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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信息不透明 网红奶吧安全性存疑
由蜜雪冰城揭开的网红乳饮产品食安问题，并非止于蜜雪。不同于“有添加”的
奶茶，近年来，声称“自制”“
0添加”的鲜奶站遍地开花，受到一些健康人士的喜爱。这
些鲜奶站大多使用小型杀菌、灌装设备，生产巴氏杀菌奶和发酵酸奶。但北京商报记者
走访北京多家鲜奶站发现，在
“
自制”背后，管理混乱、消毒随意等问题颇为普遍。
以某网红品牌为例，自称保质期为3-5天的鲜奶、酸奶不贴生产信息标签，消费
者看不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放心奶”留下了诸多让人不放心的隐患。

混乱的保质期

日前，北京商报记者接到爆料称，鲜奶站
哞哞小花牛所售产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记
者来到哞哞小花牛某直营店发现，其售卖的
自制酸奶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等任何产品信息。
在这家店里，操作间中放置有两台牛奶
巴氏杀菌机，其中一台上面张贴有“每天10点
新鲜牛乳现场巴氏杀菌”的字样。店员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我们售卖的鲜奶都是当天早上
灌的，保质期是两天，可以放心。”而对于酸
奶，店员则表示保质期是三天，也是当天制
作，不留到第二天。
但哞哞小花牛乳制品的保质期在不同门
店里似乎并不统一。在另一家加盟店内，店员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鲜奶都是当天的，酸奶
也是，所以没有在包装上印保质期。酸奶的保
质期是五天。”这与直营店的说法并不一致。
据了解，北京哞哞小花牛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3年。根据其在官方微博发布
的内容，哞哞小花牛目前在北京有60多家门
店，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手工奶制品连锁门
店，以牧场直供的巴氏鲜奶和“鲜活”益生菌
酸奶为主打产品。
乳制品“自制”是哞哞小花牛的重要宣传
点，这一点也得到了店员的印证。但曾在哞哞
小花牛工作过的方女士（化名）向北京商报记
者透露，哞哞小花牛宣称乳制品自制，实际上
并非如此，而是由工厂制作并配送而来。
北京商报记者以潜在加盟商身份咨询哞
哞小花牛加盟负责人，对方表示，小花牛的原

