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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过期肉”丑闻骇人听闻
新华社电 近日曝出巴西肉制品企业
涉嫌向国内外出售“黑心肉”的丑闻引发国
际社会关注，自巴西警方证实国内两大肉
类加工企业涉嫌出售劣质肉制品并买通政
府监管人员后，这桩欺诈、行贿案不断发
酵。巴西食品公司（BRF）的一名高管 18 日
向警方投案。巴西总统米歇尔·特梅尔 19
日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并会见外国使节，力
求把丑闻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地价门
地价门”
”致安倍支持率大降

骇人听闻
添加化学物质、粉碎的纸板
巴西警方 18 日扣押了巴西食品公司
分管政府关系的高管罗内·诺盖拉。诺盖
拉当天从南非回国后便向警方投案。警方
怀疑诺盖拉与他人讨论过该如何行贿卫生
部门官员，而其中一名受贿者曾帮助这家
企业设于戈亚斯州的工厂免遭停业。
警方 17 日 证 实 ，经 过 大 约 两 年 的 侦
查，已经确认多家企业售卖过期变质肉类
食品，并就此开展进一步大规模调查。正
在接受调查的 21 家企业中包括巴西食品
公司、JBS 等大型跨国企业。据查，这些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给过期变质的肉添加化
学 物 质 ，用 以 掩 盖 其 不 良 气 味 和 改 善 色
泽，给牛肉注水以增加重量，在鸡肉里掺
杂 粉 碎 后 的 纸 板 ，在 香 肠 里 加 入 猪 头 肉
等。这些产品除了在巴西本国市场销售
外，也有部分流向其他国家。至少一名企
业高管反映，他们曾将烂肉与合格肉混合
后出售。
买通监管
对肉制品文件造假
警方说，涉案肉企通过行贿可以直接
对巴西农业部产生影响，包括指派特定的
监督员赴其厂房进行巡查，而这些监督员
则无论肉品好坏都会签发卫生许可。警方
掌握的证据显示，涉案肉制品企业员工买
通政府监管人员，对提供给欧洲等市场的
肉制品文件进行造假。更有胆大的政府监
管人员放任肉企员工进入政府办公区、利
用政府电脑自行签发出口许可证。在对数
十名肉企员工签发逮捕令的同时，法官达
席尔瓦说，巴西农业部“如今被一批人劫
持 ，屡次背离其服务社会的职责”
。
形象受损
27 人遭缉捕 33 名官员被撤
根据巴西农业部的说法，27 人正遭警
方缉捕，另有 33 名政府官员被撤职。调查
显示，多地的农业部门官员因收受贿赂而
未对变质肉产品进行有效检查便发放销售
许可证。另外，涉案的一处巴西食品公司
鸡肉加工厂和 2 处 Peccin 公司肉类加工厂
已被勒令关停。
巴西是世界最大的肉制品生产国之
一。此次肉企所涉欺诈、腐败案也影响到
该国肉制品在国际市场的形象。按巴西警
方的说法，一些过期肉制品已经出口至欧
洲，另有 4 个集装箱的巴西食品公司所产
含有沙门氏菌的不合格肉于 2016 年被意大
利相关机构拦下，没有进入市场。
欧盟驻巴西大使若昂·戈梅斯·克拉维
尼奥 18 日说，欧盟已经要求巴西政府官员
提供这一案件的更多信息，并要求对方说
明这是系统性问题还是个别情况。巴西总

统特梅尔 19 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这
桩丑闻的对策。
巴西农业部长布莱罗·马吉说，他于 20
日会见欧洲国家的大使及肉制品行业代
表。农业部高官欧马尔·诺瓦其说，现在所
发现的肉企不当行为只是“个别现象”，涉
案企业也只是少数。巴西的食品监管和认
证系统“依然健全”。
2014 年开始，巴西开始大规模反腐调
查。2014 年 3 月，媒体披露巴西石油公司
高管层集体腐败，利用外包工程虚抬报价
收受贿赂，随后发现有政界人士向巴油推
荐承包商并从中收取好处费。
全力公关
特梅尔安抚进口方
涉案企业中包括巴西食品公司和 JBS
公司这两大行业龙头企业。问题产品除在
巴西本国市场销售外，也有部分流向其他
国家。
法新社 19 日援引巴西政府官方数据
报道，巴西向大约 150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
肉制品。2016 年共计出口价值 59 亿美元
禽类制品和 43 亿美元牛肉制品。
巴西肉企的欺诈丑闻引发其进口方担
忧，欧盟、中国的有关机构已经要求巴西方
面提供更多信息。
巴西斯科特咨询公司分管畜牧业的分
析师亚历克斯·席尔瓦说：
“在这一领域，我
们从未见过这般规模的丑闻……骇人听
闻。这将玷污巴西这一领域历经数年塑造
的形象。”欺诈、行贿丑闻曝光后，巴西食品
公司和 JBS 公司和股价均出现“跳水”。但
这两家企业均宣称没有参与违规行为。18
日，JBS 公司向巴西全国 27 家媒体投放广
告，
以证清白，
包括报纸、广播和电视。
特梅尔 19 日会见了外国使节，向对方
强调“巴西政府对本国产品有信心”。不
过，他承诺农业部将尽快公布可能进口问
题肉的国家名单，同时将公布相关责任生
产商。
近年国外较大食品安全事件
■2013 年 8 月，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
然旗下工厂生产的浓缩乳清蛋白粉检测出

