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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喜 事件继续发酵

随着调查的深入，事件又出
现了新问题。据东方卫视深度调
查组 23 日爆料称，暗访中，他们
发现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门外
有个“神秘仓库”。

今年6月，暗访人员在上海福
喜看到，工人换好工作服后，并

没有走向生产流水线，而是在领
班的带领下从工厂侧门走出去，
来到 300 米开外名为上海瀚森
雪佳冷藏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
仓库。在这个仓库中，上海福喜
将别的公司的产品改头换面变
成福喜产品。这个仓库没有任

何降温设备，所有翅中、翅根等
冻品，在常温环境下操作，变成
福喜产品。

资料显示，江苏某公司承认福
喜不生产鸡肉，他们才是福喜的鸡
肉提供商。

（来源：新华网）

福喜“神秘仓库”曝光
将别的公司产品改头换面变成福喜产品

新华社芝加哥7月23日电（记者
徐静）美国福喜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谢尔登·拉温 23日就福喜过期肉
事件在其官方网站发表致歉声明，称

“发生在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事
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为之辩
护，也不做辩解。”

拉温在声明中表示，“这样做完

全是错误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
公司令我震惊。我代表上海福喜食
品有限公司，代表美国福喜集团，真
诚地向我们的中国客户道歉。我们
将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并确保以
后决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这是我
个人的承诺，也是集团的承诺。”

拉温在声明中表示，公司事后立

刻派出一个全球顶级专家团队展开
调查，随后还将有更多专家和技术人
员到达。此外，拉温表示对事后监管
部门在中国其他地区工厂检查未发
现问题感到欣慰。

近日，上海福喜被媒体曝出使用
过期肉，作为麦当劳、肯德基等大牌
洋快餐的上游供货商，食客们熟悉的

麦乐鸡、迷你小牛排、烟熏风味肉饼
和猪肉饼等诸多食品都有可能存在
安全隐患，仅上海一地封存的相关产
品就有约100吨。

美国福喜集团成立已有 100 多
年，在全球 17 个国
家 拥 有 50 多
家食品加

工厂。集团在 1991 年正式入驻中
国，经过几年快速扩展，目前在上
海、廊坊、大连、威海、广州、昆明及
福建都设有子公司或工厂。福喜集
团自 1992 年起成为中国麦当劳餐

厅原材料供应商；自 2008 年起
成为百胜餐饮集团原材料
供应商。

美国福喜集团主席发声道歉
称发生在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事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连日来“福喜使用过期肉”事件逐渐发酵，接连曝出麦当劳、必胜客、汉堡王、棒约翰、德克士等9家企业使用了福喜产品。并有福
喜公司相关负责人承认使用过期原料“多年来一惯如此。”不知不觉中，“过期肉”已伴随消费者度过了数个春秋，时至今日究竟是“真
相大白”还是只拉开了帷幕一角，仍需消费者拭目以待。 ——编者

被换包装产品部分来自江苏泰森食品有限公司。
（视频截图）

暗访视频显示，工人正在给其他品牌产品换包装。
（视频截图）

据了解，截至到今年7月份，一年
期间，日本已经从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
司进口了约600吨肉食加工品，目前该
事件已经波及至日本麦当劳公司和日
本大型连锁便利店全家，这两家公司于
同日宣布停售可能使用了福喜鸡肉原
料的食品，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就上述两
家公司的食品加工卫生监管进行调查，
并就是否还有其他日本企业进口了上
海福喜的过期鸡肉等问题搜集信息。

据了解，2013年日本麦当劳公司
从上海福喜进口了约4300吨麦乐鸡

块，目前有约两成用于日本国内销售的
麦乐鸡块，使用了上海福喜所生产的鸡
肉，涉及日本中部及东部约1340家麦
当劳餐厅，占全日本麦当劳店铺的
40%左右。23日起，日本麦当劳已经
开始使用中国及泰国其他鸡肉供应商
所生产的鸡肉，日本全家便利店受到波
及的是蒜香鸡块，该产品已经被证实使
用了上海福喜的鸡肉原料。全家22日
在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近日起，在日本
全国约一万家连锁店，停售蒜香鸡块，
全家便利店的股价受此影响下挫。

无相关资质、材料不全、证件造
假……广西藤县涉及近8万名小学生
的营养餐项目招标，6家中标单位竟有
3家“有问题”。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政府实施的
改善农村地区儿童营养的项目，可是
这项“良心工程”近年来却频被“揩油”
抹黑。

