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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最近流行吃什么？这个问题不用问别人，只要看看朋友圈里的微商正在卖什么就知道了。春节前后，各种
手作糕点刷爆朋友圈；元宵节临近，大批“私家”汤圆闪亮登场；清明节将至，朋友圈变成了手工麻糍的展示
台；端午节到了，各种“妈妈味道”的粽子又开始同场比拼……

网络自制食品，早已成了网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纯天然”“无添加”“手工制作”的标签下，很多买家
对网络自制食品的安全深信不疑，毕竟是在直播中亲眼看着各位美食大咖做出来的，怎么会有问题呢？

网络自制食品究竟有没有问题？是被人推崇的好东西，还是“三无产品”？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在“纯天然”“无添加”“手工制作”的标签下，很多买家对网络自制食品的安全深信不疑

网络自制食品，个中门道知多少？

王小姐是一位白领，平时所
发的朋友圈内容大多与工作有
关。然而每到卖蜂蜜的季节，她就
隔三差五地在朋友圈里发些自产蜂
蜜的广告。“这是我爷爷家自产的
蜂蜜，新鲜得很，放冰箱里一般不
会坏。”当被记者问及蜂蜜的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时，王小姐如是作
答。

“油焖笋开始预订，土灶烤
制，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一瓶 20
元，三瓶起江浙沪包邮。”春笋大
量上市的季节，宁波人最热衷的
下饭菜——油焖笋也加入了网络
自制产品大军。许多鲜笋被农户
加工成瓶装笋，在电商平台或微
信朋友圈里销售。这些油焖笋大
多来自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
小型家庭作坊。

在奉化，一户山农一天就可
以生产近千瓶油焖笋，有的作坊
甚至半个月就能加工 30 多万瓶。
而这些罐头上除了“奉化特产”
四个字，没有其他字样。

除了朋友圈之外，电商平台
上也能找到各种自制食品。笔者
随机挑选了一家专门销售海鲜
加工食品的名为“象山××水
产品”的淘宝店铺。淘宝页面
上显示，该店铺已通过淘宝食
品特种经营认证和个体工商户
认证，营业执照也已公示。但
是点击销量最高的产品“红膏

呛蟹”，记者发现该店所售卖的
“红膏呛蟹”仅用一个透明塑料
桶包装。

卖 家 称 ， 他 家 的 “ 红 膏 呛
蟹”均为先下单后腌制，每天上
午手工腌制，下午直接发货，保
质期在 3 个月左右，绝不添加任
何防腐剂。

这 些 网 络 自 制 食 品 销 量 如
何？在蜂蜜上市的季节，王小姐
一天就能卖掉几十瓶；旺季时，
专卖油焖笋的微商周女士一天的
销售额能够超过 1 万元。4 月底，
中国青年报专门对 2028名受访者
进行了网络自制食品调查，78.6%
的受访者表示买过网络自制食
品，其中 55.4%的受访者坦言自
己不做饭，非常依赖网络自制食
品。

记者发现，维系网络自制食
品买卖的主要是卖家自律和买家
信任这两条纽带。大学生小李是
一名资深吃货，同时也是网络自
制食品的狂热粉丝。打开他的朋
友圈，销售网络自制食品的微商
占了很大一部分，销售的品类从
蛋糕、干果到海鲜、水果，应有
尽有。小李说，他很信任这些卖
家，虽然他们出售的自制食品大
多没有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
批号、厂家等相关信息，但目前
他还没有发现有什么食品安全问
题。

一天卖掉上万元油焖笋
网络自制食品大行其道

近期，慈溪市市场监管局接
到一起投诉，消费者称其在微信
上购买的芒果干属于“三无产
品”。执法人员根据相关线索，在
桥头镇某小区找到该芒果干分装
点，现场发现 37 袋大包装话梅、
4 袋大包装芒果干等物品，同时
发现当事人自行分装的话梅、杏
肉脯、情人梅、芒果干等，外包
装上均无任何产品信息。

据调查，当事人在自家餐桌

上对采购的大包装蜜饯进行分
装，再通过线上平台销售。执法
人员要求其出示 《食品生产许可
证》 或相关登记证，当事人表示
并没有办理。执法人员当场没收
了其违规销售的食品，并对其处
以1.1万元的罚款。

“‘纯绿色食品’‘农家自
制’‘无添加’……大多是卖家使
用的诱人的营销词汇而已。事实
上，这些自制食品可能存在很多

线上线下同一个标准
保证食品安全是铁律

的安全隐患，且大多是‘三无产
品’。”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说。

据了解，绿色食品的标识是
需要专门的认证机构认证的，小
店铺里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

“绿色食品”。“无添加”同样也只
是一种营销噱头，合理合规地使
用食品添加剂，不仅不会对健康
产生危害，还能保证食品品质。
反而是一些小作坊因生产条件、
消毒设施较为简陋，生产工艺不
符合标准，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
题。以自制腌菜为例，如果腌菜
的原料清洗不彻底、腌制时间不
够长，一种强毒性和强致癌物质
——亚硝酸盐就容易超标。

除生产环节外，自制食品的
包装技术、杀菌设备较为简陋，
自制食品容易变质、不易运输的
问题一直存在。

这些网络自制食品一直就这

么“大行其道”吗？早在 2016年
10月1日，《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查处办法》 就已开始实施。根
据规定，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应
当依法取得许可，按照许可的类
别范围销售食品，按照许可的经
营项目范围从事食品经营。

这意味着，网络自制食品与
线下销售的自制食品或食品生产
企业销售的食品，在食品安全质
量标准和监管要求上并没有区
别。通过电商平台、微信朋友圈
销售网络自制食品，生产者、经
营者必须取得食品生产许可或食
品经营许可。