可能含有肉毒杆菌毒素。虽然新西兰初级
产业部不久后宣布，他们多次重新检测后
未发现其中含有肉毒杆菌，而是一般不会
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梭状芽孢杆菌，此事
依然导致以这些乳清蛋白粉为原料的婴幼
儿配方奶粉、饮料等在海外市场下架和召
回。
■2008 年至 2009 年间，美国一家花生
食品处理厂发生沙门氏菌污染，造成 9 名
消费者死亡，至少 714 人患病。这一污染事
件引发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食品召回。
2009 年，涉事企业美国花生公司永久停止
生产并申请破产保护。
■2008 年 12 月，爱尔兰政府通报说，
爱尔兰食品安全局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
被宰杀的生猪遭到二噁英污染，所含二噁
英成分是欧盟安全标准上限的 80 到 200
倍，一些猪肉可能已出口到包括美国和中
国在内的 25 个国家。
■2008 年 9 月，法国宝怡乐婴幼儿乳
品企业宣布召回一批次婴幼儿“防吐助消
化”奶粉，这一批次产品被怀疑受到沙门氏
菌污染。
■2006 年，世界著名巧克力食品企业
英国吉百利公司的清洁设备污水污染了巧
克力，致使 42 人因食用被沙门氏菌污染的
巧克力而中毒，公司紧急在欧盟和全球范
围内召回上百万块巧克力。
■1999 年，比利时维克斯特饲料公司
把被二噁英污染的饲料出售给上千家欧洲
农场和家禽饲养公司，造成欧盟生鲜肉类
和肉类深加工产品重大污染，致使包括美
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禁止从欧盟进口肉类产
品。同年，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数百
名儿童因喝了受污染的灌装可口可乐而出
现严重不适症状，四国政府下令将所有正
在销售的可口可乐下架。
■1996 年 3 月，英国政府宣布患疯牛
病的病牛肉可能导致人类新型克雅氏症，
整个英国乃至欧洲“谈牛色变”，在随后的
短短几个月中，欧盟多个国家牛肉销量下
降 70%。英国先后宰杀约 400 多万头牛，损
失高达 30 亿英镑。2001 年，疯牛病疫情在
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相继发生，
欧盟各国牛肉及其制品销售遭受重创。

“撞名”
萨达姆印度工程师求职难
新华社电 印度恰尔肯德邦一名航海 “人们害怕雇用我”。
工程师求职之路可谓坎坷，因为与伊拉
求职最初的 6 个月，侯赛因不理解为
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同名，面试被拒 何遭拒。后来，“我问了公司人事部门，
了 40 多次。
有些告诉我问题在于我的名字”。他被告
《印度斯坦时报》 19 日报道，这名 知，如果员工的名字会在瞬间引发客户
工程师的祖父大约在 25 年前给他取名萨 疑虑，对企业运营而言将是一场噩梦。
达姆·侯赛因。两人姓氏拼写略有不同。
总部设在德里的人力资源公司“团
2014 年，侯赛因以年级第二的排名 队租赁”咨询服务公司持相同看法。一
毕业于努鲁尔·伊斯兰大学。眼看着同届 名高层认为，取名“萨达姆·侯赛因”，
毕业生已经找到工作，他却因自己的名 可能会在出入境时受到仔细检查，“如果
字在应聘时屡次碰壁。侯赛因说，“因为 这个人的工作需要频繁出国，他可能会
他人的罪行，我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被卡，公司就得出面解决”，雇用这样的

