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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公共服务
再敲服务业大门

邢滋沂

来论

新西兰乳制品巨头恒天然集团

日前宣布，该公司一家新西兰工厂

2012 年 5 月生产的浓缩乳清蛋白检

出肉毒杆菌。国家质检总局 8月 4日

上午公布四家可能进口问题乳清蛋

白的进口商，相关企业已对涉及的问

题产品采取追溯、召回等措施。（8月

4日《新闻晚报》）

自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后，洋奶粉

备受青睐。在公众看来，国外乳制品

标准严格，监管规范，质量有保障，宁

愿花高价钱也要买个放心。对于企业

来说，“澳洲原装”、“新西兰进口”等

金字招牌，更是招揽消费者的有力法

宝。然而，新西兰毒奶粉事件，却让洋

奶粉安全的神话不攻自破。

事实上，从雀巢、美赞臣检出三

聚氰胺，到多美滋、雅培陷入虫子门，

近年来洋奶粉频频曝出丑闻。中消协

数据显示，上半年婴幼儿奶粉投诉翻

番，其中洋奶粉约占 6成。就拿此次

出事的恒天然为例，去年 9 月就有部

分奶粉产品被检出有毒物质二聚氰

胺残留。

按说，新西兰拥有世界上最为严

格和成熟的乳制品质量监管制度，从

牧场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都受到相

关法规和标准的约束，即使这样，恒

天然乳清蛋白中的肉毒杆菌，也不是

监管部门检测出来的，而是企业自检

报告的。甚至，此次涉事的毒奶粉销

往澳大利亚、中国、马来西亚、泰国、

越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无一例外

都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畅通无阻。

这不免让人想起那句话，“食品

安全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监管出来

的”。新西兰毒奶粉事件，再次证明了

这一常识。食品安全点多面广，从大

型企业、餐饮巨头到小作坊、小摊贩，

从生产、加工到储存、销售，每个单

位、每个环节都存在风险和隐患，即

使再严密的监管体系，再规范的执法

流程，都无法完全避免食品安全问题

的发生。

更何况，面对庞大的监管对象，

有限的监管力量也是捉襟见肘、分身

乏术。按照恒天然的说法，早在今年

3 月，企业便发现潜在质量问题，在

接下来几个月里对产品样品实施进

一步检测，直至 7月 31日，才发现了

可能引起食物中毒的肉毒杆菌。可以

想见，有哪个监管部门为了一个样

品，能够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跟踪检

测？

解铃还须系铃人，食品安全问题

根子在生产者，因此，企业才是食品

安全责任主体。只有食品企业加强自

律，守信经营，我们的消费安全才有

保障。从某种程度上讲，恒天然集团

敢于主动向国际社会自曝家丑，积极

联系客户撤回产品，这本身也值得国

内乳企学习借鉴。

恒天然自曝家丑方面值得借鉴
张枫逸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火爆了十年

的煤炭行业似乎在一夜间重返寒冬。

煤市惨淡直接影响到了不少以煤炭为

支柱产业的地方财政收入。危局之下，

各地政府开始相继祭出救市大旗。继

河南、山东等省出台煤电互保政策之

后，最近，煤炭储量和产量分别占全国

1/4左右的山西亦加入地方政府救市

的行列。

据媒体报道，除了出台“煤炭 20

条”为煤炭企业减负外，目前山西也正

在做五大电力集团工作，省长李小鹏

将亲自出面一家一家谈，以增加山西

煤炭采购，签订煤电长期合作协议。

作为资源型经济省份，煤炭产业

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全省经济平稳较快

地发展。今年上半年山西煤炭全行业

利润 69.1亿元，同比减少 127.97亿

元，下降 64.94%；上缴税费 649.16 亿

元，同比减少 65.87亿元，下降 9.21%。

煤炭工业利润下降直接影响到了全省

利润增速。今年一季度，山西全省财政

收入同比负增长 2.4%，工业利润同比

下降 50%多，增速低于全国 66个百分

点。

如此的市场形势，省长约谈五大

电力集团，和煤炭市场的主要消费者

进行沟通不仅正常而且几乎是必须

的，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的。就目前煤

炭行业的低迷现状和企业的亏损程度

来看，如果政府对煤炭企业无动于衷，

一些企业可能就过不去这个坎儿。问

题是，五大电力集团究竟该怎么办？

作为电力企业，五大集团面临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市场角度考虑，当

前是否有增加煤炭采购的必要，现在

是不是增加煤炭采购的最佳时机？如

果不顾市场需求，为了迎合地方政府，

给地方政府“面子”，大幅增加煤炭采

购份额，是否会产生泡沫性需求，制造

虚假繁荣？

目前正值盛夏，酷热难当之际，居

