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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公眾關注的廣東省佛山市高明區威極
調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威極公司」 ）
涉嫌非法使用工業鹽水加工醬油案件獲得重大
突破。佛山市今天公布，威極公司涉案工業鹽
遠非之前企業承認的3噸，而是760噸；而威
極所產醬油及半成品已流入珠三角七家企業，
案件影響面進一步擴大。

【本報記者黃裕勇、王悅十二日電】

中美聯手偵破槍支走私案

特稿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二日電】日前，一艘在香港裝
運的大型集裝箱船涉嫌走私 1800 噸凍肉入境，在深圳海域
遭截獲，5名涉案人員被拘捕，初估案值約6000萬元。據悉
，該案是深圳海關建關以來查獲的最大宗凍品走私案。

經查，涉案船為大型鐵質集裝箱船，噸位約 1000 餘噸
，裝有60個貨櫃，船員18人，在香港裝運該批凍品，名義
航向以境外為目的地，實則伺機將凍品走私入境至廣東潮州
地區。貨櫃內裝有主要產地為美國、巴西、澳洲、新西蘭等
國家的牛肉、雞翅、豬肚等 10 個品名的凍品 1807.9 噸，初
估案值約6000萬元，涉偷逃稅約1200萬元。

據了解，此次查獲的走私凍品大批都是來自美國。近年
來，由於美國原產的白羽肉雞產品存在補貼和傾銷現象，對
中國國內的肉雞產業損害和衝擊，為此中國實施臨時反傾銷
、反補貼措施，稅率高達54.3%至138.6%不等。進口美國凍
雞產品亦因此成本劇增，境內外差價進一步加大。

高明威極公司涉嫌採購工業用液態鹽
生產調味品案情已基本明朗，然而案件仍
有許多令人憂心的疑問未有答案。

首先是工業液態鹽銷售商何某的販賣
行為仍然未明晰，佛山市質監局僅公布經
何某銷售往威極公司的工業液態鹽為760
噸，但何某的銷售對象是否僅威極公司一
家，還是另有買家？佛山調查人員沒有給
出答案。

此外，由於威極公司用760噸工業液
態鹽製造的半成品醬油的絕大部分銷往珠
三角七家食品生產企業，這七家企業的不
安全產品到底有多大的數量？其銷售情況
仍然是未知數。

另外，央視每周質量報告曾曝光涉嫌
用工業鹽生產的調味品已進入珠三角部分
高檔餐廳，佛山市 「三打」辦負責人也沒
有具體公布問題產品的最終流向。

更為蹊蹺的是工業用液態鹽檢測標準
的問題。威極公司的廠長陳裕華曾稱，為
試驗工業用液態鹽，3月20日後開始用非
食用鹽為原料，以 1 比 10 的比例勾兌鹽
水製作草菇老抽，為了保證使用了非食用
鹽的醬油安全性，曾將勾兌好的鹽水送到

佛山市質監部門檢測，檢驗結果沒有顯示
不合格，陳裕華根據質監局提供的成分表
進行自檢，包括分別對鹽水中的鉛、鋅、
氟等元素進行有針對性的檢驗，最後判斷
「沒有超標」，於是開工生產。

在威極公司被查處初期，高明區質監
部門也對涉嫌工業鹽水予以抽樣並送交廣
東省鹽業產品權威檢驗機構檢測，檢驗結
果僅顯示氯化納含量不達標，並不能判定
為 「工業用井礦滷水」，而高明區質監局
對威極公司的涉案成品送佛山市質計中心
檢測，顯示該批產品也未發現問題。

對於此情況，佛山市質監局局長梁志
光認為，檢測過關並不能證明威極公司使
用工業鹽加工食用醬油就沒有危害，只是
我們的檢測手段和檢測標準仍無法有效區
分工業鹽與食用鹽，就像地溝油與食用油
仍難以在檢測環節加以有效區分，所以對
工業鹽用於食品生產的打擊，與地溝油一
樣，仍需借助生產環節進行查處。相關質
監人員也表示，按國家規定，只要在食品
生產中使用非食品原料，就已構成違法行
為。

