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福喜集团发表声明称，“福喜集团对近期东方

卫视关于其子公司福喜上海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的报道高

度重视。公司管理层对报道感到震惊，并已第一时间直接

接管此事。公司已成立调查小组，全力配合相关监督管理

政府部门的调查，并同步进行内部调查。福喜集团将向公

众披露调查结果，并基于调查结果实施所有必要措施。”

声明表示，“食品安全是福喜集团的业务基石，也是

公司服务客户的指导性原则。 我们对任何妨碍食品安全

的行为都持零容忍的态度。 对于本次事件对公司客户带

来的困难，以及对消费者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喜集团表示

深切的歉意。福喜集团管理层相信，本次事件是一起个体

事件。集团愿为整个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并将迅即彻底地

采取适当行动。”

7月20日晚，在媒体曝光上海福喜涉嫌严重食品安全

问题后，上海市食药监部门紧急查封了该公司，并控制了

公司内的问题产品。昨日上午，记者赶往这家地处上海市

郊嘉定区陈宝公路58号的厂房一探究竟。

在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门口， 记者看到大门处

值守的保安异常严格， 厂区内更是有大批安保人员正在

执勤。一位从厂区内走出的员工告诉记者，其在福喜负责

清洗工作，目前厂区内已经停止生产，上班时间需要等待

通知。一名负责给厂区送快递的快递员向记者表示，“今

天厂区内部很奇怪，办公室没有人，只有前台在，很多人

都趴在食堂休息。”

记者在进行多番尝试后，仍无法进入厂区，于是向门

口保安表明了身份。对方表示，厂区已经停产，内部也已

有政府部门进驻，不方便记者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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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 媒体曝光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

大量采用变质肉类原料等行为。 作为诸多大型餐

饮连锁企业的供应商， 上海福喜的问题让公众对

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士、必胜客等众多企业的食

品安全产生疑虑。那么，成都的众多企业是否使用

了上海福喜提供的肉料呢？

昨日， 市食药监部门对全市涉及的相关餐饮

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成都

地区的百胜餐饮（成都）有限公司的肯德基，以及

星巴克、7-11、宜家、棒约翰、汉堡王、赛百味、华

莱士等快餐连锁企业的成都总部、配送中心、部分

门店，暂未发现存有上海福喜公司的食品原料。而

在麦当劳、必胜客、德克士的配送中心，检查人员

发现了从上海福喜采购的原料， 目前已经全部被

封存，3家企业门店相关原料也已全部封存， 相关

产品下架停售。

连夜通知封存

各门店挨个排查

据介绍，在7月20日媒体曝光上海福喜存在使

用过期劣质肉的当晚， 成都市食药监局当即要求

辖区内的麦当劳、百胜餐饮（成都）有限公司（肯

德基，必胜客）等快餐连锁店开展自查，一旦发现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肉类食品， 立即下