民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但却没有出现

往年的电荒现象。数据显示，经济增速

减缓使得全国 1—5 月火电设备发电

利用仅 2025 个小时，同比下降约

3.6%。以国投电力为例，今年上半年公

司火电机组发电量 193.94亿千瓦时，

同比下滑 13.86%。

这与以往用电“大头”第二产业，

尤其是工业用电量增速减缓不无关

系。上半年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用电量

同比增速仅为 4.9%，低于全社会用电

量 5.1%的增速，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同比降低 0.22 个百分点。 换言之，

在经济形势放缓之下，从市场需求来

看，各大电力企业当前并无增加采购

煤炭的特别需要，目前更难说是增加

煤炭购买的最佳时机。

更为严重的是，这是否会破坏正

在形成的市场规则，形成不良的示范

效应？

会不会让已经艰难进行了 20 多

年的电煤市场改革再次停滞？去年年

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电煤市场

化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坚

持市场化取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煤炭企业和电

力企业自主衔接签订合同，自主协商

确定价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煤电

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不得干预。煤电双

方正在形成的自由恋爱形式是否会因

为政府这个“婆婆”的过多干预，再次

让逐步回归市场化的煤电价格和需求

变得扭曲，进而导致市场新的产能过

剩？“十二五”期间我国煤炭产能过剩

的压力非常大。据估算，2013年我国

煤炭产能可能达 46.3亿吨，将大幅超

过需求 41.2亿吨，产能过剩或达 5亿

吨。作为负责任的中央企业，这一现实

电力企业不能不考虑。

各产煤大省目前出台的救市政策

已经被质疑为地方保护主义，各大电

力企业增加购买某一地的煤炭，是否

会让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煤

炭行业如此不景气，将其视作经济支

柱产业的地方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以经济发展之名行地方保护之实，

试图力挽狂澜保护本地的煤炭产业，

虽然说与理不合，偏离了市场化的要

求，但其焦急的心情和救市的愿望尚

属可以理解。然而电力企业此时过度

介入，是否会落得为虎作伥的恶名？

当前煤炭市场的低迷是市场大环

境决定的，国际能源市场需求整体疲

弱，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煤炭需求动力不足。电力企业此

时应地方政府要求，增加购煤份额，是

否会不但无法改变萧条的煤炭市场，

反倒拖累自身盈利和名声，落个“赔了

夫人又折兵”的结果？

煤炭市场的不景气可能让一些地

方政府乱了阵脚。但是，企业本身要讲

效益，尤其是各大关系国民经济命脉

的电力企业，必须要算好这个账，容不

得半点闪失。

孟书强

省长“卖煤”，电力企业该不该给面子

7月 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推

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会议指出，凡是社会能办好

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产

品短缺等问题，使群众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实惠。

这一举动的更大意义，在于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调整将有

重大突破。政府的“独角戏”将变成“大合唱”，而企业如何以改

革红利激发活力，造就经济与社会增长新动力的问题依然存

在。

从“一脚撑”变“三足鼎立”

该管的没管到、不该管的管太多，这是多年来老百姓对政

府的一条大意见。

政府自然也有难处。以往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从自定项

目到管理实施，主要由政府“一手抓”，但是政府的力量毕竟有

限，再强的政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以至部分地区公共服务产

品短缺，造成了公共服务区域性的不平衡，出现了老百姓骂娘

的现象。当然，不可讳言的是，政府里也有些人情愿慢点，把权

力抓在手里，但那毕竟是少数。

政府叩响公共服务的大门，可以说是在适当地分散政府

的权利。李克强总理一贯主张要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过去政府向来亲力亲为，公众、企业等社会组