【本報佛山十二日電】

威極公司案件自從 5 月 22 日由廣東省 「三打」第二督
查組及佛山市 「三打」辦聯合首次通報以來，一直撲朔迷離
，直到今天才算基本曝光，威極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被深挖出
來。佛山市偵辦小組的公安部門負責人今天正式公布，威極
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香港人關某，威極公司購買原材料由關
某操作。目前公安部門正全力追捕關某歸案。

工業鹽水來自三水鹽礦公司
執法部門查明，從去年 12 月到今年 3 月份，威極公司

一共使用了760多噸工業鹽水，共生產了1300多噸醬油半成
品天然油。而760噸工業鹽水來源亦有了明確的答案，這些
鹽水全部來自佛山市三水區鹽礦聯合開發公司。根據公安
、質檢等部門立案調查，三水鹽礦的工業鹽水經兩名經銷
商的倒賣進入威極公司，目前這兩人已經被公安部門刑事
拘留。

據悉，威極公司購進的這760噸工業鹽水除了用來加工
成 「威頂」、 「鳳彩橋」等自有品牌的醬油，還將部分半成
品賣給了開平和東莞兩地的兩家調味品企業，經過這兩家企
業的再次加工，已經有成品調味品流入珠三角地區，廣東省
質檢部門正在密切追查這些問題產品。

佛山市質監局局長梁志光明確透露了涉案的七家下游食
品企業名單：佛山市敦美味食品公司、開平市農家肥料常用
調味有限公司、開平市長沙區億華達調味廠、珠海市寶門食
品企業有限公司、珠海市康富來調味食品有限公司、東莞市
祥興隆食品有限公司、中山市萬人迷食品有限公司。

梁志光稱，11.94噸半成品醬油已流入佛山市敦美味食
品公司，當局已在該公司查扣3212箱問題蠔油、3噸酶解油
，20噸酸水解蛋白調味液和21.8立方米釀造豆油。

另外，查辦人員初步查明，威極公司用工業液態鹽生產
瓶裝醬油90箱，其中25箱被查扣，65箱已被一陽江市銷售
商採購，目前陽江已展開追查。

東莞責令收回售出產品
在東莞方面，記者今天從東莞市質量技術監督局獲悉，

涉嫌使用威極公司問題原料製造醬油的東莞祥興隆食品有限
公司生產的208.6噸醬油已全部銷售。目前該局已責令該公
司收回售出產品。

根據東莞質監局通報，祥興隆在今年 2011 年 8 月至
2012年3月期間，曾向威極公司購入4批次共100.58噸的原
油頭油，並生產出了208.6噸成品醬油。該局日前已責令該
公司停止使用涉嫌問題原料，並對剩餘的頭油及存放於該公
司成品倉中的163桶 「曬製醬油」、199桶 「金標老抽」予
以封存。但對上述兩款成品醬油的樣品檢測尚在進行中，結
果未知。

東莞質監局相關負責人今天向記者表示，由於牽涉的部
門較多、涉嫌問題產品的數量較大，該局尚未能統計出醬油
的具體流向。

此外，該局日前對包括祥興隆在內的東莞13家醬油生
產企業進行抽樣檢測，未得出結果，因此暫不確定祥興隆售
出產品是否係 「毒醬油」。

另據央視10日播出的《每周質量報告》稱，威極公司
部分產品流入到深圳、廣州、北京等地的一些知名餐飲單位
，但報道中未提及相關 「知名餐飲單位」的具體名稱。

【本報記者李理、實習記者崔夢北京十
二日電】繼去年中美聯手摧毀全球最大中文
淫穢色情網站聯盟後，雙方近日又聯手成功
破獲一起特大跨國走私武器彈藥案。其中，
在中國抓獲犯罪嫌疑人 23 名，繳獲各類槍
支 93 支、子彈 5 萬餘發及大量槍支配件。
在美國抓獲包括一名美國國民警衛隊參謀軍
士在內的犯罪嫌疑人3名，繳獲各類槍支12
支。美國駐華使館在此間披露案件細節稱，
中美執法雙方配合無間，美方更前所未有的
獲准接觸中方對案件的調查信息。

