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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5日讯 宁夏
枸杞、盐池滩羊肉、六盘山亚
麻籽油等优质特色农产品再
也不用费尽周折找代购，长
沙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轻松购
买。12月24日，宁夏吴忠优质
特色产品展示展销中心落户
长沙渔人码头。

展销中心面积为1600平
方米， 主要有宁夏本土及吴
忠市的葡萄酒、优质农产品、
粮油制品、清真牛羊肉、速冻
食品等特色产品， 目前已经
入驻30多家企业的产品8大
类100多种，不少特色品种是
首次进驻长沙。 展销的产品

是经过当地政府甄选、 规模企
业生产的当地特色产品。 展销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吴忠市
是中国滩羊之乡， 中心展销的
滩羊在当地宰杀后空运至长
沙，不仅新鲜安全，而且价格也
很实惠，“比在我们当地买价格
高不了多少。”

宁夏吴忠市商务局行政审
批科科长马宏明介绍， 优质特
色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是吴忠市
抢抓“一带一路”倡议机遇，实
施“挺进大中城市”战略的主要
渠道之一。目前，吴忠市已在全
国布局了35个优质特色产品展
示展销中心。 ■记者 陈月红

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桂梅表示，根据我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绝味鸭脖”通过天猫旗舰店发
布的广告内容及之后在其官方
微信公众号上推出题为《我不
搞预售，我就是玉兽》的广告，
采用女性露骨性暗示言语低俗
营销的行为， 即通过大众传播
媒介等方式贬低妇女人格以吸
引公众关注度，“绝味鸭脖”的
行为已然构成对妇女人格尊严
的侮辱及侵害。

本报 12月 25日讯 昨
天， 阿里巴巴旗下便利店品
牌天猫小店首次落子长沙，
在湖南开出了第一家店。不
同于传统的便利店， 天猫小
店更注重线上线下结合，增
加了淘宝货架， 一些淘宝电

商零食比如百草味等也可以在
便利店买到。同时，借助进货、
收银的智能化管理系统所产生
的大数据，畅销货品、滞销货品
等会一目了然， 便利店的进货
结构将得到优化。

■记者 潘显璇

连日来，彭水摩围山气温
持续走低，山腰到山顶形成了
漂亮的雾凇美景，让人仿佛进
入了白色的童话世界。

在摩围山海拔1600米高
的豹头崖景点， 仪态万千的
雾凇奇观犹如柳树结银花，
松树绽银菊， 把人们带进如
诗如画的仙境。 树枝垂下形
成的“树凇”，枯草直立形成
的“剑凇”，果实包裹形成的
“果凇”， 形态各异， 晶莹剔
透。景区内的大树、峰峦等景
观更呈现出另一番不同的景
象，在漫山云雾萦绕下，犹如
仙境一般美丽。 偶尔吹来一

阵山雾， 雪白的世界又变得朦
朦胧胧。

摩围山景区工作人员曾书
洪说， 这两天是摩围山雾凇最
漂亮的时候， 前来观赏的游客
也特别多 。据了解，雾凇非冰
非雪， 而是由于雾中无数零摄
氏度以下而尚未凝华的水蒸气
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积聚
冻粘的结果， 表现为白色不透
明的粒状结构沉积物。 雾凇形
成需要气温很低， 而且水汽又
很充分， 同时能具备这两个形
成雾凇的极重要而又相互矛盾
的自然条件更是难得。

经济信息

绝味食品“悔过”低俗营销遭网友炮轰
公司回应：网上舆论“我们也没办法” 被罚60万元，产品质量多次上黑榜

低俗营销再发酵

“我们已经按照监管部门
要求和法律程序做了回应与整
改，至于网友的看法，因为每个
人的判断不一样， 网上舆论声
音也无法控制。”针对网友的持
续质疑，董秘彭钢毅如是表示。

一份落款日期为12月22
日， 署名为绝味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的《致歉信》显示，该公司
已免去长沙绝味食品营销有限
公司负责人职务， 并对营销公
司电商团队进行批评和扣发季
度奖金等处分。不过，记者也同
时注意到， 因这份道歉信并未
加盖公司公章， 也被不少网友
质疑“不够诚恳”。

11月1日， 天猫认证为长
沙绝味食品营销有限公司的
旗舰店发布“双11” 主题海
报，一名女子着短裤，躺在床
上戴镣铐，并配发文字：鲜嫩
多汁， 想要吗？ 该广告一出，
立刻引起消费者质疑，称其不
尊重女性。

