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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笔如何再生花
观察家

品牌空壳，被沿海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英雄钢笔也是英雄气短，在经历上市退市、
更名转业等诸多变故之后，最终被江苏丹
□ 胡立彪
化集团接盘。
“大而不强”，这样的评价虽不能说放
有人说，制笔业如今已成夕阳产业，
在我国各产业领域而皆准，但言中的可能 在键盘、触屏时代，谁还用笔呢。这样的
性很高。比如制笔业。日前《人民日报》刊 时代的确让制笔业面临凋敝的危险，然
文称，中国是世界第一制笔大国，全部 7 大 而，不与其他行业比，只从制笔业内部
类笔及各种墨水和油墨产量均居世界首 看，为什么国外一些知名制笔企业，如美
位，其中圆珠笔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 国的派克、德国的万宝龙、日本的万年笔
80%。但这些笔中，大部分是中低端产品， 等，虽经时代风雨，却依然能够屹立全球
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质量一般、价格便宜、 文具市场而不倒呢？显然，这些企业在行
档次低”
。
业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不仅做到了大，
像任何行业一样，
“ 不强”给制笔业带 而且实现了强，拥有了其他企业所不具备
来的最大问题是，企业竞争乏力，生存艰 的市场竞争力。
难。一旦市场大环境发生变化，不少制笔
表现为市场竞争力的强，首先体现为
企业就会陷入困境，要么死撑，要么改行， 技术。而这一点恰是中国企业最缺失的。
要么干脆关门大吉。以上海制笔企业为 有人这样描述中国制笔业与世界先进国家
例，过去曾经名噪业内的制笔四兄弟，第一 制笔水平的差距：国产自来水笔与美国的
铅笔（依靠“中华”
“长城”品牌铅笔名扬天 克劳斯、派克比，在初笔书写、间隙书写、抗
下）如今已经变身老凤祥大东家，主营金银 漏水性、笔尖滑度和外观质量等方面差距
饰品；永生钢笔这个老牌子，也早不再生产 明显；国产圆珠笔与日本的派罗特、斑马
笔，
“ 永生”名虽还在，其实已转行资本市 比，在划线长度、出墨均匀度、书写手感和
场，专心制药和投资了；丰华圆珠 2007 年 外观质量上差距明显；国产木杆铅笔与德
关停制笔业务，公司也注销，只剩丰华这个 国的施德楼相比，在芯尖受力、字迹浓度、

铅芯硬度、卷削性能和皮头去污等方面差
距明显。
中国制笔行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上述
差距，既有来自原材料方面的，也有源自工
艺技术方面的，既有来自加工设备精确度
方面的，也有源自模具开制水平的，当然还
与技术工人的制作水平有关。但导致这些
差距产生的最关键的因素则在于，中国制
笔业未掌握几项关键性技术，如墨水技术、
笔头技术等。
技不如人，是中国制笔企业都不愿意
搞研发、不想大胆创新吗？当然不是。事
实上，
“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制笔行业关键材料及制备技术研发与
产业化”的实施，使我国制笔行业取得了 4
方面技术突破和 12 项创新成果。如今，从
笔头到墨水，再到生产设备，我国都掌握了
自主知识产权。而且，从派克、万宝龙等世
界大品牌都找中国制笔企业代工这一点可
以看出，中国企业还是拥有相当不错的技
术和工艺实力的。有技术、有实力却没有
市场，问题出在这个市场是一个不规范的
市场，这种不规范阻碍了正规合法企业的
发展。而不规范的典型表现，就是假冒伪
劣盛行。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 3000 多家

制笔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只有 245 家。大
量存在的小作坊式企业技术水平落后，多
以仿冒为主，不仅扰乱市场，还拉低了中国
笔业的整体质量水平，影响了消费者对国
产品牌的认知。
假冒及低价竞争对正规企业技术创新
和质量提升犹如釜底抽薪。一位制笔企业
负责人无奈感叹：一个公司花了很大力气
研发的产品，却可能被仿冒打死，导致企业
的合理盈利水平无法保障，无法持续提高
产品品质。这样的市场环境，造成制笔行
业创新能力偏弱，例如，从油性笔、中性笔、
水性笔到中油性笔，圆珠笔演进了好几代，
却没有一项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只
能做别人的追随者。
由此看来，中国制笔业要生存下去，并
抓住机遇完成华丽转身，实现妙笔生花，第
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整顿市场环境。这需要
政府部门加大打假力度，清除拉低产业质
量水平的老鼠屎。同时加强质量监督，建
立健全行业技术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为
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当然，制
笔企业自身也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大胆
创新，靠质量说话，以品牌立身，努力打开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不吐不快

