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已至，作为深
受年轻人追捧的奶茶，
将迎来销售旺季。近
日，记者通过随机应
聘，“卧底”网红奶茶
店“奈雪的茶”，发现
其多家分店也存在
蟑 螂 乱 爬、水 果 腐
烂、抹布不洗、标签
不实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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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内容及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
对所述证券的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
本文作为投资决策的唯一标准，市场有
风险，投资需谨慎。

暑期已至，作为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奶茶，将
迎来销售旺季。

但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今年上半年对 1点
点、茶百道、7 分甜、都可（coco）、熊姬等多个品
牌奶茶店突击检查发现，食品标签不明确、冰箱
内食物不加盖、操作区卫生不达标、物品与食品
混放等现象普遍存在，引发社会关注。

北京情况如何？近日，记者通过随机应聘，
“卧底”网红奶茶店“奈雪的茶”，发现其多家分
店也存在蟑螂乱爬、水果腐烂、抹布不洗、标签
不实等问题。

——蟑螂“不用管”，处理
欠规范

前不久，记者应聘进入“奈雪的茶”北京西
单大悦城店，成为一名实习茶饮师，负责面包区

“上包”工作，即把后厨做好的面包从货架摆放
到橱窗，并帮助顾客选购面包。

上岗当天，记者看见一只指甲盖大小的蟑
螂，从面包展柜底部爬向面包制作间。记者马
上报告同组值班店员，但得到“没事，不用管它”
的答复。

“水吧和面包房有蟑螂”在许多店员看来十
分“正常”。入职第二天，一些店员告诉记者，虽
然店里要求很高，但“忙起来就顾不上那么多
了”。

——腐烂水果继续用，产
品标签随意换

在“奈雪的茶”长安商场店，一些发黑的芒
果摆放在后厨的桌子上，员工被提醒要去掉“黑
色”部分继续使用，“不要浪费，稍处理一下即
可”。

记者看到，一些标签纸等杂物不小心掉进
芒果泥里，杂物被挑拣出来后芒果泥继续使
用。

一款“软欧包魔法棒”系列产品，按要求应
在4小时内售完。但一些员工会将未售完的产
品及时更改时间标签再卖。

奈雪饮品“霸气柠檬油柑”保质期只有一
天。但在“奈雪的茶”北京西单大悦城店，生产
标签为手工输入。因操作失误，出现过工作人
员错将当天该品生产日期打成前一天的情况。
直到晚上闭店时，店长才发现。工作人员在群
中私下处理了此事，相关情况并未对消费者公
示，也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手套不戴，抹布不洗

记者在工作中看到，员工用同一个手套，同
时处理不同的食物，且几乎从不更换。遇到客
流高峰期，店长等其他工作人员会直接到后厨
上手操作，很多时候不戴手套直接处理食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餐具、
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应当洗
净、消毒，炊具、用具用后应当洗净，保持清洁。”

记者在被安排“擦盘子”期间，多次询问店
员一块抹布擦几十个盘子是否需清洗抹布，得
到“完全不用”的答复。

奶茶店要求擦拭桌面的毛巾 4小时必须更
换，每次更换后要打上时间标签。但记者在面包
展区仅2天，就遇到了2次没有及时更换的情况。

——日常卫生很随意，检
查一来就重视

暗访现场，记者看到，不少员工直接踩着清
洗食材的桌面，从较高橱柜中取食材，且未做任
何清洁处理。

但每次上级来检查时，店员们就会临时整
理地面卫生，对平日较为繁杂的后厨进行系统
清理，紧急清洗各种机器。

“奈雪的茶”并非个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此前在突击检查中发现，部分茶饮店使用过期
的、不新鲜或“三无”物料等问题，并责令其整改。

今年6月，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公布的
专项抽检结果显示，喜茶在微生物、糖类方面存
在风险。而在 2018年、2019年喜茶也均出现喝
出“异物”等问题。

为严查严管各种网红奶茶店不合格现象，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2018年6月12日发布关于
加强现制现售奶茶果蔬汁监督管理的通知，提
出了对网红饮品的具体管理、监督要求。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认为，
奶茶店遍地，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加上原材料
涨价，同时外卖形态占比增加，不少消费者并没
机会看实体店面，这就造成了店家忙于挣钱，疏
于管理，应付监管，卫生成了共性问题。

“如果只顾追求新奇营销和利润获取，而不
能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终将无法经受时间的考
验。”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音江认为，奶茶经营者除了打造“IP”，应更多
把精力和成本花在产品质量把关上，为消费者提
供安全放心的产品，才能越走越远。 据新华社

奈雪的茶被曝门店“蟑螂乱爬”“水果腐烂”“标签不实”