11月2日，绝味天猫店客服
表示， 海报为新手运营人员失
误上传， 并申明绝味从来都是
一个尊重女性的企业。

然而，就在第二天，也就是
11月3日，长沙绝味食品的微信
公众号上发布以大卫雕像隐私
处打上马赛克为背景的图片，
并配发低俗广告文字， 又刷新
了公众的底线。

产品质量已多次被曝光

12月25日， 记者在同花顺
旗下社区“i问董秘”上看到，一
名网友于11月22日提问， 绝味
鸭脖“性暗示”广告或涉违法，
专家呼吁加强执法是怎么回
事？而在更早的11月1日，也有
网友先后两次就长沙绝味食品

营销有限公司投放低俗广告在
长沙市工商局咨询投诉频道进
行投诉并附媒体截图。

今年3月，绝味食品正式上
市，开盘当日报23.17元，以公
司41000万股总股本计算，总
市值达到95亿元。作为“鸭子”
概念的第三股， 该公司的发展
之路却并不算平顺， 尤其在广
告营销推广上， 更是屡次遭到
诟病。

据公开报道统计显示，
2011年， 广东深圳市场监督管
理局就曾在官网上公布了鸭脖
等熟食的抽样检验结果， 绝味
食品数家门店销售的鸭脖被检
出大肠菌群和菌落总数超标，
个别门店的绝味鸭脖大肠菌群
超出标准160倍；2013年4月24
日， 广州市工商局网站公布的
2013年第一季度流通环节糕
点、 散装熟食食品抽样检验情
况显示， 绝味食品全资子公司
湛江阿翔食品厂（现更名为湛
江阿翔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
绝味鸭脖、五香鸭脖、麻辣鸭头
等三种产品均因菌落总数超标
而受检不合格。

此后，在央视财经频道《是
真的吗》栏目报道，江苏卫视公
共频道等节目的抽样检测中，
相关食品均显示受检指数超
标；而南昌电视台三套《江西政
法》则在2015年10月的连续两期
节目中曝光了绝味鸭脖南昌门
店和生产基地江西阿南食品有
限公司（绝味食品全资子公司）肮
脏不堪、鸭脚掉在地上仍售卖、菜
碟放在坐便器上冲洗等现象。

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朱丹
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直言，
60万元的罚款对于上市公司来
说是件小事， 但对绝味鸭脖品
牌和消费者造成的影响更为重
要， 并且此次事件造成的社会
影响更大于经济处罚。

■记者 朱蓉 见习记者 陈柯妤

12月22日晚间，绝味食品发布公告称，旗下全资子
公司长沙绝味食品营销有限公司收到长沙市工商局出具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双11”的低俗营销而被罚60万
元。同日，长沙绝味食品公布《致歉信》，称已将相关责任
人进行处罚。

不过，对于此次绝味食品的“悔过”，不少网友纷纷表
示“不够诚恳”，“是恶意的二次营销”，更有人表示，“再也
不吃绝味。”对此，绝味食品董事会秘书彭钢毅在接受三
湘都市报采访时表示，“网上舆论声音无法控制， 作为一
个企业，我们已经努力做了能做的，其他的也无法控制。”

绝味食品旗下的各种熟食产
品均在市场上取得不俗的销售成
绩， 而该公司门店也因此快速扩
张，并如愿走上了IPO资本之路。

不过， 随着该公司产品质
量被频繁曝光， 从相关指标不
合格到店铺卫生情况遭到质
疑，再到此次低俗营销而受到政
府主管部门的处罚，绝味食品的
一贯应对方式均为“道歉”。

一纸寥寥数百字的道歉信
就能换回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
吗？ 一个公司面对过错是否诚
恳， 更多的恐怕还是要看接下
来的整改措施是否到位， 是否
有“一错再错”。

让人失望的是， 在低俗营销
屡犯不改，终被罚款60万后，绝味
食品似乎并没有进一步整改动作，
而是认为“已经做了企业该做的”。

这种以“道歉应万变”的方
式，真能为消费者接受吗？所有
的不合格、不卫生，所有的不尊
重，都不能总以“道歉”划上句
号。敬告某些企业，别逼着消费
者用脚投票！ ■记者 朱蓉

别逼着消费者
用脚投票

展销中心落户河西渔人码头
长沙市民家门口就能买到宁夏特产

摩围山雾凇美景

连线 淘宝系零食“入侵”便利店

美美的小伙子：罚得好，拿这种低俗的东西打广告、博人
眼球真的是很恶心了。

用户5208319206：低级趣味，抵制。
失恋先生的信箱：为了宣传，毫无下限啊。
silkinsummer：从此不再买。
桃女：就应该要这么罚，现在这些恶性竞争，把市场弄得

乱七八糟的，什么噱头都拿出来作为所谓的创意，罚得好。
酱肉包子Blair：很恶俗，黔驴技穷了。
水桥明日：绝味怕不是失了志……这宣传图是疯了吧。
Yeeeeel：消费女性太低俗了。

已构成
对妇女人格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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