无资质入围者却中标
“神秘”企业难觅踪影

今年6月26日，广西藤县政府网上发布一份
中标公告，全县小学生营养餐采购招标活动中，共
有6家中标单位，涉及金额2844万元。中标单位
分别为：藤县金成贸易有限公司、广西南宁渡龙商
贸有限公司、南宁市丹轩商贸有限公司、苍梧县安
惠食品配送有限公司、梧州市红云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南宁望鲤商贸有限公司。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6家中标单位中3家存
在问题。其中有一家根本未直接参与招投标，而
是被“借壳”。

“之前藤县有人联系我们，表示向我们缴纳一
笔管理费，以我们的名义参与这次招投标，发票从
我们公司出。”自称为广西南宁渡龙商贸有限公司
负责人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记者7月22日还从南宁市青秀区工商局查
询到，在此注册登记的南宁望鲤商贸有限公司的
经营范围中，未包含招标公告中要求需具备的经
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条件；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工商局企业查询系统中未查到“南宁市丹轩商
贸有限公司”，只有一家在南宁市青秀区注册登记
的“南宁市丹轩贸易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也不
包括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此外，南宁望鲤商贸有限公司、南宁市丹轩贸
易有限公司均未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

藤县教育局也证实，南宁市丹轩商贸有限公
司、南宁望鲤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原件
涉嫌造假。广西南宁渡龙商贸有限公司的食品流
通许可证证号与招标材料中的证号不符。

营养餐不容掺杂
政府采购招标不容失察

2013年5月，青海大通548名学生“营养餐”
食物中毒，广西都安400余名小学生喝“营养餐”
牛奶腹泻；9月，湖南新化部分学生吃“营养餐”后
腹痛、呕吐……自2011年国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来，学生营养餐中就不时曝
出“问题牛奶”“问题面包”。

专家认为，营养餐质量难以保障与对供应企
业监管不力密切相关，藤县招投标事件再次引发
人们对营养餐质量担忧。营养餐不容掺杂，政府
采购招标不容失察。

目前藤县县委、县政府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
这一事件进行彻查。下一步将确保全县招投标工
作监管到位，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藤县财政局
副局长何耀全表示，将加强全县其他招投标工作
的监管。 （据新华社南宁7月24日电）

6家中标单位一半“有问题”

营养餐又遭抹黑
——广西藤县小学生营养餐招投标
事件调查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山口县政府23日
说，山口县长门市进口商“伊村产业”5月29日前
后从越南进口的冷冻柳叶鱼中发现老鼠药疑似
物，这家公司已经开始向零售商召回相关产品。

山口县表示，5公斤装柳叶鱼经塑料袋包装
后用纸箱盛放，异物发现于纸箱与塑料袋的空隙，
没有接触产品。厚生劳动省要求“伊村产业”确认
其他产品是否混入类似异物，下令全国检疫站扣
留相关货物并要求越南方面予以调查。暂时没有
人员不适报告。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进口冷冻鱼
疑现鼠药

福喜过期肉“臭”到欧洲
如何确保“舌尖上的安全”成为多国关注焦点

日本:严查福喜事件

德国黑森州政府相关部门表示，
得知中国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

“过期肉”事件后感到不安，将继续采
取措施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大食品
安全管控力度。黑森州政府环境、气
候、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新闻官洛什
考伊告诉新华社记者，类似事件在欧
盟以及德国都曾发生过。一个让人
憎恨的事实就是，国际性的大公司往
往处于这类丑闻的中心。

洛什考伊还说，黑森州政府目前
正在确认当地是否存在福喜子公

司。如果确认存在，黑森州政府会向
该公司提出关切的问题并要求得到
满意答复。一旦有可疑情况出现，将
考虑启动全面调查。

据介绍，黑森州的食品卫生和安
全由州政府下属的26个机构负责，
这些机构每年进行的相关检查近6
万次，黑森州实验室每年检测的食
品、化妆品样品数量达到3万份，食
品检测涉及整个产业链。一旦发现
有违规情况，企业将面临高达10万
欧元罚款，情况特别严重的可能还会

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
洛什考伊表示，食品行业需求巨

大，难免有些商家受利益驱使会铤而
走险，有时甚至会有犯罪行为，监管
部门难以完全堵住食品安全漏洞。

近年来，德国市场上涉及食品安
全的事件时有发生，从“二恶英毒饲
料”到“有毒豆芽菜”再到“二恶英鸡
蛋”等。德国监管机构在面对食品安
全问题时，一方面采取措施完善监管
机制，另一方面也加大处罚力度。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德国:加大食品安全管控力度