公司致歉 上市一个月股价腰斩

8 月 3 日，奈雪的茶官方微博回
应称：公司对涉事门店展开连夜彻
查、整改。

关于西单大悦城店“有蟑螂从面
包柜底部爬向面包制作间”，奈雪的
茶表示，每个月奈雪的茶都会聘请专
业消杀公司对门店进行 2-4 次虫害
消杀。西单大悦城店，因为公共区域
比较大，夏季会一个月进行 4 次消
杀。结合目前的情况，奈雪的茶会和
消杀公司进一步加大消杀力度。

关于使用发黑芒果，奈雪的茶表
示，坚决不会使用不新鲜的原料，如
果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奈雪的茶
每天需要使用大量新鲜水果，门店如
果收到品质不好的水果，可以直接要
求采购部退换，并不会计入门店成
本。此外，门店的新鲜水果都有存放
效期，超过存放效期的所有水果都要
废弃处理，芒果到店后的存放效期是
48小时。

作为“全球茶饮上市第一股”，奈雪
的茶于2021年6月30日在港股上市。

招股书显示，2018年至2020年，
奈雪的茶营收分别达到 10.87 亿元、
25.02亿元及30.57亿元，2020年实现
净利润 6217 万元。据悉，奈雪的茶
平均客单价达到 43 元，位列高端现
制茶饮行业首位。

奈雪的茶发行价为 19.8 港元/
股。上市首日，奈雪的茶便跌破发行
价。截至8月3日午盘，股价报10.04
港元/股，上市一个月，股价已经腰
斩。

近年来，奶茶品牌融资消息不
断，新式茶饮行业成为资本追捧的新

“风口”。
业内人士表示，新式茶饮行业进

入成熟期后，其产业端要求也越来越
高，尤其是对食品安全等问题须更加
重视。 据中国证券报

记者在“奈雪的茶”西单大悦城店后厨拍摄的水果堆放处。

4月21日，记者发现“奈雪的茶”西单大悦
城店的工作人员错将当天该品生产日期打成
了前一天。

公司致歉

今年以来，A股市场震荡加剧，板块
分化进一步凸显。受此影响，权益类基
金年内收益出现较大分化，在近三成基
金年内回报超过 10%的同时，仍有近三
成基金处于亏损状态。

与此同时，7 月基金发行方面，“一
日售罄”与发行失败、发行延期的基金
兼而有之。业内人士指出，市场分化态
势或在 8 月转向均衡，随着基金公司头
部效应的强化，基金发行的两极化或成
常态。

8月2日，三大指数悉数收涨。但从
今年整体情况来看，A 股市场板块分化
格局依然明显。Wind数据显示，截至当
日收盘，上证50、沪深300指数年内下跌
11.80%、5.33%，而中证500、中证1000指
数分别上涨 7.93%、11.37%，创业板指、
科 创 50 指 数 年 内 分 别 上 涨 17.77% 、
14.82%。受此影响，权益类基金的年内
收益同样出现较大分化。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30 日，股
票型、混合型基金的年内平均收益分别
为 4.57% 、6.41% ，但 内 部 差 异 仍 然 较
大。

《经济参考报》记者根据 Wind数据
统计，共有48只权益类基金的年内总回
报超过 50%，1517 只权益类基金年内总
回报超过 10%，占比近 30%，电子、集成
电路等科技主题基金表现亮眼。就个
体基金而言，长城行业轮动、金鹰民族
新兴、前海开源新经济A、前海开源公用
事业四只基金的年内总回报超过 80%；
同时，有 1462 只基金的年内收益为负
值，占比接近三成，单只基金的最高亏
损达 28.92%，与头部基金的收益率差异
超100%。

权益类产品的收益表现与A股市场
紧密相连，机构指出，市场极端分化或
将接近尾声。中信证券表示，8 月 A 股
市场结构将重归均衡。粤开证券指出，
业绩仍是重要的择股考量因素，而近期
估值大幅下调、业绩优异的标的也存在
结构性投资机会。

与此同时，7 月新基金发行仍呈现
“冰火两重天”态势。“一日售罄”基金
仍不鲜见，Wind 数据显示，以认购起始
日作为统计标准，7 月共有兴证全球优
选平衡 FOF、鹏华丰宁等八只基金的认
购天数仅为一天。其中，兴证全球优选
平衡 FOF 募集总规模上限 80 亿元，根
据 其 有 效 认 购 申 请 确 认 比 例
42.771091%估算，单日募集金额超过
187 亿元。与此同时，也有新基金发行
失败。

7 月 28 日，国联安增祥纯债基金发
布公告称，截至基金募集期限届满，该
基金未能满足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备
案条件，故《基金合同》不能生效，这是
年内第 16 只发行失败的基金产品。此
外，7 月还有 12 只基金产品宣布延长募
集期。

业内人士指出，基金发行与基金公
司的品牌效应、明星基金经理效应及销
售渠道等因素有关，未来随着公募行业
竞争态势的进一步加剧，基金公司头部
效应逐渐强化，投资者应冷静看待基金
发行两极分化现象。

据新华社

7月基金市场分化延续
“一日售罄”与
“募集失败”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