保持储运条件等原因造成。

对于龙大、波尼亚这样的大
品牌，竟出现大肠菌群严重超标
的问题，着实令人不解、不安。2
日，龙大肉食相关人员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回应称：“同批次产品
在出厂时检验结果都是合格的，
可能是物流环节造成的。”经证
实，我省食药监管部门的确对该
批次产品进行了复核，也证明产
品在出厂时是合格的。

对此，消费者另有看法：“平
时都教育消费者购物要认准正
规渠道大品牌，如今大品牌也出
了问题，你仅仅强调出厂前是合
格的显然不够。”“7月份上市的

产品估计大部分早被消费者吃
下肚了，召回和整改都是滞后
的。如果说小企业杂牌食品不可
靠的话，为什么像龙大、波尼亚
这样的品牌企业也不能保证肉
食品运输、储存、销售环节安
全？”济南市民王女士表示。

龙大食品是一家上市公司，
波尼亚是成立于1990年的老牌
知名肉企，双方都曾宣称建立了
从源头到终端的控制体系。

“企业被公开曝光已经一
周，产品被检出不合格的时间肯
定远比一周长，那么厂家是怎样
自查、怎样追溯的？是否找出了
纰漏所在？”王女士反问。

抽检关口前移

正倒逼企业全程自控

应该说这几年肉制品质量

安全大事不少，且涉事者中不乏
行业龙头大牌的身影：2011年震
动全国的双汇瘦肉精事件、2012
年底以六和等滥用抗生素为主
题的“速生鸡”事件、今年的德州
金锣病猪“检疫门”。去年9月，国
家食药监总局公布的2014年第
一阶段监督抽检信息中，得利斯
和龙大肉制品也是榜上有名。其
中，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的秘制跑山鸡（500g/袋，
2014-5-24生产）同样是菌落总
数（84000 CFU/）和大肠菌群

（430 MPN/100g）超标。
肉制品行业中龙头品牌屡

上黑榜，从一定层面说明整个行
业质量管理漏点不少。

“一份合格的食品，从生产
到最终送到消费者餐桌环节众
多。从流通环节抽检发现问题，可
能事出前端原料，也可能事出加

工环节，或是运输、储藏和销售过
程中造成的；可能是普遍性必然
性问题，也可能事出偶然。作为被
曝光企业，加紧溯清问题、及时整
改、给公众一个答复，才是一个品
牌企业应有的责任和态度。”食品
营销专家李女士表示。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省正以
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食品监管
抽检，其中一大变化是强化流通
环节抽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
抽检关口前移，让样品尽量离百
姓餐桌最近、最能反映消费终端
的实状。省食药监局综合处人士
表示，抽检最大的作用是发挥“探
测棒”功能，力求多发现问题，进
而有的放矢强化监管，倒逼企业
从生产储运销售各环节入手全
面提升管控能力。“无论有多少
个环节，最终实现安全上餐桌才
是真安全！”这位人士强调。

12月1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了10批次不合格食品信息，我省两大肉食巨头龙大和波尼亚双双中枪。对此，龙大食品回应
称“本批次产品出厂时合格，可能是物流运输环节出了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至今仍没个说法？记者了解到，我省食食药监管部门
正以抽检关口前移等办法倒逼厂家对厂门里外的质量全程自控。

人良为食，不改初心：

坚守良心做食品不易

“我做蔬菜20多年了，一开
始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更多
人吃上放心健康的蔬菜，可这
条路走得实在是太难了！”山
东齐鲁惠丰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梁凤全感叹说，自己
费心种出的菜品相不如市场
上的好，产量又低，很多人不
认。

“我们找过酒店，结果对方
说首先要讲究成本。有段时间
因为韭菜检出超标一家超市来
找我采购，结果一谈价格对方
根本接受不了。”老梁说，做放
心菜是靠一种情怀在坚持，顾
客吃好了再回来买是最让人有
信心的时候。

“我做食品做了36年，到现
在就得出两个字：诚信。你不讲
诚信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前
途的、前景怎么看怎么渺茫
的。”济南泉一流食品老板刘兆
华表示，当年济南第一家放心
肉店“天天鲜”就是他开的，能
走到今天，还是靠守住初心，抓
住了消费者最关心的品质。他
说，直到今天，在店里，他只管
进货一件事：原则只有一个，那
就是只进最好的东西！因为他
坚信，只要是最好的东西，消费
者早晚会认的。正是凭借对品