料奶是从丰宁的牧场直接运到店里，店铺需
要进行过滤和巴氏消毒，之后将奶装瓶或者
作为双皮奶、布丁的原料，有的会通过发酵变
成酸奶；还有一些酸奶产品，比如迈阿密酸
奶、马契尼科夫酸奶等，跟店里面的酸奶机不
一样，需要一些特殊定制的设备，就由工厂统
一制作后，再运到店里面，目前大概是隔天送
一次货。
隔天送货的说法与店员“当天自制”的宣
传再度产生矛盾。方女士则向北京商报记者
透露，工厂是在每周一、周四和周六向门店进
行供货。
作为社区鲜奶站，哞哞小花牛打造的“自
制”“ 健康”概念颇受家长欢迎。北京商报记
者在店里的10分钟内，大约有5名家长带着
孩子前来购买。但也有曾在哞哞小花牛购买
酸奶的消费者向记者表示：“ 酸奶上没有任
何产品信息，我觉得是三无产品，肯定不敢
给孩子吃。”
包装上无产品信息的自制乳品是否属于
三无食品？哞哞小花牛总部回应北京商报记
者时表示，“我们是手工店制的奶制品，每个
门店都有合法正规的许可，都有《食品卫生经
营许可证》。我们不像超市里卖的那种预包装
食品，外包装上都印上了生产信息。我们手工
店制，在出品的时候，会有一个标签打印机打
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都是贴在产品上的”。
但实际情况中，哞哞小花牛的奶制品并
没有所谓“贴上去的标签”，通过外卖平台购
买的产品同样只注明保质期，而没有最重要
的生产日期。负责人则回应称：“总部是有统
一要求的，必须要贴。”北京商报记者继续追
问，是否是公司确有要求，但门店存在执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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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的包装标签应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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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奶吧制售的鲜奶如何归类？“奶吧里卖
的酸奶和牛奶都属于再制产品，一般以传统
产品标准
规格
发酵工艺来生产的产品，只要奶源在生产过
生产企业
代号
程中达到标准，拥有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现
名称、地址、
哞哞小花牛巴氏鲜奶瓶身上
在默许是可以的。目前监管的态度还是比较
联系方式
标有储存方式， 但并没有生
生产
宽容的，因为奶吧还是属于新兴的产物，符合
产日期等信息
日期
当下消费需求变化的趋势。
”乳业分析师宋亮
成分或者
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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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表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依据《食品标识管
理规定》，乳品在销售时应当标注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相关信息。
相较于形形色色的饮品店，鲜奶吧的产品
题，相关负责人并没有直接给出回应，并表示 信息。其余几款燕麦酸奶、双皮奶、鲜牛奶的 虽然相对固定、无预包装或简易包装、保质期
包装上无任何信息。
将对此事展开调查。
更长，但更容易产生食品安全风险。北京市东
“我们的产品都是当天制作的，比如酸奶 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立军认为，自制乳制品进
在致电哞哞小花牛三周后，北京商报记
者再次来到一家加盟店，发现酸奶制品仍然 是前一天晚上发酵好装瓶的，第二天马上就卖 行售卖者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食
没有标签。而一款250毫升的袋装鲜奶产品虽 了。卖得特别快，所以就不写了，鲜奶也是当天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或食品摊贩。而《食品生产加
然有标签写明保存条件等，但也并未注明生 制作当天卖的。酸奶在冰箱可以冷藏5-6天， 工小作坊质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规定：
“应采
鲜奶只能放一天。”该奶吧工作人员告诉北京 取适当的方式对销售的食品提供产品名称、生
产日期。
商报记者。
产地址、生产者、生产日期等必要的信息，以使
虽然号称都是当天制作，但实际上拥有 消费者能够正确地处理、食用、贮存其产品。”
“全凭自觉”
3-5天的保质期，当天没有卖完的牛奶如何处
除了贴标，食药监局的通知中也特别提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北京多家鲜奶吧发 理？一名乳品行业从业者向北京商报记者透 到，产品应当天加工当天销售。此后，河南、江
现，哞哞小花牛并非个例，缺乏管理、包装混 露，“这都得靠店家自觉。有时候店员图省事， 西等地陆续出台了针对生鲜乳饮品的管理办
乱的现象十分普遍。
一次性做完了很多份的酸奶，那么一次性卖 法。虽然有部分地方性管理办法出台，但不难
三元旗下乳品店三元梅园也未能幸免。 不完，第二天把前一天生产的当作当天生产 发现，整体对于鲜奶吧的规定较为分散。此
北京商报记者在三元梅园的线下店铺注意 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由于不要求贴标签， 外，日常抽检等监管并未跟上。
到，其售卖的盒装传统奶酪、红豆双皮奶等产 也很难证明具体的生产时间”。
监管尚且模糊的背景下，加强行业自律变
品包装上带有产品配料、生产日期等信息，但
对于北京商报记者提出的卖不完如何处 得更为关键。
“短期来看，乳制品销售企业虚假
杯装老北京酸奶包装上并无任何信息。
理的问题，哞哞小花牛加盟店店员则对记者 宣传能收获一部分不正当利益。但是长远来
店铺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老酸 表示：“我们的牛奶每天都不够卖的，但有时 看，并不利于未来的发展。这时候就需要企业
奶保质期是冷藏三天，都是当天做的。店里直 候确实有没卖完的，我们就会自己处理。”
自律，只有自觉遵守食品安全标准、市场监管
接卖就不打标签了，一般走外卖会打标签。”
此前，西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 和相关法律法规，才能在未来走得更远。”盈科
部分小规模奶吧的问题则更明显。在天 人员曾表示，类似鲜榨的水果饮料和自制酸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同武谈道。
通苑附近一家号称“无添加”“现挤现卖”鲜奶 奶，在做好后的2小时内未能售出，就需要标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店中，仅有一款原味酸奶的包装上印有生产 注生产日期；如超时售卖，则属于诚信问题。
实习记者 阮航达/文并摄