织在边上旁观或者跟在政府后面听风是雨，逐渐失去了社会

团体去承担完善社会服务的积极性。此次改革就是要政府将

本应属于社会主体的权力，交还给社会。政府与社会各司其

职，让政权、财权、事权更清晰、更平衡。

对政府来说，舍得放权，不再独挑大梁也是一种减负。目

前来看，公共服务靠政府“一只脚”走显然太吃力了，这个时候

如果政府将包袱抖下来，集结社会上的力量共同分担，将政府

的能力、社会的动力和市场的活力综合起来，形成一种“三力

合一”的模式，必然会使社会的公共服务更完善。并且这次改

革释放出这么大的红利，其他社会力量一定不会再甘愿当“旁

观者”，现在政府腾出空间给企业等社会力量去施展，无疑是

增加社会动力和活跃市场非常有力、有效的引导措施。刺激了

社会和市场这“两条腿”逐渐伸开，形成一种全面的公共服务

发展新机制, 政府施政就可以更有针对性。

企业要做好政府“接棒人”

此次改革对企业来说，尤其是服务型企业，是一次难得的

机遇。我们都说“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这次改革也不例外，

机会虽好，可也并非触手可得。政府推开公共服务这扇门，势

必引来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一拥而入，这也代表着企业等社

会团体将面临新一轮的竞争机制，只有有备而来的企业才能

在这场竞争中赢得好彩头。

首先，企业要搞明白购买公共服务购买的是什么?公共服

务顾名思义是为公众提供便利服务，那么服务型企业就占有

很大的优势了。可是，公共服务涉及的领域大部分是医疗、卫

生、教育和养老等相关的社会保障服务内容，是带有公益性

的，也就意味着它并非是纯盈利性质。因此，即便是顾客至上

的服务型企业，在争得这次改革红利之前，也要做好与盈利目

的背离的心理准备。

其次，就是弄明白为谁购买的问题。公共服务必定与民生

问题紧密相连，它的受益者毫无疑问应该是老百姓。无论是谁

来负责这个问题，最终目标都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提供更完

善的服务。政府拨出的资金肯定要正确利用才能达到政府把

钱用在了刀刃上的效果。这也是服务型企业等社会力量在拥

有公共服务“经营权”之后首要面对和投入的。

企业在加入到这场“夺利之争”时，要明白这是在帮助政

府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责任重大。政府投入资

金一方面是搞活市场气氛，加快市场化建设；另一方面是更大

程度地满足城乡居民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因此企业必须先

摆正态度，理清其中的关系，先从自身转型，才能更好地从政

府手中“接棒”。

企业不能当“二东家”

事实上，这一次政府叩响服务行业的大门，意图很明确，

那就是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问题。通过动员全社会力量来改善

这个领域的薄弱环节，将权限对外放开，客观上也是促进政务

活动的公开和透明。同时，还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分清政府、市

场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拐点，这是改革的良举。但是这么大的摊

子真要撒手不管了，很可能就成了好心办坏事了。因为借改革

之名盗窃改革之果的事，人们也见得多了。

公共服务不再由政府“包办”，政府只管不办，由市场化操

作确实更自由、更全面。但是如果做项目的企业，把活揽过来，

真的自己当起“二东家”，那麻烦事就来了。以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为例，在此次会议上列出的包括排污、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清单就达上万亿元，把这么大的利益转交给社会力量

之后，难保一些企业或社会组织当起“二东家”，出现“偷梁换

柱”的行为。

因此，企业与社会组织应当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奉献精

神和社会责任感，对企业与社会组织的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

更需要有非同一般的高标准、严要求。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实施过程中，不但需要财政、税务等政府部门依法进行监管，

