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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调查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培乐

商超以外地大品牌为主
本地月饼比较少见

当前正是月饼大量上市的季
节，15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和历下区市场监管局姚家
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大
润发省博店。

进入超市，在走廊的正中央，
月饼礼盒已经排起长龙，放眼望
去，足有几十米长。随处可见的中
秋标识，让人一下就进入了节日
的氛围。五仁、豆沙、玫瑰、莲蓉、
蛋黄等各种口味的应有尽有。摆
在最前面的是爱礼月饼，标价139
元，后边的琪华月饼298元，还有
368元的。不过，记者注意到，100
元左右的礼盒还占市场的主流。
记者看到，该商场主要的品牌有
稻香村、华美、桃李、超威、盛园
祥，还有一种台湾宝岛牌的，大部
分都是外地产品。市民张女士用
婴儿车推着孩子，仔细地挑选着
月饼，“孩子小，我们想买点广式
的月饼，软度大，适合小孩子吃
的”。

在大润发历下店一楼散装月
饼区，9日记者前来探访时，发现
大部分是外地月饼，比如稻香村
以及苏式月饼，其中一种冰皮月
饼因为造型美观卖得挺好。在14
日记者再次探访时，大润发历下
店又单独设置一个柜台，摆放了
很多本地的散装月饼，比如一种
老五仁月饼400克，售价只有9 . 9
元一袋。另外，还有黑芝麻、哈密
瓜味、板栗味、莲蓉蛋黄等的散装
月饼，这些月饼包装相对简单，价
格比较便宜。

在该店的二楼礼盒月饼区，
记者只看到了益康的葡萄软月一
种礼盒，其他的基本也全是外地
的月饼，以稻香村为主。

济南市食品工业协会秘书长
李平说，她在节前也特意去了银
座地下广场查看了月饼情况，“发
现济南本地的月饼很少，基本以
外地的为主”。她介绍说，商超毕
竟还是市民购买物品的主流渠
道，她希望有更多的本地月饼能
进入商超，分享超市月饼销售的
流量。

今年月饼销售启动晚
小企业被兼并杂牌少了

针对商超里难见济南本地月
饼的现状，记者采访了大润发超
市快消品副理张博。他负责快消
品已经三年了，说起月饼是如数
家珍。

“我们这个店销售的月饼品
牌中，本地月饼不足20%的占有
量。”他也坦言，超市中大部分还
是以外地月饼为主，特别是礼盒
装的，“全国各地的都有，比如辽
宁、北京、上海、江苏等”。

针对今年的月饼市场，还有
一个和往年不同的情况，“今年的
月饼销售市场整体启动晚，特别
是团购的，问的人比较多，但是真
正购买的还是少。”但是随着中秋
的临近，他相信月饼市场的热度
会上来。

负责快消这三年，张博也有
个明显的感觉，“厂商少了，之前
做月饼的很多杂牌子，现在基本
都集中到知名的大企业了。”张博
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市
场需求的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升，购买力的提升，大家更
愿意购买知名品牌的产品。记者
在采访月饼厂商的时候，也了解

到，这些年一些大企业对一些小
月饼企业进行了整合兼并，这也
是当前月饼市场品牌集中的一个
原因。除了厂家数量的变化，还有
一种趋势就是花式口味越来越
多，“各种馅料和口味越来越多，
这也是适应市民需求多样化的结
果”。

另外，购买月饼的方式也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张博说，
网上的销售对商超的销售也有
一定冲击，“从我们自己的线
上销售就能看出，之前大约占
到销售额的3%，后来到5%，现
在已经超过1 0%”。不过，张博
认为，线上销售肯定也有瓶颈
期，到了一定的数额肯定会进
行调整。

本地知名月饼企业
销售主要靠直营和团购

济南本地月饼您知道几种？
记者在街头询问不少市民，年轻
人普遍摇头，几乎说不出任何的
品牌。在济南生活了十年，工作于
事业单位的高先生说，“每年的月
饼基本是单位发的，很少买，买也
一般是去商超，真不知道济南本
地的月饼品牌。”不过，对于老济
南来说，本地月饼他们还是有了
解的。今年50岁的老济南李令东，
是BRT12路的一名司机。他说，作
为土生土长的老济南，“对济南的
老月饼还是有些了解，我就经常
买益康的葡萄软月”。

李平说起济南本地的月饼企
业，也是如数家珍，“益康、稻香园
和金德利三家规模比较大，质量也
稳定。”她介绍说，作为本地企业的
代表，这三家的销售模式也有着自
己的特点，“他们三家都是有自己
的直营店，主要通过自己的直营店
进行销售。”李平说，往年协会都会
对本地的月饼进行评选，今年因为
疫情等原因没有进行。

记者联系了益康月饼的厂
家，该公司人力资源的一位女性
员工说，他们在市区有六七十家
直营店，其中天桥区最多，自己公
司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是进入直
营店销售。同样对于稻香园和金
德利，大家也不陌生，在街头经常
抬头就是他们的销售店。