“毒快递”为何
禁而不绝
□ 木须虫
日前，在圆通快递西安市未央区网
点，一个密封的塑料袋包裹向外流液
体，一名快递员凑到跟前闻了闻，瞬间
头晕恶心，经诊断为异氰基乙酸酯中
毒。据了解，异氰基乙酸酯属于危险化
学品系列，有毒性，属于禁递品，随后该
公司 20 多名人员到医院检查。
（据《华商报》
）
2013 年 11 月底，一件由武汉发往
山东潍坊、装有氟乙酸甲酯的快件投递
中发生泄漏，污染了其他快件，最终导
致 8 人中毒，其中 1 人死亡，被称之为
“夺命快递”。发生在西安的这起“毒快
递”事件，尽管有惊无险，没有发生大面
积人员中毒，但足以折射出快递行业的
安全漏洞。
危险化学品是法律法规规定的禁
寄品，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快递不应
是危化品运输途径的选择。从某种意
义来说，选择快递危化品本质就是危
害公共安全。然而，快递禁寄品一直
以来在行政与治安及刑罚的对接设计
上比较模糊，不出事不追究、不发生
大的危害不入刑。显然，如此低廉的
违法成本，首先难以使“毒快递”的
发生止于未然。
其次是快递验视制度几乎是一纸空
文，
虽然《邮政法》、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明确要求了禁止邮寄的违禁
物品种类和严格的验视制度。但现实
中，
快递公司为了保证收寄效率，
往往忽
视这一环节。与快递企业的无视相比，
监管部门的重视也是远远不够的，监管
离得很远，监管的手段也很落后与松
软。这无形使得
“毒快递”
在运输转送的
多个环节中处在失控的真空中。
应当来说，
“毒快递”
构成危害，
快递
行业是最大的受害者，其从业人员可能
面临中毒乃至死亡的危险，企业也因此
面临严厉的行政处罚和不菲的民事赔偿
代价。面对可以预见的风险成本，快递
企业为何警而不醒？这些年，快递行业
因电子商务的崛起而迅猛发展，然而以
加盟为主要形式的扩张发展太快，员工
流动性大且素质堪忧，快递企业内部管
理粗放，
都给其埋下了太多的安全隐患。
“毒快递”事件折射出行业管理与
引导培育滞后。一方面有关部门需要
改变监管方式，拿出更多务实有效的管
理举措。如，利用更多的安检设备来保
障快递业安全，对快递加盟进行资质管
理等。另一方面在立法上，需要建立更
明晰的快递行业管理规范，对于因管理
不善、造成安全事件的快递企业，应让
其承担巨额代价，建立利益的杠杆，倒
逼企业加强安全管理。此外，要促进禁
寄品法规的行刑对接，在验视制度之外
再支起一张法网。

据新华网报道，河北诚信有限责任公司等 20 多家化工厂，多年来将含有氰化钠等毒素的污水大量排放，造成附近几个村庄
的地下水和农田污染，部分群众被迫买水度日。
王铎 作

酒过三巡要提神儿
□林鸣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历来被看做
一场宴会的佳境。这个时候宾主大都进
入醺醺然的状态，
有的畅所欲言，
有的沉沉
入睡，这是人们最容易放松警惕的时刻。
于是，
有些不好的故事悄悄发生了——故
事的
“主角”
当然是酒。更奇妙的是，
酒不
仅能把人灌醉，
有时候连它自己也
“醉”
了。
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的通告揭开了
保健酒行业潜规则：不少企业的保健酒
壮阳功效竟靠“伟哥”支撑。现已初步查
明含“伟哥”的产品有 27 种，正在调查涉
嫌添加“伟哥”的产品有 27 种；初步查明
含他达拉非等化学物质的产品有 7 种，
正在调查的产品有 8 种。这些违规添加
西地那非以及与西地那非类似的化学物
质保健酒，涉及鹿鞭酒、神力酒、阳春酒、
神液酒等，并在产品名称、标识、标签上
明示或暗示壮阳、性保健等功能。执法
部门现要求所有相关生产企业均须开展
自查。凡违法添加西地那非等化学物质
的，要立即停止生产，就地封存产品，召
回已售出产品。同时，所有经营者应对
其所销售的产品进行自查，发现上述产
品一律立即停止经营，下架封存，并向所