高管大换血 贺光启重整呷哺呷哺
呷哺呷哺集团高层大换血。5月21日，呷哺
呷哺集团解除赵怡行政总裁职务，集团董事长
贺光启将重新接任CEO一职。贺光启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呷哺呷哺集团子品牌
呷哺呷哺、■■、inxiabuxiabu等后台整合程
度不够高，接下来将着重做整个集团的资源整
合，促进子品牌的协同发展。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呷哺呷哺集团旗下■
■及呷哺呷哺CEO的相继离职很可能与品牌
之间的内部竞争有关，贺光启此番“重出江湖”
大有治理集团内部的意味，未来呷哺呷哺和■
■之间的协同合作、资源互补可能会有一定的
效果。

倍、2.6倍、2.3倍。
贺光启“重出江湖”

贺光启“重出江湖”是呷哺呷哺集团公告
中非常重要的看点之一。贺光启本人在公告发
布后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表示人事调整最主要的
原因还是为了呷哺呷哺集团未来长远的发展。
贺光启具体解释称：“我接任之后第一件
事就是做集团资源的整合，虽然无论是呷哺呷
哺还是■■，两者的前端现在做得还不错，业
绩恢复和表现也还不错，但是品牌的后台还有
很大的提升、改善空间。比如说品牌的会员系
统、研发、IP等都没有完全打通，研发团队不同
品牌有不同的供应商，早期各自品牌的人事团
一月两次大换血
队也不同，薪酬激励也将进行更细致的调整。”
呷哺呷哺集团再现人事变动。5月21日，呷
另外，呷哺呷哺集团还将继续优化自身的
哺呷哺集团发布公告称，因集团若干子品牌表 产品和门店类型。贺光启强调，国内餐饮市场
现未达到董事会的预期，故解除赵怡行政总裁职 竞争越来越激烈，今后仍将不断加剧，因此不
务。呷哺呷哺集团表示，此举不会对公司的业务 断优化自身的产品是巩固品牌地位的重要方
营运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式和途径。此外，呷哺呷哺和■■近些年尝试
与此同时，公告宣布贺光启获委任为行政 的不同店型仍将继续，会通过不同的门店类型
总裁，5月20日起生效。公告显示，贺光启为呷 给消费者不同的消费体验。
哺呷哺集团董事会主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
贺光启透露，呷哺呷哺集团接下来将会进
事，持有公司41.46%的股权。
一步开放内部加盟合伙制。
“比如会向店长开放
本次呷哺呷哺集团的高层人事变动，距离 一些红利，如果区域经理和大区经理分管的10
上次变动一个多月。今年4月，呷哺呷哺集团内 家店获利，分管负责人就会获得分红，用这种方
部发布公告，公布张振纬因个人原因离开公 式让他们更好更用心地将门店经营管理好。”
司，不再担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CEO职
据介绍，未来呷哺呷哺集团旗下子品牌在
务，同时卸任其他与呷哺呷哺集团和■■餐饮 开店、后台数字化体系以及人才等方面都将实
相关的所有职务。张振纬离开后，■■各部门、 现协同发展，为此呷哺呷哺集团内部还将进行
各区域负责人将暂时直接向贺光启汇报。
相应的人事调整。
从公告内容来看，解除赵怡行政总裁职务
合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宏
是因为集团若干子品牌表现未达到董事会的预 表示，个人和公司两方面因素会导致企业高管
期。根据数据来看，呷哺呷哺集团从2016年到 发生人事变动，个人因素包括个人发展、家庭因
2020年，餐厅的翻座率分别为3.4倍、3.3倍、2.8 素等，会影响到个人的去留。公司的原因较为复

