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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近

年来层出不穷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愈演
愈烈。正值国际食品和农业论坛在上海举
行之际，当地媒体又爆出了广东佛山的一
家食品公司自去年12月至今年3月，使用760吨容
易致癌的工业盐水代替食用盐，用于生产酱油成品
和半成品，并且已经流通到全国各地的惊人消息，
即是明证。
自从2005年中国食品工业界把对人体有高度
危害的人造化学染色剂“苏丹红一号”用于食品加
工用途，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在全国范围展开声
势浩大的查禁行动以来，类似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几
乎是无年不有，如2008年的中国奶制品三聚氰胺
污染事件、2011年的双汇瘦肉精养猪事件等等。
从这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能够迅速得以揭发从
而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以及有关当局的打击
强度，不难看出中国民众是有相当强烈的食品安全
意识，而中国各级政府也并非无所作为，然而中国
的食品安全问题却屡禁不止，可见此一痼疾必有其
赖以滋生和蔓延的社会土壤。

在全球化步伐加快之际，不
是所有经济体都已做好准备已日
益明显。国际竞争、技能过时和
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发达国家中
工作人口面对的越来越严峻挑战。
此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技
能和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他的畅销书《全球化
及对它的不满》（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里便描述了这些现
象。最近，一些欧洲经济体，包括
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
西班牙也受挫，因为国际竞争力的
大幅度下滑，这些国家的人民正面
对非常艰难的时期。
新加坡是个小和以出口为导向
的经济体，对国际竞争更是敏感和
容易受冲击。因此，维持国际竞争
优势是新加坡必须接受和遵守的游
戏规则。提高生产力是提升新加坡
劳动人口福利的关键。私人企业
界，尤其是中小企业，必须发挥带
头作用；政府则必须时刻留意整个
过程，扮演灵敏和公平的指导员角
色。
新加坡肯定还不是个超级有效
率的经济体，还有很多可以提高
生产力的空间。根据李光耀公共
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Asia
Competitiveness Institute）的估计，
同美国相比，新加坡主要行业过
去10年的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低
了约60%。比如，建筑业（低于
30%）、 资讯通信（低于40%）及
酒店和餐馆（低于50%）的生产力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是较有
竞争力的行业如金融服务（低于
60%）、运输与库存（低于80%）
及批发与零售（低于70%），平均
生产力水平虽然比全国平均高，但
还是比美国的同业来得低。
因此，说新加坡人的生产力还

热点话题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尽管
谷物供应量的剧降，根本无法
五花八门，花样百出，但归根
满足13亿中国人的基本粮食需
结底，不外乎两大类：一是与
求。此外，天然或有机农产品
2012年6月15日
谷物、蔬菜、茶叶、食用牲畜
的生产成本偏高，不管是土产
如牛羊猪鸡等原产品有关的食品安全问题，如农民 的或者进口的，也只有那些具备高消费能力的少数
过量使用农药或违禁农药，畜牧业使用能加速牲畜 中国人才能消费得起，不可能惠及收入普遍不高的
成长的违禁饲料或催生剂，最近日益引起关注的 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各类加工
“毒茶叶”就是一例；二是食品工业界在把原产品 食品，例如从奶牛到乳制成品一条龙品质监控的雀
加工成各种半成品或成品的过程中，产生的食品安 巢优质产品，就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消费得起的。
全问题，上面提到的工业盐水制作酱油事件就是典
由于大多数中国食品消费者不具备高消费能
型例子。而中国之所以一再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固 力，食品生产商为了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只能采
然有不良奸商为了牟利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因素，也 取低成本的生产方式。在越来越激烈甚至残酷的竞
有不得已的原因。
争环境下，食品业者为了生存，必然会想方设法地
谷物、蔬菜等含有残余农药是一个受到高度关 降低生产成本，其中的一部分业者，难免就会把价
注的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要求提供无污染的天然 格偏低的工业原料用于食品生产。
农产品的呼声也日益响亮。可是，中国是世界人口
食品消费者本身的不正确消费意识，也是促成
第一大国，可耕地却只占全球的7%，这个先天不 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因素。现代的食品消费者，十
足的制约因素，使得中国农业不可能采取无农药、 分重视各种加工食品的口感、味道和色彩等，食品
无化肥的天然有机耕作方式，因为这样必定会导致 生产商为了吸引顾客，自然要把加工食品，如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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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企业

