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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欢螺虫卵风波只是“商业诋毁”吗
提出“商业诋毁”论
11月28日，“好欢螺回应虫卵事件：一直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将核查幕后推手”登上微
博热搜。
上述事件起源于小红书用户的“我吃好
欢螺吃出了虫卵”的一则爆料，该用户称，自
己购买的好欢螺吃出了多个疑似虫卵的异
物。据其爆料图片展示，该用户于2021年10月
8日从拼多多平台花费117元购买了10包×
400g的好欢螺加辣加臭版，生产日期为2021
年9月16日。
该用户更新信息显示，拼多多已向该用
户赔偿200元，并承诺对销售商家进行限流处
罚。好欢螺官方给用户三袋螺蛳粉或三袋价
钱作为赔偿。但彼时该用户表示，“不接受，在
继续申诉”。据该用户最新更新事件进展，销
售商家已承诺全额退款、道歉并赔偿1000元，
现在正在跟平台和厂家沟通。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类似上述小红书
用户反映的“好欢螺吃出虫卵”事件并非个
例。在好欢螺天猫旗舰店的评论区，消费者吃
出疑似“蛆虫”异物的评论和图片展示不在少
数；在黑猫投诉平台，截至目前好欢螺投诉量
为54条，其中不乏有消费者反映螺蛳粉内出
现虫子、异物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用户发布上述赔偿
事宜不久，好欢螺就在其官微发布声明称，
干料包、菜包等均经过巴氏灭菌消毒处理，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表示，“ 商业诋毁时有
发生，此次事件发酵迅速超乎常态，我方将
针对事件进行核查，若幕后存在推动，我方
则依法维权”。最后，好欢螺还表示，“ 顾客购
买时选择官方授权渠道及店铺，避免买到假

“好欢螺虫卵”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在平台、销售商家均已赔付后，生产厂家好欢螺一纸关于“商业诋毁”的回应将事
件推向高潮。11月28日，好欢螺针对“虫卵事件”在其官微发布声明称，干料包、菜包等均经过巴氏灭菌消毒处理，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并表示，
“商业诋毁时有发生，若幕后存在推动则依法维权”。
业内人士认为，好欢螺声明中提到的“商业诋毁”究竟是否存在，目前尚无定论。但其发布的声明中并未具有实质性
的证据证明产品安全性。“对于标准化生产的车间，若有一个产品出问题，其他产品也可能会有问题，可从同批次产品中
核查，然后出示核查结果回应。”业内人士说。
■商业诋毁时有发
生，若幕后存在推动，
则依法维权

好欢螺回应
11月28日

■近日，网友称螺
蛳粉中吃出“虫卵”

冒伪劣产品”。
在刚刚过去的“双11”中，好欢螺获得不
错的销量，这也是网友对上述事件较为关注
的原因之一。根据好欢螺11月12日公布的数
据，从11月1日-11日，共有超114万用户下单
购买好欢螺螺蛳粉，共卖出超771万袋螺蛳
粉，拿下天猫螺蛳粉行业的销量冠军，同时斩
获天猫速食行业的销量冠军。其中，好欢螺加
臭加辣螺蛳粉“双11”期间共计销售超113万
袋，而根据上述小红书用户发布的信息，问题
产品即好欢螺加臭加辣螺蛳粉。

事件脉络

◆同时斩获天猫速
食行业的销量冠军

杀菌方式遭质疑
好欢螺提出的“商业诋毁”“幕后推动”一
说是否存在尚未可知，但其回应中提到的“巴
氏杀菌方式”却被不少网友和专家质疑。
高级乳业分析师宋亮认为，“巴氏杀菌是
指75-80度左右的杀菌，主要为牛奶的一种灭
菌法，既可杀死对健康有害的病原菌又可使
乳质尽量少发生变化。巴氏杀菌不可能杀死
所有细菌，它只能将致病菌的数量降低到对

