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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朋友”月饼“圈”粉了吗？

有专家表示部分工艺要求“家庭作坊”难达标，购买“三无”产品要小心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玫

“只需 128 元，你

就能买到媲美半岛酒

店价值 400元的奶黄月饼……” 近年

来， 凭借口味的多样化以及更划算的

价格，不少在“朋友圈”销售的“网红月

饼”引起消费者关注。

记者了解到， 这些在朋友圈售卖

的月饼， 基本都由家庭手工制作或来

自私房烘焙工作室。继冰皮之后，今年

大火的奶黄流心和五仁月饼也成为

“微商月饼”的主打卖点，因“物美价

廉”，这些微商月饼颇受市场欢迎。 对

此，相关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朋友

圈流通的月饼由于缺乏监管， 存在着

一定的食品安全隐患， 建议消费者谨

慎购买。

朋友圈卖月饼 供不应求？

“目前订单已满。 下周可能有少量现

货，如有兴趣，可留意我朋友圈的更新。 ”

日前，当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在微信向某

烘焙室负责人提出购买月饼，对方如此回

应。 据其透露，她从 7 月底开始在朋友圈

预售月饼，截至 8 月底，该烘焙室已售出

奶黄月饼 200 多盒、五仁月饼 100 盒……

订单依旧源源不断。 不过，在记者咨询购

买月饼时， 也有其他微商表示供货充足，

并且一个礼盒中还能提供奶黄、 牛肉、黑

芝麻等多种馅料口味。

随着中秋节临近，相信不少人的朋友

圈里，“微商”们都开始卖起了月饼。 记者

发现，不少微商都会打着“自家制作”“手

工现包”等卖点，更有甚者还会把食材、月

饼制作过程、成交的订单以及忙碌的打包

场景等信息发布到朋友圈内。

那你是否会为活跃在朋友圈的“私房

月饼”买单呢？记者通过随机采访发现，绝

大部分消费者对于“私房月饼”的接受程

度挺高。“我都会选择向熟人购买，制作过

程看得见摸得着，靠谱多了。 而且有些烘

焙工作室或微商的出品其实都不错。那我

为何不去尝试她们的月饼呢？ ”广州市民

陈女士说道；“传统广式月饼里的莲蓉蛋

黄口味我都吃腻了。我觉得在朋友圈可挑

选的月饼口味比较多，我愿意去试试。 ”市

民吴女士说道。

记者在浏览某烘焙工作室的微店后

发现，其微店内共有 167 条关于月饼的评

论，好评率高达 100%，不乏有“用四分之

一的价格买到比半岛酒店还好吃的奶黄

月饼”“多次购买”等声音出现。

其实，不仅是朋友圈，记者在淘宝平

台搜索“私房”“月饼”“手工”等关键词后

发现，打着“纯手工”旗号售卖的月饼也不

少，其中销量最高的商家

（天猫旗舰店除

外）

，显示产品月销量已超过了 1 万件。 记

者随机点开几家自称“纯手工制作”的月

饼店铺，发现售价相对便宜，比如一斤酥

皮月饼才十多元；包装讲究些的，一份礼

盒装 8 个月饼才 100 出头，这比市面上动

辄三、四百元的月饼礼盒确实划算很多。

“私房月饼”成本难控制

生产过程缺乏透明度

如果纯手工制作，这些“私

房月饼”能盈利吗？ 有经营烘焙

室打算的林英

（化名 ）

在今年首

次尝试自制月饼出售。

林英告诉记者，制作传统广

式月饼的原材料包括转化糖浆、

枧水、油、中筋面粉、馅料和咸蛋

黄等， 咸蛋黄的选购尤其费功

夫，“咸蛋黄的损坏率极高，我今

天打 30 个蛋黄就磕坏了 9 个。 ”

林英告诉记者，制作一批月饼原

材料采购成本大约上千元。 至于

盈利与否，她表示工作室刚成立

不到一个月，尚处于尝试阶段。

“别看月饼可以批量生产，

但月饼其实还不如蛋糕的收益

来得快。 ”林英告诉记者，月饼前

期耗费的准备时间要很长，光一

颗月饼中的鸭蛋就要经历“磕、

洗、泡油、烤”等环节，然后还有

包馅、制作饼皮等，“仅仅是饼皮

的松弛就需要 2 个小时。 ”