监管模糊区

杂，比如公司的业绩的影响，包括薪酬、公司文
化、发展战略等，均会导致高管主动或者被动
离职。
防止各自为政

在一位餐饮业内人士看来，呷哺呷哺集
团近期的人事变动目前看有较为清晰的脉
络，其目的是破除此前不同品牌单独发展的
局面，要让品牌之间的资源互通，谋求共同发
展，这也是贺光启重新出任呷哺呷哺集团
CEO的最主要原因。
“■■和呷哺呷哺虽然定位并不相同，从
现在来看，它们在内部管理及后台建设方面存
在着信息不透明的情况，各自为营。”上述餐饮
业内人士强调，尽管呷哺呷哺和■■在产品方
面有一些共通之处，但如果内部管理存在分歧
难以协同，对于呷哺呷哺集团而言并非长久之
计。因为，不同品牌之间的发展趋势、业绩表现
有所差异，如果优质资源都向涨势比较理想的
品牌倾斜，此举并不利于集团整体发展。
餐饮行业连锁顾问王冬明表示，高层变动
一般与董事会变动、业绩不理想以及战略调整
有关。高管卸任所有职务，也意味着彻底离开，
说明在企业内对于核心经营思路与上层或核
心决策层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企业重新培
育各品牌管理者，说明此次变动是大换血的改
革，而不是变化。
在文志宏看来，如果企业做好品牌负责人
的人员储备，那高管的变动并不会有过多影
响。如果没有做好人员的安排，那么这种被动
的应对在一段时间内对品牌的管理和运营还
会有一定影响。不过，品牌体系的成熟程度和
高管空缺的时间长短所带来的影响是有一定
联系的。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郭缤璐

拆红筹架构 洋码头赴国内上市
洋码
头正加快奔赴资本市场。5月23日，北京商
报记者从洋码头获悉，对于部分媒体爆料
“已启动拆红筹架构，加快国内上市布局”
一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基本属实。从被
传收购，到计划于国内上市，洋码头资本
动作不断，上市路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改
变。国际疫情对跨境供应链造成持续的不
确定性，加快了行业的洗牌速度，也增强
了老玩家的紧迫感。群狼环伺，弹药必须
充足。
洋码头传出考虑上市已经不是第一
次。据部分媒体过往的报道，洋码头CEO
曾碧波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国内资
本市场的信心。他表示，“未来即使洋码头
要上市也不可能选择海外市场，我们持续
看好中国的跨境电商市场，虽然处在中级
阶段，但仍有下半场可以比拼”。
“洋码头已启动拆红筹架构，加快国
内上市布局”的消息再度让行业看到了洋
码头对资本市场的渴望。资料显示，红筹
架构是指中国境内的公司（不包含香港、
澳门和台湾）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然后
将境内公司的资产注入或转移至境外公
司，以实现境外控股公司在海外上市融资
目的的结构。
据了解，由于A股上市的标准严格，
部分无法满足盈利要求的创新型科技
公司便会选择构建红筹架构赴境外融
资上市。而红筹企业若是要回归境内资
本市场上市，则需对红筹架构进行拆
除，明晰股权，简化层次，从而方便证监
会的监管。
投行从业人士何南野向北京商报记
者分析称，拆除红筹架构，控制权落回国
内，这是此前证监会对企业在A股上市的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何倩）

要求，虽然科创板有所放开，但是目前在A
股上市，企业大多数还是会拆除VIE架构。
VIE架构属于常见的海外股权架构
中红筹架构的范畴。例如阿里巴巴、腾讯、
京东、小米等企业均是采取该架构。
“如果保留VIE架构，境内公司与
VIE公司是靠协议来进行约束的。境外股
东在股权上并没有和境内有直接的控制
关系，未来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
准备回归A股时，需要将VIE协议拆除，将
境外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投资者股权平
移回境内公司，将股权结构做实。”何南野
解释道。
在4月底，一家名为耀世星辉的美股
上市传媒公司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
消息称，耀世星辉和洋码头境外实益权
益主体YMTHOLDINGLIMITED签署
了合并意向书。耀世星辉拟以发行限制
股份的方式收购洋码头100%的股权，届
时，洋码头将成为耀世星辉全资子公司，
其整体估值将由第三方评估公司根据洋
码头审计的财务数据、成长性及其他综
合因素确定。
彼时，洋码头相关负责人则向北京商
报记者回应称，目前诸多细节尚停留在初
步探讨阶段。对于具体交易细节以及具体
交易结构正在洽谈沟通中，并非媒体报道
的收购或并购模式。双方将会积极探索多
种资本及业务合作方式的可能性。
对此，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两者表述不一致，可能是双方
正处于利益博弈阶段，对于估值和收购还
未达成共识。
从天眼查资料来看，洋码头已经获得
7轮融资，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获得数亿
元D+轮融资，投资方为盛世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