工厂安家亦庄 小米汽车量产还要几步
上海、武汉、合肥、长春……“雷布斯”最终还是将小米“造车梦”留在北京老家。11
月27日，小米科技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宣布小米汽车
落户北京经开区（亦庄），并确定量产时间及产能规划。不过，科技企业出身的小米汽
车，没有任何造车经验背景并打算自建工厂的做法也引来外界担忧。有网友称：“造
车，小米玩真的！但造车跟造手机一样吗？”事实上，在各地均在争抢小米汽车的同时，
小米汽车正在上演人才争夺战，聚拢拥有造车背景的人才，造车团队已超500人，欲
打破跨界造车难题。
姜广智等有关负责人进行座谈，就打造香河
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助力小米新能源汽
年产量30万辆
车2024年量产等事宜进行沟通。雷军表示，
今年3月30日下场造车以来，小米汽车 下一步将派团队与香河方面就可行性合作
在哪座城市落脚成为关注焦点。其中，北京、 以及推进小米新能源汽车项目进行更多对
上海、武汉和合肥的“呼声”最高。此前有报 接，寻找合作机会。
道称，安徽省国资委正与小米汽车接触，有
除推进工厂落户，小米也通过投资和收
意将小米汽车引入合肥。
购的方式大力布局智能电动车产业链。今年
然而，今年9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8月25日，小米宣布以7737万美元的价格收
系统显示，小米汽车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北 购自动驾驶技术公司深动科技。此前，小米
京，登记机关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 还投资禾赛科技、纵目科技、蜂巢能源、赣锋
督管理局。工商注册信息显示，登记住所为 锂业等公司，将战略触角延伸至自动驾驶、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街15号 动力电池等智能电动汽车核心领域。
院5号楼8层816室，小米汽车落户地浮出水
不仅如此，
“安家”亦庄前一周，注册资本
面。但是，虽然北京成为小米汽车注册地，但 10亿元的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经营
研发中心、工厂选址仍然成谜。
范围包含新能源车整车制造、汽车整车及零
时隔两个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部件技术研发、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锂离子电
会与小米科技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宣布小 池制造、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道路机动车
米汽车在亦庄“安家”。同时，根据规划，小米 辆生产等。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
汽车项目将建设小米汽车总部基地和销售总 员颜景辉认为，从宣布造车开始，小米便着手
部、研发总部，将分两期建设年产量30万辆的 为造车铺路，从技术合作到体系构建加速推
整车工厂，其中一期和二期产能分别为15万 进，落户地选定后，小米造车也驶入正轨。
辆，预计2024年首车将下线并实现量产。
对于小米汽车落户，北京经开区相关负
抢人大战
责人表示，将举全区之力为小米汽车项目做
好保障服务，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日投产，协
不过，科技企业出身的小米，跨界造车
同联动构建产业生态，积极抢占未来汽车产 仍面临诸多问题。
业发展高地，将小米汽车打造成为具有全球
从时间上看，三年推出量产车型对小米来
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民族品牌，为北京建成 说并不慢，但目前传统车企产品加速转型，其
全球智能网联汽车科技创新高地做出贡献。 中东风岚图不足一年便完成量产车型下线。同
事实上，小米汽车选择北京建厂早有迹 时，造车新势力交付量进入爆发期，使新能源
象。11月24日，河北省香河县委书记梁宝杰 车市竞争进入白热化。尽管，小米品牌已拥有
带队到北京小米总部进行考察，并与小米集 知名度，但作为造车新人，没有造车经验的小
团董事长兼CEO雷军、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 米如何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成为关键。