淘宝成为了林英最主要的

原料

（除蛋黄外）

选购渠道。“选

购时，只能通过好评高低来选择

原料供应商了。 ”林英说道。

另一名烘焙爱好者李女士

也告诉记者，虽然平常会做些月

饼自己吃或送朋友，但真要是对

外销售，在成本上“扛不住”。 自

己做馅料即繁琐又费时，而如果

是网购皮和馅料，那材料制作过

程是否卫生、是否有添加剂就难

讲了。“手工月饼的成本很难计

算的， 很大一部分成本在于手

工，造成很多‘私房月饼’定价悬

殊，很多手工月饼的在售价格根

本不可能回本。 ”李女士说道。

能买半成品原料制作月饼

“网红包装”也能随意订做

如林英所说， 记者发现，得

益于“私房月饼”的火爆，围绕其

出现的其他业务板块

（包括月饼

原材料、包装）

也是销量激增。

记者在淘宝平台搜索“月饼

包装”。 一款名为花好月圆礼盒

的客服人员介绍，月饼盒每个售

价 5 元，如果另加设计就要另收

费。“原有的尺寸款式只加 logo

的话，100 套可以起订，但是要收

版权费。 ”随后记者称是要订做

某网红月饼的包装时，该客服则

改口称“最少要 1000 个起订”。

除了包装，当记者在淘宝上

搜索“自制月饼”时，也发现原材

料

（饼皮、馅料等）

和工具等一应

俱全， 一整套的价格

在三十多到上百

元不等。由于店

家会根据月饼

个数 分 配 好

所需分量，馅

料也有相应口

味出售，购买到

这些材料后 ，只

需进行最后一步的

成品制作即可。 可这些原材

料的制作过程是否符合标准，是

否安全？ 就像林英介绍，除了从

评论判断，别无其他衡量标准。

“私房月饼”多为“三无产品”

“正因为没有经营许可证， 所以很

多家庭作坊生产的月饼都只能在朋友

圈售卖。 因为除了朋友圈，这类月饼是

没办法在美团、门店等需要官方认证的

渠道销售的。 ”林英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不少私房月饼尽管外

包装很精美，可在包装上确实未能找到

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期、食品生产

许可等重要信息。 据中消协介绍，这些

所谓的“私房月饼”如果不具备相应的

食品生产及流通资质，那就实为“三无

产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力

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根据食品

安全的国家标准，月饼的检验项目共有

20 多个，在朋友圈等渠道销售的“私房

月饼”没有经过任何相关检验，在市场

流通存在很大的隐患。

专家声音

部分工艺要求

“家庭作坊”难达标

记者了解到， 单纯从制作环境的要

求来说，“私房月饼”有些也很难达标。

据有着 40 年从业经验的广州酒家

月饼制作师傅林世纲介绍，如果家庭作

坊生产的月饼，在制作馅料时会比较麻

烦。 例如豆沙馅，需要先浸泡豆子，再煮

熟豆子、 糖等原料铲制。 由于制作比较

麻烦，很多家庭作坊都会购买现成的馅

料。 最重要的是， 一般传统月饼制作后

需要放置 5~6 天回油，按规定此时必须

放置在不能被污染和不能滋生细菌的地

方，“一般都要求月饼的制作场地必须是

无菌环境，对于普通家庭和工作室来说，

很难达到。 ”林世纲说道。

消费者该如何选购月饼呢？ 广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最直

观的判断方式， 就是重点查看标签上

是否有标注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企

业地址、 生产许可证号、 生产日

期、保质期等内容。 另外，

中消协也表示， 购买产

品后要留存相关购物

凭证，以便退换货和维

权。

据广州酒家月饼师傅林

世纲介绍，针对冰皮月饼的生

产、 制作环节要求必须在全封闭

的生产空间中进行； 而传统月饼

则对于静置回油的环节的要求比较

高，要求放置时必须处于无菌环境。

传统广式莲蓉蛋黄

月饼制作过程：

月饼皮：

配 料

→

将

面粉、枧水、油、

糖浆混合搓成

月饼皮

成品步骤：

将腌制的咸蛋黄嵌

入莲蓉馅料，再用月饼

皮包裹好后， 放入月饼

模具中， 用手腕力敲打

出月饼。 烘焙后静置

凉冻 ， 放入包装

即可。

馅料（蓉沙类）

生产：

配 料

→

原 料 处

理

→

蒸煮

→

磨

浆

→

铲制

微商在朋友圈晒出自己制

作的“私房月饼”。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