同时，我国食品安全法也明
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
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
全。生产者、经营者并不能因为
是生产或销售网络自制食品，就
降低标准甚至脱离监管。

“正规食品生产厂家有《食品
生产许可证》 等相关证件，一般
会配置出厂检验设备，部分电商
则不然。”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说，缺少证件，又在没有检验
的情况下自制并销售食品，卫生
状况如何、原材料是否新鲜、制
作人员是否有健康证等，很难明
确，极易出现“三无产品”。

但是网络自制食品就等同于
“三无产品”吗？其实也不尽然。
按照规定，入网的食品生产经营
者，应依法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证，不得超范围经营。但在网
上经营食品也有两种情况无需取
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一种是仅从
事食用农产品销售，另一种是已
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
在网上销售其生产的食品。在我
省，取得浙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食品小作坊） 的食品生产者经营
者，也能从事网络生产经营销售
活动。

去年，记者曾随市市场监管
局检查人员探访过一家小型面点
生产作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若要进入生产加工区，所有参观
人员必须穿好白大褂，戴上帽子
和口罩，进行初步消毒之后才能
进入。加工区内，一台台制面设
备被擦得锃亮。该作坊专门从事
面点生产，并通过自己的网店及
微信渠道进行销售，尤其是一款
彩色面条，是该作坊卖得最好的
产品。

“别看我们的面点五彩斑斓，
这些颜色是从新鲜的蔬菜水果中
提取的。”该作坊负责人徐益维介
绍，这不仅能吸引买家的注意
力，还能提高面点的营养价值。

“宝宝很喜欢”“不止一次购买
了”“面很筋道”，这家的面点在
朋友圈和电商平台上同样好评如
潮。

前几日，记者又联系了徐益
维，发现他已注册了慈溪麻姆食
品有限公司，并通过了SC （食品
生产许可） 审核。

同样是小作坊出身，慈溪市
旺香食品今年也通过了 SC 审核，
正式转型为食品生产企业——慈
溪市买买提食品厂，今年 1 至 5
月，已完成 1000 多万元的销售
额。不同于麻姆食品的机械化制
作，这家企业的食品均是由工人
们手工制作而成。“我们主要制作
的是老宁波的传统美食，包括土
鸡蛋蛋卷、海苔麻花等。”企业负
责人戴亚洲介绍，他们不仅在食
品原料、生产工艺以及工人的健
康上下了很大功夫，还专门配备
了出厂检验室，以保证每一批次
产品的食品安全。

在保证我市网络自制食品安
全方面，市市场监管部门也下了
很大的功夫。以慈溪市为例，该
市 95%以上的网络自制食品来自
小作坊，自去年5月1日小作坊登
记制度实施以来，慈溪市就对辖
区内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基本
信息进行了梳理，同时规范了登
记管理工作程序、强化了事中事
后监管，对辖区内的小作坊做到
抽样全覆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小作坊的食品安全风险。

那么，消费者要如何选择网
络自制食品呢？市消保委提醒，
消费者应尽量选择正规网购平
台，选购前可核实卖家是否拥有
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
证，核实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
期、生产厂家等关键信息，避免
落入“三无产品”的陷阱当中。
此外，自制食品一般保质期较
短，对物流的要求较高，因此网
购时最好选择同城交易，或选择
能做到冷链运输的卖家，避免运
输时间过长造成污染。

选择正规网购平台
同城交易确保新鲜

今年 4 月底，中国青年报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 、 对
2028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78.6%的受访者买过网络
自制食品，75.3%的受访者担心
网络自制食品安全，68.5%的受
访者建议网络平台对售卖自制
食品者加强审核和监管，60.9%
的受访者建议加强网络自制食
品的生产许可和备案登记制度
建设。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
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网

络上的自制食品，有一些是没有
食品流通许可证的。虽然目前针
对售卖网络自制食品的第三方平台
已经有相应的监管，但是一些封闭
性的网络社交平台监管难度大。在
社交平台购买了没有生产日期、保
质期，也没有配料说明、生产厂家
的食品，出现问题，确实维权困
难。

朱毅认为，对网络销售自制
食品这种新业态不能完全禁止，
而需要进行规范管理。

（孙佳丽 整理）

75.3%的受访者
担心网络自制食品安全

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美食
达人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而是通过
网络和微信出售自己的得意之作。

不少出售网络自制食品的商
家常将“纯天然”“无添加”“手工制
作”作为卖点，迎合了消费者追求

“绿色健康”生活的心理需求。
但是，这些网络自制食品，

大多出自家庭厨房或小作坊，生
产条件较为简陋，难以达到卫
生、环保部门的许可标准。一些
商家也承认，他们在加工过程
中，没有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的相
关检测，保质期也是根据经验自
行判断的。因此，这类网络自制
食品变质、腐败的概率较大。

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均标有

加工日期、检验合格证、生产编
码、出厂日期等，一旦出现质量
问题，即可根据相关信息进行追
溯。可是，许多网络自制食品往
往是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
证、无生产厂名称的“三无”产
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
将遭遇取证难、检测难、责任认
定难等诸多问题。

网络自制食品销售作为一种
新业态，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作
为网络平台，应该加强这方面的
监管。而消费者在购买网络自制
食品时，也应睁大眼睛，尽量选
择正规网购平台，以免因为食
品安全问题而给自己和家人的
身体造成伤害。 （王芳）

网络自制食品 安全当受重视

在朋友圈刷屏的网络自制食品。 （孙佳丽 摄）

图 示

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正在对小作坊进行日常检查。
（王哲成 孙佳丽 摄）

一家从事网络销售的食品生产企业，其加工区干净敞亮。
（孙佳丽 摄）

本报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俞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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