架封存，防止问题食品在市场上销售。

昨日，市食药监局又下发紧急通知，要求稽

查总队、各区（市）县食药监局，立即对辖区内

涉及的相关餐饮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 一旦

发现来自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的食

品原料必须立即封存和停售相关产品。如果

发现涉嫌使用过期、变质、三无产品等的餐

饮服务单位要立案查处，依法严惩。

昨日上午，市食药监局对麦当劳、肯德

基、 德克士等各个品牌的配送中心进行排

查，而区（市）县食药监部门也对相关快餐门

店进行排查， 如果有上海福喜原料要一律封

存，以此原料制作的相关产品要立即停售。

麦当劳必胜客德克士

封存上海福喜原料

据市食药监局初步调查,四川麦当劳餐厅食品

有限公司位于双流的配送中心冻库内有火腿味猪

肉饼229箱（14.5kg/箱）、猪柳肉饼99箱（14.21kg/

箱），系从上海福喜购买。目前，已由麦当劳成都配

送中心自行封存。涉及产品包括：火腿味猪肉饼、猪

柳肉饼。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在该冻库现场看到，部

分货品已贴上写有“封存”字样的封条。

在必胜客的配送中心冻库内， 有调味牛肉排

215箱（0.082kg×4片×30袋/箱）、猪肉比萨粒39

箱(2.5kg×4包/箱)、牛肉比萨粒82箱(2.5kg×4包/

箱)、意大利风味猪肉粒215箱(2.5kg×4包/箱)，系

从上海福喜购买。目前，已由百胜餐饮成都配送中

心自行封存。涉及产品包括：调味牛肉排、猪肉比

萨粒、牛肉比萨粒、意大利风味猪肉粒。

在成都四川德克士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配送

中心冻库内有鸡肉火腿片6箱（9kg/箱），系从上

海福喜购买，已由德克士成都配送中心自行封存。

涉及产品为鸡肉火腿片。

据全市食药监系统对上述3家企业的餐厅门

店的初步检查， 各餐厅门店已自行对涉嫌问题原

料进行了封存，相关产品已经下架停售。接下来，

成都市的食药监部门将进一步调查和核实， 对发

现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问题原料进行立

即封存，等待进一步调查结束后依法进行处理。在

排查过程中发现其他涉嫌使用过期、变质、三无产

品等的餐饮服务单位，将依法立案查处。

成都曾成立福喜子公司

2004年停产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成都也曾成立

福喜子公司，但早在2004年就已停产。据知情人士

透露，该公司早已注销。记者找到了成都福喜食品

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 发现网站基本处于空置状

态。唯一能取得联系的，是企业名片中一位彭女士。

据彭女士介绍，她的确曾供职成都福喜食品有限公

司，从2000年至2004年任职该企业经理，而成都福

喜为上海福喜的全资子公司。“2004年我离开时，

成都福喜就已停产了。”彭女士说，停产原因系原

料供应成本和物流成本太高。

洋快餐背后

还有多少猫腻待解？

食品安全大于天，当记者在20

日晚间采访上海福喜公司有关负

责人时，该负责人一直在强调责任

和安全。而在监管人员看到报道并

赶往现场调查时，四五个保安拦住

厂门，僵持1个多小时，直到公安人

员到场后才“解围”。这种应对监

管的“责任感”，实在令人寒心。

公开资料显示， 上海福喜不

是小作坊， 是一家外国法人独资

企业， 其投资方是国际知名的大

企业， 在全球超过17个国家有业

务。如果的确没有任何问题，自然

禁得起各种检查， 更应迅速将事

实真相公之于众。 遮遮掩掩不禁

让人心生疑虑： 在洋快餐的供应

链条上， 到底还有多少猫腻等待

解开？

在被曝光的视频中， 操作人

员甚至声称：“制度是死的， 人是

活的，就这么简单。”不知道他的

家属甚至孩子吃到了这样的食

品，他是否还能如此“简单”地考

虑问题。

食品安全法正在修订，以最严

格的监管制度和法律威慑保障

“舌尖上的安全”是各界高度期盼

的。对于洋快餐供应链条上的“过

期疑云”，人们期待监管部门能尽

快给公众一个交代，人们更期待明

天吃进口的食品能够真正安全。

据新华社

媒体曝光

上海福喜公司

使用过期变质肉

前晚， 上海东方卫视

调查披露， 麦当劳、 肯德

基、 必胜客等知名快餐连

锁店的肉类供应商———上

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

大量采用过期变质肉类原

料的行为。 该公司被曝将

过期食品回锅重做、 更改

保质期标印等手段加工过

期劣质肉类， 再将生产的

麦乐鸡块、 牛排等售给肯

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快

餐连锁店。 在记者提出质

疑后，其工作人员甚至称：

“过期也吃不死人”。暗访

记者发现， 供应给百胜的

冷冻腌制小牛排过期7个

多月仍照样使用， 小牛排

已经发霉发绿。

前日22时许， 上海市

食药监局官方微博发布消

息称，该企业已被查封，涉

嫌产品已控制。 监管部门

已责令福喜下游相关企业

立即封存来自该公司的食

品原料。

为何总要等

曝光后才查处？

涉嫌存在违规行为，遭媒体曝

光；现场执法，被保安“堵门”。麦

当劳等品牌的供应商上海福喜食

品有限公司近日备受关注。在快餐

品牌又一次陷入质疑时，还有多个

问题有待调查。

追问一

：

为何突击检查横遭阻拦？

20日19时30分，监管人员就已

到达上海福喜厂区，到21时05分左

右公安到场， 监管人员才得以入

厂。 这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内，福

喜厂区做了什么？

即使进入生产车间后，监管人

员仍然遭遇了多重阻碍：仓库的门

没有门禁卡打不开，工作人员声称

自己的卡不在身边；电脑共享资料

到一半，网络没有征兆地断了……

而就在这个厂区， 曾经有记

者卧底拍摄到工人使用过期甚至

变质的肉类原料， 延长鸡肉等产

品的保质期， 肉块掉在地上捡起

来继续用。

追问二

：

福喜是如何成为

“食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的？

上海市工商局信息显示，上海

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外国法人

独资企业，投资方为欧喜投资（中

国）有限公司。其母公司美国福喜

集团，是一家国际化食品集团。

在福喜厂区记者看到，一个玻

璃柜里摆满了各个部门和组织颁

发的奖项。就在今年，它还被评为

“嘉定新城（马陆镇）食品安全生

产先进单位（A级）”。

其厂区数据显示， 截至7月20

日， 已经是公司无安全事故第328

天，其在招聘网站的信息简介中自

称，是“麦当劳的最佳供应商”。

“一直强调对食品安全的重

视”就能成为“食品安全生产先进

单位”？这个“先进单位”是怎么

评的？在这“无安全事故的328天”