质的执着坚守，20年来泉一流
积累了好口碑，水饺、面条这些
再普通不过的食品却成为市场
追捧的对象，不少当年在经八
路老店附近住过的老客户，现
在宁愿跑好几里路也到他店里
买。

监管倒逼、消费升级：

良心食品正站到风口

山东回归自然有机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李晨，虽
然是个“80后”的年轻人，对有
机食品这行当，却有着自己特
别的理解。他说，像我们回归自
然的老板一样，坚持做好食品
的人都是有情怀的人。因为，其
中有不少大企业老板当年都是
拼命创业谋发展，等钱挣到手
了回过头来却发现，辛苦打拼
半辈子，结果连个最普通的放
心食品都吃不上，今天瘦肉精，
明天毒韭菜，后天吊白块粉条。
他们也在觉悟，包括全国一些
知名企业家，像柳传志、褚时健
等，都是在知天命之年把目光
重新投向每天都要面对的餐
桌。嗅觉更灵敏的资本也于前
几年开始了新一轮的“下乡务
农”。

“这是经过前一轮野蛮发
展后出现的反思和回归。消费
者在觉醒，企业家在回归，同
时，政府监管也越来越严，这让

一批人充分认识到有机、放心、
安全的食品是一个有前景、有
意义、利人利己的情怀事业，
进而投身进来。相信，随着新
的中产阶层崛起，他们讲究
生活品质，对价格不太敏感，
会成为新一轮消费升级的驱
动力，有机健康食品正迎来
新的发展风口。”草缘食尚的
谷承远如是认为。他的家庭
涮烤一站式配送服务机构，
就是致力于以他20年的食品
行业专业经历为消费者精选
每一份原料。

资源共享、抱团发展：

联盟将释放平台效应

“大家都是有情怀的食品
人，现在就需要我们这些做有
机绿色、安全健康食品的农场、
牧场联合起来，用良心为良品
代言。”济南七彩牧歌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崔红表示，通
过采用生物菌种做发酵床的养
殖模式，公司的猪实现了无抗
生素养殖，食用的都是基地种
植的玉米、地瓜秧等粮食饲料，
喝的也是添加了益生菌的山泉
水，肉质口感特别好。目前他们
的猪肉已经形成了稳定忠实的
客户圈子。

“这几年发起‘食安山东’
活动，坚持寻访有良心的食品
人，走了许多地方。其实像我们

这样坚持做有机放心食品的还
有很多，大家在各自领域都付
出许多。我们这些人理念相通
品行相近，应该首先联合起来，
实现客户、产品、渠道等资源
共享，共同做大放心食品圈，
靠平台聚合效应，用正能量改
变 劣 币 驱 逐 良 币 的 行 业 现
状。”“食安山东”及山东食品
行业质量诚信联盟发起人、本
报资深记者李岩侠提出。

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与会
企业的认可。专做家庭涮烤一
站式服务的草缘食尚创始人谷
承远表示，目前公司线下已经
有200多家店，一旦联盟成立，
包括蔬菜水果、肉禽蛋奶在
内的众多优质产品就有了一
个快速扩散的渠道，如果大
家各自都把产品、渠道、客户
分享出来，就可以实现资源叠
加的放大效应，让联盟企业告
别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艰难
支撑局面，最终受益的还是广
大消费者。

“我认为可以叫‘食安山东
良品联盟’，良心人做良品，用
良品为良心代言。”刘兆华兴奋
起来。

“让诚信相互印证，让品牌
抱团发展；让质量看得见信得
过，让消费者玩开心吃放心！这
就是我们的联盟理念和活动宗
旨。”最终，李岩侠主任的总结
赢得大家一致欢呼。

抱团实现产品、渠道、客户共享，用良心为良品代言

食食安安山山东东良良品品联联盟盟即即将将成成立立
“我们成立联盟就是让

好产品进好店，卖出好价
钱，让诚信相互印证，让品
牌抱团发展。”3日下午，来
自济南及周边的20余家生
态农场、牧场创始人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有机、生态、健
康食品行业发展，并商讨成
立统一的食安山东良品联
盟，整合彼此资源实现产
品、渠道、客户等互换共享，
最终让更多人吃到安全放
心的食品。

文/片 本报记者 马绍栋

良品联盟良人心语

在联盟筹备会上，各位
“良品农场人”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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