一位汽车制造业内部人士表示，目前新
能源车市进入爆发期，消费者愿意接受新
品牌和新产品，新造车企业仍有机会抓住
风口。不过，汽车制造不仅是采购零部件进
行组装，更要对车型软硬件各方面进行研
发、调校、路测等，这对跨界造车企业来说是
道坎。
值得关注的是，小鹏汽车和蔚来汽车在
发展初期均选择以代工方式进行量产。拥有
造车经验的传统车企为其把关车型，并有成
熟的造车工厂制造产品，为两家企业积累造
车经验提供较大帮助。不仅造车新势力老玩
家，与小米同为科技企业的百度下场造车也
选择联手吉利汽车，双方根据各自优势推进
车型量产，但小米汽车却选择自建年产30万
辆的整车工厂亲自上阵。
为迅速补齐造车短板，小米汽车已开启
抢人大战。今年6月，小米发布多个自动驾驶
相关岗位的招聘信息，涉及数据平台、车载
基础架构、决策规划、毫米波算法、开发工具、
前端平台开发、嵌入式软件、控制、感知、高精
地图、仿真平台等，且每个岗位前面均标注
“急”。北京商报记者在BOSS直聘上看到，小
米发布的小米汽车职位超过15个。
雷军也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小
米汽车自动驾驶部门招募500名技术人员，
并自研L4级自动驾驶技术。“没有顶尖人才，
创新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他表示。小
米集团三季报显示，目前小米造车团队成员
已超过500人。
不仅如此，小米还推出股权激励政策吸
引汽车人才。10月25日，小米发布公告称，股
东特别大会高赞成比例通过XiaomiEV股
权激励计划，该股权计划对应小米汽车，股
权激励计划授权10亿股，占XiaomiEV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10%。据悉，XiaomiEV主要
负责集团智能电动汽车业务，股权激励计划
在于为符合资格的人才团队提供获取XiaomiEV权益的机会，用以鼓励人才团队为
XiaomiEV及公司创造长期价值。同时，通
过股权激励计划，XiaomiEV能够以灵活方
式留任、激励、回报符合激励的人才。
针对造车资质和人才招揽进度，北京商
报记者联系小米方面，但截至发稿尚未得到
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物”问题。
“作为品牌方，好欢螺首先做的是对涉事
产品进行审查，并第一时间向外界公布原因
和结果，而好欢螺整个回应都没有正面回应
质量问题，这会给消费者留下缺乏社会责任
的印象。从企业产业端和消费端来看，该事
件对其未来的整体发展以及品牌的美誉度
将会造成较大影响。”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
朱丹蓬称。
对于上述事件调查结果以及接下来的解
好欢螺11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决措施，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官方微博、电话及
11月1日-11日
邮箱等多种方式联系采访好欢螺，但截至发
稿并未收到回复。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11月初，好欢
好
螺母公司得华食品还因违反安全生产法被罚
欢 ◆共有
超 114
7万元。
螺 万用户下单购买
不只是好欢螺。螺蛳粉近两年成为新晋
销 好欢螺螺蛳粉
网红与资本的新宠儿，
然而食品安全并未跟
量
上，多家螺蛳粉相继被曝出食品安全问题。
根据官方通报，
2019年，广西市场监督管理
◆共卖出超771万袋螺蛳粉
局抽检方便食品82批次，其中不合格18批
次，
大多是柳州生产的螺蛳粉，存在菌落总数
◆拿下天猫螺蛳粉行业的销量冠军
超标问题。
2021年，头部网红李子柒旗舰店的螺蛳
消费者不会造成危害的水平。即在奶品质比 粉多次被曝出异物，3月到5月中，有网友先后
较好的前提下，体细胞、菌落数较少，巴氏杀 爆料螺蛳粉中存在烟头、橡皮筋等异物。今年
菌是能够杀死细菌。至于奶以外的其他调料 7月，根据天眼查公开信息显示，柳江人家螺
物质，细菌和体细胞数量可能较高，用75-80 蛳粉关联公司“中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新增
一则行政处罚，处罚内容为一款螺蛳粉不符
度的巴氏杀菌法是杀不死的”。
在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 合食品安全标准。
目前，在螺蛳粉食品安全方面，仍存在维
凯看来，这次“好欢螺虫卵”事件的本质是异
物，而企业回应强调的消杀针对的是灭菌 权难、赔偿低等问题，许多网友反映，吃到异
（无论何种灭菌方式）。灭菌只是把菌从活 物或变质螺蛳粉后，与商家协商，只能得到退
性杀死，不是消灭物质。所以，从始至终好 换货、退赔货款和额度极低的几百元补偿。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王晓
欢螺都未真正回应消费者关心的“虫卵或异