在商超里，也能看到益康的
“葡萄软月”，在历下大润发和大
润发省博店记者都有看到。据了
解，这款月饼也是他们的拳头产
品。

15日下午，在济南市月饼及
馅料生产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推进
会上，益康月饼的韦厂长在回答
济南市市场监管局李学忠副局长
的现场提问时，称他们一天的生
产量在3万斤，而且目前的产量基
本全是“葡萄软月”。

济南月饼厂商有60多家
最高的年销几十万斤

记者从济南市市场监管局了
解到，目前济南本地有月饼及馅
料生产企业60多家，像董老大、润
盛祥、好邦等等，其中爱礼的规模
也很大，不过记者了解到，他们主
要是由广东的厂家给生产，自己
生产的比较大的企业就是益康、
稻香园、金德利等。

据稻香园公司总经理贺华军
介绍，“在济南月饼产量我们是排
在前两位的，每天两三万斤的产
量。”据其介绍，他们公司的地址
也是在天桥区，“我们往年也进商
超，今年因为疫情就没有进。”

而益康的销售经理何海波介
绍说，在老字号企业中他们是排
在第一位的，每年都会有几十万
斤的月饼产量，“葡萄软月的皮和
馅料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也是
我们卖得最好的产品。”

而金德利餐饮的副总刘伟告
诉记者，该公司经典畅销的是五
仁月饼。他介绍说，为了保证不同
年龄段消费者心中的“正宗口
味”，推出了“精品”和“新品”两
款，其原因在于中年消费者喜欢

“果仁多，口感紧实”；年轻消费者
则喜欢“口感酥软，甜度较低”。

另外，刘伟特别强调，与外地
来济的月饼一般八九十天的保质
期相比，“金德利民”月饼则注重

“以销定产”，减少食品添加剂，缩
短保质时间，为泉城消费者打造
最新鲜的产品。

商超外地月饼主打，本地货去哪了
市民钟情知名品牌，业内人士希望有更多本地产品“分蛋糕”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在花好月圆的日子里，月饼必然是家家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佳品。现在您是否
已经开始采购心仪的月饼了，您可曾注意到超市中的礼盒月饼鲜见济南本地月饼吗？作为济南人，您能
说出几种本地的月饼？看看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的月饼市场调查。

月饼生产企业做出十二项承诺
济南月饼食品生产企业

负责人1 5日做出十二项承
诺：主要包括遵守《食品安全
法》及实施条例、《食品生产
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法律责任和义务。严
格执行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制
度、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企

业质量授权人制度、建立企
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风险
评估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管理，依法按标准
组织生产，不超范围、超限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不使用
非食用物质生产加工食品。
定期对企业职工开展食品

安全规章制度和食品安全
知识教育培训，做好记录。
严格执行国家标识标签相
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按要求
标注产品名称，以及所用配
料和添加剂名称及含量，不
夸大宣传、不欺诈消费者，
做到真实准确等。

月饼

生产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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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原料除了感官验收，还要化验室检验
月饼是市民中秋必不可

少的，是团圆佳节的美好记
忆，月饼质量也将是重中之
重。如何保证济南老百姓吃
上放心月饼呢？

15日，在月饼生产企业
的落实主体责任推进会上，
对于外地出现的月饼早产等
问题，济南市市场监管局副
局长李学忠也特意强调，生
产日期要如实标注。对于月
饼市场一旦出问题，接到市
民举报，要快查快处，还要顶
格处罚。

济南市市场监管局食品
生产处处长赵勇说，月饼常
见的不合格问题，主要有四
种，第一种就是菌落总数，这
就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
程、卫生条件。第二种是霉

菌。受到霉菌污染后，会使产
品腐败变质，破坏产品的色
香味，月饼中霉菌超标的主
要原因可能是原料或者包装
材料受到霉菌污染。第三种
是酸价指标，主要反映油脂
酸败程度。月饼中，酸价超标
的原因，可能与企业与原料
采购把关不严，生产工艺不
达标，或者产品库存不当有
关，特别是存储温度较高易
导致酸价超标。第四就是防
腐剂超标，特别是几种防腐
剂同时使用的时候。

关于产品质量，月饼企
业是如何控制的呢？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也采访了
金德利餐饮的刘伟。他介绍
说，“今年的质量控制更严
格。”与往年相比，今年进一

步加大了对原材料采购的控
制。在对供应商索证索票检
测的同时，还要派专人到厂
家进行实地考察，“只要发现
有一点问题，直接淘汰，永不
与其合作。”而采购来的原材
料，首先要经过感官验收，检
验色泽、口味；其次要经过化
验室检验，以花生为例，水
分、油分是否达到质量要求，
同时检验农副产品“三证”质
检报告。在生产过程控制方
面，做到整个过程24小时无
缝监管，从原材料开始，到半
成品全程跟踪监测。最后的
成品也要检验，在完全符合
国标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关
键指标诸如霉菌、致病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等菌落的监
测，保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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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大润发超市历下店选购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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