片，制作得更脆、更美味、更鲜艳，不免也会在生
产过程中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以去年闹得满城风
雨的台湾饮食品工业塑化剂事件为例，业者采取塑
化剂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添加塑化剂的饮食
成品有一种独特的口感。
此外，鉴于中国也是出口大国，其食品安全问
题所影响的就不仅仅是中国消费者，还包括外国消
费者的健康，几年前的“三鹿奶粉”事件，就引起
了国际性的恐慌，导致30多个国家和地区禁止进
口或召回中国产奶制品。换言之，中国的食品安全
问题并不仅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必须予以
高度重视。
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情况看，要杜绝食品安全问
题是不大可能的，但只要中国各级政府能持续打击
不良业者，媒体不断加强监督力度，消费者也能提
高食品安全意识，应能把这个日益严峻的问题控制
在一定的范围内，使之不至于愈演愈烈。

陈光炎

全球化、国际竞争和包容性增长的现实
有他们的工资不能进一步提高是不
正确的。当然，一名巴士车长不能
同时驾驶两辆巴士，但在广大的服
务业领域，更不用说建筑和海事
业，我们明显的雇用了更多的员工
来制造同样的产出。不只是数据，
任何出国旅游、到餐馆、酒店及商
店的人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说
没有空间提升生产力或空间有限根
本是错误的。
在维护他提出的“第二次工资
重组”极端建议时——现在普遍被
称为“第二次休克疗法”——林崇
椰教授表示1979－1981年重组新加
坡经济时的首个高工资政策是成功
的。一些分析师则指出，高工资的
政策可能是造成1985年经济衰退的
一个原因——把工资提高到高于生
产力并因此让我们丧失国际竞争
力。我们做了一些实际的分析，发
现工资高于生产力的确是造成我们
那时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原因，
但汇率强劲、1984年的全球电子业
周期性衰退及区域经济放缓，也是
造成1985年经济严重衰退的因素。
生产力在维持竞争力上是非常重要
的，却不能完全解释我们今天面对
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剧的问题。
当新加坡面对来自亚细安邻国
的越来越强大区域竞争，并在技能
上进一步提升时，在50和60年代出
生的新加坡人所拥有的技能，很快
的便不能胜任更高增值的工作。尝
试提高生产力的努力不能带来赶上
快速经济重组需求的成果。来自低
收入家庭，只有中学或更低学历的
新加坡人，很快地陷入了难以翻身

国家应当在何时采取军事干预行动以制止在其他
国家境内发生的暴行？这是一个古老且出现在世界许
多地方的问题。如今，这问题来到了叙利亚。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在1904年表示：“有一些偶尔发生的罪行，因为规模
极广且极端恐怖”以致我们必须动用武力干涉。在
一个世纪前的1821年，当欧美双方正辩论是否干涉
希腊独立运动，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就警告自己的同胞不要“远赴国外消
灭恶人”。
更近的例子有1994年导致80万人死亡的卢旺达大
屠杀，及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地区波斯
尼亚男性和男童遭屠杀的事件。当时，许多人都誓言
不会再让这类惨剧重演。但当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sevic）于1999年在科索沃发动大规模
种族清洗时，联合国安理会虽然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事
件列为人道主义灾难，却由于俄罗斯否决的威胁而无
法在第二项干涉行动的决议上达成共识。结果，北约
国家对塞尔维亚进行轰炸，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合
理但却不合法”的行为。
后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成立了一个国际
委员会，负责提出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并同
时维护成员国内部司法权的人道主义干涉建议。委员
会认为各国都负有保护其公民的责任，其他国家也应
该以和平方式协助实现这一目标，但如果某国无视这
一责任并屠杀自身公民，国际社会就应当考虑武装干
预。
所谓“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理
念在2005年的联合国世界峰会上一致通过，但接着发
生的事件却显示各国对它的理解不完全相同。比如，
俄罗斯就一直坚称，只有安理会决议——而非联合国
大会决议——才具有国际法约束力。与此同时，俄罗
斯还否决了安理会对叙利亚的决议。讽刺的是，安南
过后还被请了回来，参与了一个旨在制止在叙利亚发
生的暴行，但到目前却依然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成果的
行动。
直到去年，许多观察家都仅将这种“保护责任”
视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希望或者是一个崇高理想的失
败。但在2011年，当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上校正准备