據公安部透露，去年 8 月 25 日，上海
浦東國際機場海關在對美國紐約發往浙江台
州，申報品名為擴音器音箱的快件進行查驗
時，發現藏有手槍9支，槍支配件9件，長
槍部件7件。此後，公安部將該案列為掛牌
督辦案件，並與海關總署聯合開展偵破指揮
工作。

經過偵查，專案組於案發次日在浙江台

州 UPS 取件處將犯罪嫌疑人王挺抓獲。據
悉，王挺在境外網站上結識旅美的林志富，
進而成為其走私境外武器、彈藥入境的中間
人。林志富通過互聯網組建了一個走私、販
賣、私藏槍支彈藥的群體，借此在國內尋找
槍支彈藥買家，並通過美國 UPS 聯邦速遞
公司將槍支彈藥從紐約快遞給多名類似王挺
的中間人，再通過中間人發送給國內買家。

美國民警衛隊參謀軍士涉案
針對涉案槍支主要來源於美國，公安部

通報美方並商請美方徹查槍源。美方執法部
門對此高度重視，於今年1月派出移民海關
執法局國土安全調查組赴上海與中國警方會
晤，共同商議聯合執法事宜。隨後，美方查
獲了在美國非法從事槍支販賣活動的林志富
和李力連。5月20日，美方又在北卡羅來納
州逮捕了該案主犯約瑟夫．蒂波塞，據悉，
該犯為美國國民警衛隊參謀軍士。

網上買賣 UPS快遞
深圳查獲最大凍品走私案

香港裝運 貨值6000萬

粵質監局全力追查銷售去向粵質監局全力追查銷售去向

威極案的未解疑團
本報記者 黃裕勇

一、中毒死亡
工業鹽水中含有一種名叫亞硝酸鈉的物質，

其毒性非常強，一般一次食用三克就可導致人體
死亡。另外工業鹽水製醬油還會引發人體頭暈頭
痛乏力等症狀。

二、血液缺氧
人體中血紅蛋白所含的鐵是亞鐵，它能跟氧

結合，隨血液循環將氧輸送到身體各部。當含有
亞硝酸鈉工業鹽水製造的醬油進入人體，會在血
液中發生化學反應，使血紅蛋白轉變為高鐵血紅
蛋白，而高鐵血紅蛋白不能攜帶氧，從而造成人
體缺氧中毒。

三、致癌
工業鹽水中含有亞硝酸鈉不僅具有毒性，而

且還具有極強的致癌物質，如果長期食用，不但
危害人體健康，而且還會誘發各種器官的腫瘤，
尤其是食管癌和肺癌。

（黃仰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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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深港人返港打醬油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二日電】內地食品安全

頻爆醜聞，有居深港人表示，近年來對內地食品信心
不足，返港 「打醬油」已成生活習慣。

「現在在內地打醬油，也是 『步步驚心』啊。」
在香港一家建築公司上班的港人李振，家住深圳福田
皇崗村一帶。他告訴記者，自從 「地溝油」事件後，
在外就餐明顯減少。李振還表示，由於對內地食品心
存擔憂，自己經常會在香港選購日常用品和食品帶回
內地，當中包括一些做飯菜用的醬料和作料。

穗市民改買老字號醬油
【本報記者王悅廣州十二日電】記者今天走訪廣

州多個市場和超市發現，醬油的銷售並未受較大影響
，但市民在選購醬油時會更注意品牌和產地，不少市
民就改買信譽較好的 「老字號」品牌。

在廣州越秀區的一家華潤超市，今年 64 歲的何
伯告訴記者，以前他都在屋企附近的市場買醬油，自
從得知佛山毒醬油的新聞，就決定在超市買醬油。
「以前會挑便宜的，現在只敢買名牌的，有保障嘛。

」何伯說。
該超市售貨員亦向記者表示，這幾天一些廣東省

「老字號」的醬油賣得比較好，來選購的市民則經常
詢問醬油產地，還有市民專門要找進口的醬油。

市民反應

▲中美聯手破獲走私武器彈藥案，美方前所未有獲准接觸中方對案
件的調查信息 互聯網

▲佛山市 「三打」 辦公布威極公司涉嫌使用工業原料生產食用醬油案件進展情況
。 「三打」 是指打擊欺行霸市、打擊製假售假、打擊商業賄賂 黃裕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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