上市仅4个月 FF遇摘牌危机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由于未按时
公布2021年三季度财报，法拉第未来（以下
简称“FF”）正面临着被摘牌的危机。11月28
日，有消息称，延迟发布是因为FF正在调查有
关做空机构披露的指控，至于调查何时能够
结束、财报何时能够披露，目前还无法确定。今
年以来，FF利好消息不断，7月正式挂牌上市，
9月中国团队亮相，但量产仍然需要等到明年
下半年，这期间，FF能给出什么样的财报数
据，是否符合投资人预期，还是个问题。
据FF发布的消息，该公司延迟了2021年
三季度10-Q报告的披露，收到纳斯达克交易
所的例行函件，目前，FF正在和纳斯达克交
易所保持密切沟通。自查完成后，该公司将争
取尽快提交10-Q报告，回归常规公告流程。
尽管2021年三季度10-Q报告延迟，FF
已经披露了一些重要财务指标，包括截至
2021年9月30日的部分财务数据。本次自查
和报告延期，对该公司FF91量产准备工作未
造成影响，如今现金充足，正在按照计划全力
推进汉福德工厂建设和FF91量产准备工作。
按照纳斯达克上市规则第5250（C）（1）
条规定：所有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必须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EDGAR系统或其他监管机构，
及时向委员会提交所有要求的定期财务报
告。如果过期仍未提交，就会收到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的退市警示函。也就是说，如果FF
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相关的报告，就面
临着被摘牌的后果。
有消息称，据FF内部人士透露，之所以
未按时提交财报，主要是因为该公司正在遭
遇美国投资机构的不准确指控，为此，FF专
门成立了一个由独立董事组成的特别委员
会，以调查有关做空机构披露的不准确指控，
在调查结束之前，将无法提交财报，但是调查
何时能结束，FF表示目前无法确定。
今年10月，美国做空机构J CapitalResearch发布了一份关于FF公司的沽空报告，
该机构通过现场走访调研、对公司财报数据
以及技术能力的分析并结合上市后系列资本
运作等，直言“不认为FF公司能卖出哪怕一
辆汽车”。
当时，FF相关人士表示，该报告所述内
容严重失实，属于无稽之谈，充满大量误导性
信息，缺乏逻辑且无事实依据。FF对该机构

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失望且予以谴责，并将
对此类不实指控保留法律追诉的权利。FF创
始人贾跃亭还在朋友圈表示，该做空机构言
论是冷饭热炒，无稽之谈，并表示J Capital
Research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打脸了。
北京商报记者也就此采访了FF方面。据
FF方面给出的说法，这只是一个例行通知，
不是警告。“每一家上市公司延迟财报发放都
会发这个通知，就是一个通常惯例。”
上市之后，FF公布了不少利好消息，尤
其是在量产方面。
10月15日，FF美国汉福德工厂生产设备
安装完成。FF当时表示，随着FF汉福德生产
制造和运营团队取得的进展，以及FF供应商
的支持，将保证FF91于2022年7月按时交付
目标的完成。
11月10日，FF宣布收到了由加州汉福德
市市长FranciscoRamirez亲自颁发的汉福
德工厂主生产车间的最终生产使用资质。工
厂已竣工的设施将用于最后一批FF91预量
产车的生产。与此同时，FF也在加大汉福德工
厂以及其他职能部门的招聘力度，如工程、供
应链、设计、市场、品牌、销售及其他领域等。
与此同时，FF在中国市场的市场建设也
在进行中。9月，FF在北京举办了“919未来主
义者共创节”，FF中国区高管团队首次集体
亮相。中国区高管团队由FF中国CEO陈雪峰
带领，高管团队成员大多拥有豪华车企以及
互联网和科技公司背景，FF中国员工也大多
拥有一线车企和互联网科技公司背景。
当时，FF还公布了FF91在国内的销售
及渠道策略。目前，FF已成功打造了线上线
下融合的生态O2O直销模式，通过在线平台
（FFIntelligentApp及FF.com）、FF自有门
店、合作伙伴自有门店和展厅，形成轻资产的
销售网络。
至于现在FF在中国市场的造车进展如
何，FF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按照计划
在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从正式上市到计划量产
间隔了一年的时间，这期间FF需要多次披露
财报，在没有量产的情况下，FF的财报能否
符合投资人的期待还有待观察，毕竟按照
FF的计划，FF91的量产要等到明年7月才
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