中新社香港7月24日电 上海福
喜食品公司被揭发使用过期肉类，香
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24日表
示，即时禁止福喜食品公司所有厂房
的食品进口，已进口的食品亦会封存，
直至内地当局的调查有结果，而香港
麦当劳亦曾入口上海福喜的食品，但
已售完。

综合香港媒体报道，已抽查约
1000个食品样本的食用日期和卫生

情况，初步结果满意。另有部分样本
送往化验，现正等候结果。食物安全
中心正调查其他地区的福喜食品有否
输入香港，已向内地当局索取进一步
资料。

不过，她指出，香港麦当劳曾入口
上海福喜食品公司生产的冷藏猪肉饼
和熟鸡腿肉，并已全数销售。

有香港市民对此表示担心，短期
内不敢再光顾香港麦当劳，怕小孩吃

了对健康有影响。
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

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认为，
香港麦当劳企图隐瞒，包括
曾说没有从上海福喜进口
食品，接着被拍到照片，才
改口说是河北福喜，再到24
日要透过食物环境卫生署的
检查，才承认确有向上海福
喜购入食材。

香港麦当劳曾进口上海福喜食材

食品安全

英国《卫报》记者以找工作为由，“卧底”英国
一家鸡肉生产厂，历经5个月调查，揭开鸡肉遭到
污染的黑幕。

《卫报》记者在两姐妹食品集团旗下位于斯肯
索普的工厂找到工作。这家工厂生产的鸡肉供应
英国最大连锁超市集团特易购、连锁超市塞恩斯
伯里、美国快餐连锁肯德基等。

他在工厂中发现，在从生产到包装到销售的
全过程中，鸡肉遭遇粪便污染的痕迹。

他看到，工厂要求工人在鸡肉掉到地上并且
可能被污染后，把鸡肉捡起并放回生产线。一次，
一只死鸡掉到地上，而一名工人推着手推车从上
面碾过。管理人员随后捡起放回生产线，用衣服
擦手，而不是洗手。

《卫报》说，烫洗灌中的水一天只更换一次。
一天结束后，里面的水充满鸡粪和污泥。而这是
英国禽肉生产行业的通行做法。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英国记者“卧底”5个月调查

揭鸡肉污染黑幕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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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湖南封存福喜公司问题食品原料1700多公斤。
●广东封存必胜客餐厅4个产品23591.3公斤、汉堡王餐厅

4个品种4016.2公斤。
●哈尔滨封存必胜客门店50箱10袋、库存59箱；麦当劳公司

火腿片7218片、猪柳6750片问题食品。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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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喜公司爆出的“过期肉”丑闻引来国内
舆论口诛笔伐，也让他国感到不安。这起卷
入不少洋快餐品牌的事件还在发酵，如何确
保“舌尖上的安全”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采用过期
变质肉类原料的丑闻经媒体曝光后，
一位朋友告诉记者，他和上小学的儿
子周末才吃过某涉事快餐店的汉堡。
朋友为此感到恼火而无奈。

上海福喜系出名门，其母公司为有
着百年历史的美国肉类和蔬菜加工巨
头OSI集团，目前在全球17个国家拥有
50多家工厂，是麦当劳、百胜等知名洋
快餐的上游供货商。正因如此，福喜上
演的“变脸记”才格外令人诧异。人们
不禁要问，为何这样一家老牌跨国企

业，也会作出黑窝点的肮脏勾当？这究
竟是个别人违法酿成的个案，还是内部
长期、系统性作恶？究竟暴露出OSI集
团质量内控失败，还是洋快餐共享供应
链的经营模式存在系统性风险？

如今，相关调查仍在不断深入，答
案尚未水落石出，但福喜丑闻无疑给
所有在华经营的洋品牌敲了一记警
钟。尤其是对于部分奉行双重标准的
外国企业，这一案例警示，如果不能严
肃经营，企图在中国市场“浑水摸鱼”，
在中国早晚要栽大跟头。

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于：谁赢得了中
国人的信赖，谁才能成为中国市场明天
的赢家。没有这一远见，即使来头再大、
牌子再响，也难以在中国做长做大。

从管理的角度看，跨海而来的洋品
牌要防止企业在品牌宣传与具体操作、
总部规范与分店经营、西方模式与中国
国情等多对重要关系上，出现互相脱离、
互不相关的“两张皮”现象，必须强化内
部管理，对本土消费者和法律保持足够
的尊重和敬畏。

(据新华社北京电)

福喜“变脸记”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