在地监管部门报告。我们在这里提醒消
费者，酒是酒，药是药，把酒当成药来喝，
小心伤了自己的身体。
为了攀比富贵，有段时间流行“喝”
金子。权威人士表示，目前我国还未批
准金箔作为食品添加剂在白酒中使用，
因此可以断言市场上的金箔白酒都是违
规的。至于这些酒里究竟添加了多少金
箔？多数商家的回答很含糊。人们表示
担心：生产标准不清晰，会造成市场的混
乱。相关部门应对违规销售行为进行监
督查处，否则生产者和销售者对食品安
全的理解容易出现模糊甚至偏差，可能
造成食品安全风险。媒体近日调查发
现，在知名网站上，多家商铺都在销售金
箔酒。这些金箔酒既有本土品牌，也有
来自日本、欧盟，以及中国台湾的进口产
品，价格均高出同类普通白酒，单瓶报价
在 200 元以上，有的金箔酒一瓶价格甚
至高达 4800 元。医生在一旁提出警告：
从安全的角度看，
“ 喝金子”的豪举应该
暂缓。
追求时尚的年轻人都晓得：酒世界
里，有只狡猾的动物叫“猫腻”，它平时最
喜欢藏身酒吧和 KTV。这里灯光昏暗、
光怪陆离，人和人彼此看不清面孔，而吧

台上各色洋酒却异常闪亮。业内人士揭
露说：客人喝的第一瓶酒往往是真的，但
当他们进入微醺状态，送上来的第二瓶
酒就可能是假的。很多劣质的葡萄酒，
都是用酒精、糖精、葡萄香精、色素、防腐
剂 等 勾 兑 的 —— 业 内 俗 称 的“ 三 精 一
水”，酒里根本就没有葡萄汁。这些假酒
分好几个档次，把低档次的威士忌灌瓶
卖算是有良心的，更多的是直接勾兑酒
精和一些说不出来的物质来充当洋酒。
这种酒对人的身体有一定伤害。很多到
酒吧消遣的客人，第二天都觉得头痛欲
裂，甚至几天都是昏昏沉沉的。有个段
子说：一位歌厅老板警告服务生“如果客
人喝了 4 瓶红酒，再要就告诉没货了。”
服务生问为什么？老板怒骂“把人喝死
了怎么办！”
在一个把盏尽欢的场合，要求酒客
保持清醒头脑，并准确分辨酒品质量，大
概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监管部门可
不能“醉眼朦胧”，放松警惕，而是要时刻
盯紧“酒鬼”、抓住“酒耗子”、将各色“猫
腻”一网打尽。媒体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要做好酒客的消费顾问、耳目和保护人，
这个角色大概相当景阳冈上高喊“三碗
不过冈”
的酒馆伙计吧？

农业转型要在质量效益上“精耕细作”
系、生产体系和产业体系为重点，着力转变
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和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出台了《关于加快 管理方式，
推动农业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转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围绕转变农业 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
由主要依靠物质
发展方式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进行了系 要素投入转到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
统部署，提出到 2020 年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素质上来，
由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
要取得积极进展，到 2030 年要取得显著成 可持续发展上来，
走产出高效、
产品安全、
资
效的宏伟目标。
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同时，国办还提出要把“坚持把增强粮
加速和经济多年发展之后，传统农业的格 食生产能力作为首要前提”、
“坚持把提高
局早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农业人口的持续 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等作为我国加快
减少，还是新型农业方式的不断涌现，都给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原则。由此可
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见，从单纯地追求数量到数量、质量和效益
此次作为国家层面首个系统部署农业转方 并重，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是我国加快农业
式的重要文件，
《意见》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之路。换言之，我国
时期我国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明晰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需要在质量效益上“精
的路径，
对我国农业转方式意义重大。
耕细作”
。
在迈向新型、现代化的农业之路上，国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需要在质量效益上
办给出的答案是：
以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 “精耕细作”，首先是保障粮食安全确保食
规模经营为核心，以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 品安全的需要，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

□ 徐建华

全的源头，要维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唯有从源头入手，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和粮
食安全的保障水平。同时，这也是发展现
代农业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现代化农业之
路，必须是产业化、规模化和专业化，是可
持续发展的质量效益型农业。当然，这更
是适应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做出的选择，随
着原有农业发展格局逐渐被打破，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的问题越发突出，加上我国农
业发展面临资源过度开发、生态遭到破坏、
农村环境不堪重负等情况，必须转变传统
发展方式，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否则稳粮
增收将难以为继。
农业发展在质量效益上“精耕细作”，
首要的就是应当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标
准化的生产方式本来是工业化的产物，随
着现代化农业越来越具有工业化的特征，
借助标准化的方式发展农业种养殖，是提
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的必由之路。在国办
发布的《意见》中，也专门提出要“全面推行