还需要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进行全方位监督。

对于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这件大事，政府

的制度安排与企业的思想引领同样重要。本来是改革的事，千

万不能被腐败弄砸了，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结局。

8月 2日，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

然集团发布消息，称其生产的 3个批

次浓缩乳清蛋白中检出肉毒杆菌，涉

及包括 3 家中国企业在内的 8 个客

户。然而，恒天然却以与客户签有协议

为由，拒绝提供涉事企业和相关产品

的名称。

据了解，肉毒杆菌是一种生长在常

温、低酸和缺氧环境中的细菌，在繁殖

过程中会分泌毒素。人们在食入和吸收

这种毒素后，神经系统将遭到破坏，出

现头晕、呼吸困难甚至眼肌、咽肌瘫痪，

中毒者如抢救不及时，病死率较高。

根据恒天然方面的报告，这 3批

次含有肉毒杆菌的原料销售给了 8家

客户———其中一部分以产品原料的形

式销售给客户，另外一部分由恒天然

使用受到影响的浓缩乳清蛋白生产为

成品后再销售给客户。这些客户中，有

3家为食品公司，2 家为饮料公司，其

余 3家公司为动物饲料生产企业。

显而易见，恒天然方面十分清楚

是哪几家中国企业采购了含有肉毒杆

菌的乳清蛋白，但在其拒绝公布客户

名单的情况下，中国各大乳企只能竭

力自证清白。

众多奶粉企业，包括美赞臣、合生

元、圣元、蒙牛、雅士利、澳优、飞鹤等

直接表示从没有进口恒天然浓缩乳清

蛋白，伊利也表示此次恒天然事件不

涉及公司。

而中国的消费者在感叹洋奶粉未

必靠得住的同时，也迫切地想知道，究

竟是哪几家企业受到了“污染”，同时

也在思考以后还有哪些奶粉能够值得

信赖。

虽然恒天然方面没有公布名单，

事件还是很快迎来了转机。根据新华

网消息，国家质检总局 8月 4日公布

了 4家企业名单，这些中国境内的进

口商进口了可能受到肉毒杆菌污染的

产品。这四家企业分别是：杭州娃哈哈

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进出

口有限公司；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

限公司；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于是，舆论的矛头很快转向了这

4家企业身上，转到他们的相关产品

的流向上。面对舆论的压力，这四家企

业均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产品的排查并

发表自查声明。根据娃哈哈、可口可乐

以及多美滋给腾讯财经的声明，三家

都已经对旗下涉及产品排查清楚，可

口可乐需要召回一个批次产品，多美

滋共涉及 12 个批次产品，而娃哈哈

所涉及的产品已经基本完成销售，娃

哈哈方面称如果仍存在销售中的产

品，公司方面也会予以召回。

然而，事情到了这里，存在一个疑

问。既然恒天然方面拒绝公布名单，国

家质检总局又是怎么知道确切的名

单？已经公布的 4家涉事企业名单究

竟与新西兰恒天然所掌握的企业名单

有多少出入？为什么中国不以维护国

内乳企和消费者权益为由要求恒天然

方面公布？

如果仅仅是因为娃哈哈等几家企

业从恒天然进口了乳清蛋白，而不能

确定是否是恒天然方面所掌握的那几

家问题企业，就被列为怀疑对象，这恐

怕有失公允。要知道，中国有 70%的进

口奶粉都来源于新西兰，而这些几乎

全部出自恒天然。中国从恒天然进口

了乳清蛋白的企业数量虽然难以估

计，但真正应该被追责的，只是这其中

的 3家而已。

与其让中国乳企竭力自证清白，

与其让消费者妄加揣测，与其在国家

公布可能涉事的企业名单之后社会存

有疑问，不如由国家出面让恒天然主

动公布涉事企业名单，因为该事件已

经深深触动了中国广大乳品企业和消

费者的利益，中国方面完全有资格要

求对方公布。到那时，恒天然哪还有不

公布的底气？以上诸多问题不都迎刃

而解了吗？

这不是阴谋论，只是希望有关方

面能够进一步公布相关细节并澄清事

实，既不能冤枉了守法合规的企业，也

不能让某些真正涉事的企业逍遥法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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