里，到底有多少违规行为？希望相

关部门给出答案。

追问三

：

监管部门是没有认真查

还是不容易查？

福喜被曝光， 公众不得不质

疑：为什么这些问题总要等媒体曝

光之后监管部门才去查处？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企业造假

手法非常隐秘，在没有内部爆料的

情况下，日常监管很难发现。但是，

虽然企业造假通常都是隐秘的，监

管部门也不能以“取证艰难”作为

借口推卸责任。

上海市食品安全办公室专家

组成员沈建华说，在国外如果发现

类似事件，企业会彻底完蛋。但在

中国， 企业违规后可能 “借尸还

魂”，用亲戚的名字重新注册一个

公司，“制度上需补好缺口， 避免

企业违规卷土重来。”

据新华社

媒体追问

麦当劳：立即停用相关食品原料

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前晚发布首份声

明称，麦当劳高度重视有关媒体报道，第一时间

通知全国所有餐厅， 立即停用并封存由上海福

喜提供的所有肉类产品， 同时立即成立调查小

组，对上海福喜及其关联企业开展全面调查，并

将尽快公布结果。

昨日清晨，麦当劳在第二份声明中表示，麦当

劳已全面停用上海福喜供应的所有食品原料。由

此，全国部分餐厅可能在近期出现产品断货。

百胜餐饮集团：停用上海福喜肉料

同样陷入此次风波的，还有拥有肯德基、必胜

客等品牌的百胜餐饮集团。

昨日凌晨，中国百胜在官方微博上表示：“中

国百胜已经要求旗下肯德基、必胜客餐厅即刻封

存并停用由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所有

肉类食品原料。停用上海福喜供应的肉类食品原

料， 将涉及肯德基部分餐厅的两款早餐产品：芝

士猪柳蛋堡和香嫩烤肉堡出现短期断货情况。而

必胜客的岩烤德克萨斯风味牛肉也会出现临时

断货的情况。

昨日， 百胜餐饮川渝滇黔相关负责人向成都

商报记者证实，经连夜排查，肯德基已确认目前仅

福建省少数肯德基餐厅的芝士猪柳蛋堡和香嫩烤

肉堡系采用上海福喜原料， 其他城市包括四川的

所有肯德基餐厅都没有使用上海福喜提供的肉类

原料，所有产品目前均正常供应。不过，四川地区

必胜客餐厅的“岩烤德克萨斯风味牛肉”目前确

实受到影响，已暂停供应。

新闻回顾

新华评论

企业回应

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

福喜集团被曝使用过期劣质肉

国家食药监总局昨日发布消息称，7月20日， 媒体披露了上海福喜

食品有限公司的食品生产过程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麦当劳等使用问题

食品原料。对此，该局立即部署安排对该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处理。

一是要求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迅速行动，对上海福喜食

品有限公司立即采取控制措施，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封存所有原料和

产品，对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要追根溯源，一查到底，严肃查处。涉嫌

犯罪的，坚决移送公安机关；二是部署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

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投资方）在河北、

山东、河南、广东、云南等地投资设立的所有食品生产企业立即开展全

面彻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由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派出专门执法人员，对企业实行现场监管；三是安排各地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迅速对使用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的餐饮服务单位

进行全面突击检查，责令餐饮服务单位立即停止销售、使用并就地封

存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所有食品。

据新华社

国家食药监总局：各地彻查上海福喜问题食品

福喜集团致歉 称系个体事件，愿承担全责

上海福喜工厂已遭查封并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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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进展

一张图了解

成都哪些洋餐厅用了“福喜肉”

制图 余进

麦当劳位于双流的配送中心冻库已封存所购上海福喜原料 图据四川在线

成都食药监工作人员检查必胜客宅急送店里的食品， 对来自上海福喜的货

物进行封存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福喜，祸之所伏 货源，成都封存

麦当劳必胜客德克士7款产品下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