方向盘

的底层阶级。家庭成员多、社会困
境和网络信息的劣势等因素，让他
们的处境更加不利。经济学家有责
任探讨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全
球化技术导向的技能落伍”理论可
能不能提供完整的解释。
提高生产力、确保具竞争力环
境及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
境：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
中小企业占新加坡16万家企业的
99%，雇用60%的劳动人口，对国
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50%。因
此，它们有许多有待发掘的潜能，
是对失业的重要缓冲，也是重要的
社会稳定器，尤其是在面对出口冲
击的时候。然而，多年来的残酷和
公开竞争及市场力量，造成了生产
力长期的低落及其所带来的不良后
果。
要确保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我
们必须注意单位营业成本的其他部
分如土地成本、租金及收费。一旦
这些成本被视为是必然的，要维持
利润就不可避免的要挤压工资。制
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
重无疑会逐渐减少，裕廊集团目前
局限于制造业活动的土地分配与工
业地主角色，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来满足服务业中小企业的需求。
政府机构的全面努力，例如
标新局帮助中小企业加强管理、
人力资本新加坡（Human Capital
Singapore）提升专业人士、经理、
执行人员和技师的领导能力、国际
企业发展局协助建立更好的国际网

约瑟夫·奈

络、市场行销和品牌技术、经济发
展局重新致力充当中间人，帮助中
小企业和跨国公司联手在其他国家
如印度尼西亚的峇淡岛和民丹岛投
资，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努力
可以为新加坡人创造就业，提高
中小企业的生产力和所支付的工
资。对达到2009年经济战略委员会
（Economic Strategies Committee）
的目标也是向前迈进一大步。
劳资政三方关系和包容性增长
的社会契约：

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领导
公平分配生产力增长是社会契
约的重要部分，政府不应该把这交
给不确定的市场力量。更重要的，
是雇主必须让低收入工人公平分享
生产力增长。政府的包容性增长计
划，是为了确保雇主能够提高生产
力并给低收入工人大幅度加薪——
基本工资而不只是花红。这是全国
工资理事会劳资政三方关系精神的
一个例子。除了全国生产力与延续
教育理事会（National Productivity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ncil）
致力提高技能和公司整体生产力以
便工人可以分得更多的努力外，我
们也很高兴看到政府通过特别转移
如就业入息补助计划来帮助低收入
者。这是一项鼓励就业的计划，不
是像失业救济金那样的福利。
我们上个月在马德里就失业和
竞争危机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全国工
资理事会的概念，出席者的即时反
应是这需要强大或家长式领导人才

能实行。我们则指出，需要的其实
是实事求是的领导。
对企业来说，工资－生产力－
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微观经济
学的标准假设。有很多具体证据都
显示了它实际的重要性，这些在世
界上许多被研究的经济体都可以看
到。德国经济持续的竞争力及意大
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竞
争力自2000年便大幅度下降，这对
新加坡有重大启示。从2000－2010
年，德国的工资大致是紧跟生产
力，只超过生产力的5%。至于其
他四个国家，它们在同时期的工资
却超过生产力增长的约25－30%。
德国经济的持续活力和竞争力和今
天陷入困境的其他四个国家，正好
提醒我们让工资增长超越生产力增
长的危险。
提升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进
一步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来维持发
达国家生活水平：
致力加强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
和融入全球化进程，是维持新加坡
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
未来，“新加坡公司”（Singapore
Inc）将更依赖外来需求，和技术
不断更新及结合本地和外来熟练工
人的劳动队伍。较慢的增长肯定不
是缓和社会压力的方法。相反的，
我们必须以谋取最大增长的策略向
前看，在外来环境良好的时候为国
家争取收入，在面对外来冲击时利
用盈余缓和失业和收入差距所带来
的痛苦。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环境
中制造财富的过程中，在经济和社