人对企业而言是一种麻烦。
侯赛因选择通过合法途径更名，包
括护照、驾照在内的相关记录都应改成
新名字“赛义德”。不过，他的母校却拒
绝对学历证书进行姓名变更，要求他先
把中学学历证书改了。而印度中等教育
中央委员会对侯赛因的更名申请迟迟没
反应。无奈之下，他诉诸法律，法院将
在 5 月 5 日举行听证会。
美国 2003 年 3 月入侵伊拉克，推翻
萨 达 姆 政 权 。 萨 达 姆 同 年 12 月 被 捕 ，
2006 年 12 月被处以绞刑。

新华社电 受森友学园“地价门”丑闻拖
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
下滑。日本新闻网电视台（NNN）17 日至 19 日
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较 2 月
份下降 7.3 个百分点，跌至 47.6%，不支持率增
加 6.9 个百分点，为 32.9%。在《读卖新闻》同一
时期进行的民调中，安倍内阁支持率同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出现 2012 年 12 月安倍上台以来
最大降幅。
日本新闻网电视台民调结果显示，83.8%
的调查对象不能接受安倍政府关于森友学园
超低价购买国有土地一事的解释。森友学园
理事长笼池泰典 23 日将在国会回答议员询问，
但有 71.8%的日本民众认为，即便如此，真相也
不会水落石出。
此外，57.3%的日本民众认为，防卫大臣稻
田朋美有必要辞职，为她在森友学园问题上不
诚实的答辩和掩盖自卫队销毁南苏丹维和报
告的真实动机承担责任。
《产经新闻》20 日报道指出，随着森友学园
“地价门”问题愈演愈烈，要求 4 月解散国会众
议院、重新选举的呼声在自民党内出现。主张
提前大选的自民党议员希望借此减少对安倍
政权的伤害，同时封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与公明党合作的企图。不过，自民党干事长二
阶俊博对此态度谨慎，认为“还是再等等看为
好”
。

英国警方成立无人机队伍
新华社电 英国德文-康沃尔警局今夏将
启用无人机小组 24 小时执行任务。英国《每日
邮报》19 日援引德文-康沃尔警局局长助理史
蒂夫·巴里的话报道，无人机“快速特警队”目
前正在招聘队长。这支队伍将执行追捕嫌疑
人、寻找失踪人口、拍摄犯罪现场图片、监测反
社会行为等任务。
巴里说，无人机能够承担巡逻警察的某些
职责，
且成本低于直升机，
他认为无人机部队很
快将遍布英国全境。萨塞克斯和萨里两郡目前
也在考虑创建全天候无人机警队。英国警方先
前使用无人机执行某些任务，
如日常搜寻、
凯特
王妃访问时的护卫、寻找动物园“越狱”的猞猁
等。
无人机“特警”上任也引起某些忧虑，如不
少警察担心人工智能产品会抢走自己的饭碗。

中国进口美国龙虾创纪录
随着中国人对龙虾的喜爱与日俱增，中国
进口美国龙虾的金额和重量双双创下新纪录。
美联社 19 日数据显示，中国进口美国龙虾
的第一个高峰是在 2010 年，当年中国从美国进
口大约 740 万美元龙虾。2014 年，中国从美国
进口 9020 万美元龙虾。
2016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超过 1.08 亿美元
龙虾，刷新历史纪录。
从进口龙虾的重量看，据美联社数据，中
国进口商去年进口超过 1400 万磅（合 635 万公
斤）美国龙虾，同样刷新 2015 年进口 1310 万磅
（合 594 万公斤）美国龙虾的前高点。
位于缅因州阿伦德尔的“龙虾公司”老板
斯特凡妮·纳多说，中国人对龙虾的需求量增
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中产阶层壮大。另
外，龙虾在中国比其他一些海鲜便宜，如刺龙
虾和象拔蚌等。
纳多说：
“ 这是付得起的奢侈。我的一个
客户说，我们的龙虾是缸里最便宜的东西之
一。
”
进入 2017 年，美国龙虾销往中国并未出现
放缓迹象。据美联社数据，今年 1 月，美国向中
国出口龙虾的重量和金额分别为超过 170 万磅
（合 77 万公斤）和 1400 万美元。
其他亚洲国家对美国龙虾的兴趣同样增
加。韩国进口美国龙虾从 2010 年的不到 500
万美元，增加至去年的将近 2800 万美元。同
期，越南进口美国龙虾从 14.3 万美元增加至超
过 3100 万美元。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