干预行动的两难

特约漫画
把在班加西的反对者斩尽杀绝时，联合国安理会在
“保护责任”的基础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北约对
利比亚使用武力。在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谨慎的态
度，等待阿拉伯联盟和安理会的决议出台，以避免小
布什政府于2003年干预伊拉克的行为对美国软实力所
造成的损害。但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则认为北约
不仅是为了保护利比亚人民，而是想借决议推动政权
更替。
事实上，相对于国际法的执行，“保护责任”涉
及的更多时候是政治合法性和软实力上的斗争。一些

王锦松

西方律师认为它包括了根据各国际人道主义公约框
架，对抗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行的责任。但
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国家则不愿意为像在利比亚的行
动提供一个法律或政治基础。
“保护责任”之所以无法在叙利亚实行还有其他
原因。源自于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保护责
任”不仅构建于一个良好的意愿，还需要一个合理的
成功预期。许多观察家强调，利比亚和叙利亚两国在
地缘位置和军事上的差异，将使叙利亚禁飞区和行驶
禁行区的设立困难重重。而那些反对总统阿萨德的叙

会间平衡得失是无可避免的。一个
有勇气的政府应该面对挑战，解释
必要但往往不受欢迎的政策选择。
经济重组和提升生产力是个自
我更新的永不间断过程，不只是对
经济危机的反应或一次过的措施。
即使经济维持稳定的增长，我们也
应该有个持续和周期性的经济检讨
委员会。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竞争
激烈的世界，没有所谓已经完成或
自动导航的经济重组和提高生产力
的努力。
因此，我们建议在全国生产力
与延续教育理事会内，成立一个独
立和高层、一年两度的全国工资－
生产力－竞争力工作小组。小组成
员代表不同的利益，任务范围如
下：
● 评估低收入新加坡人的社会
概况和面对的限制，和新出现的永
难翻身的底层阶级。
● 更好地了解特定行业的人力
问题、商家的困难、及劳动力市场
的需求和期望。
● 向公众解释和教育他们提高
生产力、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和更
好的工作纪律的迫切性。
幸好，和许多欧洲经济体不
同，新加坡不需要工资落后于生产
力增长。事实上，长期以来，实质
工资和生产力并驾齐驱。当然，短
期来看，从一年到下一年，实质工
资和生产力之间可以出现很多因
素——特别是消费物价通胀和产品
价格上涨间的差距。重要的是我们
必须紧记，没有生产力增长，工资
和利润将是零和游戏。有生产力增
长，它就会变成正和游戏。
两名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
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联
合所长。叶琦保译。

利亚人也担心，2005年在巴格达发生的情况会在自己
身上重演，一场教派之间的内战会比一个独裁者更加
可怕。
这些因素显示了人道主义干涉的一些更大问题。
比如，各种动机往往混合在一起（毕竟，当年罗斯福
指的是古巴）。此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
界，而且对如何推动社会工程及建立国家所知甚少。
当我们无法确定如何改善这个世界的时候，谨慎就成
为了一种重要的美德，傲慢自大的愿景可以带来巨大
的风险。跟吃药一样，外交政策必须在一些原则的指
导下进行——“首先是不能伤害病人。”
但谨慎并不意味着在叙利亚问题上无计可施。其
他国家政府可以继续尝试说服俄罗斯，让它相信推翻
当前政权要比让阿萨德的反对者进一步激化对俄罗
斯更有利。更强有力的制裁可以继续让这个政权丧失
合法性，还可以说服土耳其对这个邻国采取更强硬手
段。
此外，谨慎并不意味着人道主义干涉往往会失
败。在一些事件中，即便存在各种动机，干涉却是有
望取得成功的，而解除人们痛苦的代价也不是很高。
对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东帝汶和波斯尼亚的军事干
预并未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却的确改善了当地人民的
生活。其他干涉行动——比如在索马里——却没有取
得这样的效果。
最近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规模干预，虽然主要
不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因，却削弱了公众对军事行动的
支持。为此我们应该牢记马克·吐温对他的猫的记
述：在不小心坐在热炉子上后，它永远不会干同样的
事，但同时也对一个冷的炉子敬而远之。
干涉行动会继续存在，虽然时间大概会更短、牵
涉的部队规模更小并会依赖在远距离展开行动的技
术。在这个网络战和无人驾驶飞机战争的时代，“保
护责任”或者人道主义干涉可不会那么容易走向终
结。
作者Joseph S. Nye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
佛大学教授。
英文原题:The Intervention Dilemma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