农业标准化生产”，包括“继续推进农业标
准化示范区、园艺作物标准园、畜禽标准化
示范场和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建设，扶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率先开展标准化生产，
实现生产设施、过程和产品标准化”，正是
看到了标准化在现代农业中的重要作用。
要知道，农业标准化既能推动农业走向现
代化、增加产量，还有利于确保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
农业发展在质量效益上“精耕细作”，
还需要大力推行农产品品牌化。品牌是市
场竞争最好的“武器”和“通行证”，也是高
质量的象征。农产品品牌化，一方面能够
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打破农产品价格“天
花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农产品参
与全球市场竞争，提升我国农业的国际竞
争力。品牌塑造非一夕之功，它需要以质
量安全为基础，还需要借助科技创新、信息
化等多方助力，最终实现我国农业的转型
升级之路。

热点关注

“食品犯罪终身禁入”
还需严格执法
□ 廖海金
新修改的《食品安全法》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
行，该法进一步加大了对食品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包
括：提高罚款额度，最高罚款 30 倍；同时引入行政拘
留；并规定，
情节严重将遭遇行业终身禁入等处罚。
（据《人民日报》
）
纵观新的 《食品安全法》，它或多或少地契合了
现实监管诉求，其中一个重要看点莫过于，加大了在
食品领域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食品安全犯罪人员除
了追究应有的刑责外，还会被“终身禁入行”的信用
惩戒，这给制度通上了“高压电”。这一终身禁入制
度的建立，为食品安全建立起了一道篱笆，将不法之
徒逐出市场。不得不说，这是法律不断完善、制度及
时跟进的有效举措，也是打击食品犯罪杀手锏，值得
期待。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转型时期，也处于从保障食
品供应转向保障食品安全的进程中。这个阶段，食品
安全问题往往多发易发。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
法犯罪成本过低，
“ 法不足畏”，往往使一些人逐利而
往、知法犯法。从接连发生的各种食品安全事件来看，
不是我们的法律法规缺乏，而是再多的法律法规，缺乏
细化的制度跟进，尤其是“致命性打击”力度不够，因而
效果往往不尽人意。
从人性来说，在利益的诱惑与驱使之下，个体经济
人的道德往往是靠不住的，这早被迄今为止仍不轻松
的食品安全监管形势所验证。正因为如此，提高食品
安全违法的成本就刻不容缓。现如今，提高罚款额度、
引进行政拘留尤其是“终身禁入”等处罚，就是将食品
生产者和监管者都置于违法的高风险中，这是与国际
经验和地方举措接轨的做法，也是改善食品安全现状
的必须之举。
应当承认的是，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我们说过太
多的狠话，但真正严厉的制度安排与执行却乏善可
陈。事实上，一千句狠话比不上一个“终身禁入”。有
了这种针对性极强的规定，就抬高了食品安全生产经
营的门槛，正如业内人士所说，这是让“准入制”与“淘
汰制”共同发力，给食品安全加上了双保险。
“ 终身禁
入”可以说就是防范食品安全的一门“绝活”，将食品安
全违法犯罪者打入“死牢”，判入经营资格的“死刑”，形
成了“一日犯罪，终身遗憾”的高压态势，使违法犯罪者
没了经营的资本和资格，永远被开除出市场。
法严人思善。“终身禁入”找准了食品安全犯罪
的“命门”，是打蛇打在 7 寸上的致命一击。然而，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规范不会自动转化为生活事
实。新 《食品安全法》，急需一系列可操作的配套制
度安排，辅以最严格的执法，抬高犯罪成本，对违法
者施以严惩，以在食品安全治理中实现良法善治。从
这个意义上说，该法需用执法体现“最严”，这是此
次食品安全法重新完善与改进的初衷，更是广大消费
者的迫切诉求。“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只有严字当
头、重典治乱，让不法分子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起
到真正的警示作用。

保障导游劳动权益
利于净化旅游市场
□ 吴学安
国家旅游局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
工会正在研究起草 《关于进一步加强导游劳动权益
保障的指导意见》，就劳动合同集体协商、工资和社
会保障等作出规定。下一步，旅游局将会同有关部
门在大型旅游企业开展导游、领队管理体制改革试
点和劳动合同集体协商试点，切实保障导游、领队
的合法权益。
（据《法制日报》
）
据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提供的最新数字，截至
目前，全国取得导游资格证人员数量为 95 万多人。目
前，国内导游分为签约导游和社会导游两种，前者归
旅行社管理，有底薪和保险，劳动权益相对有保障；后
者属兼职人员，无固定收入、无社会保险、工作稳定性
差。无论是签约导游还是社会导游，导游行业的基本
收入普遍不高。相对社会导游来说，签约导游的工资
待遇要稍好，收入主要由旅行社发的底薪加绩效补贴
构成，而大批社会导游收入仅靠提成，不仅收入无法
保障，生存压力也大，无保障的收入状态成为社会导
游无底线敛钱的诱因。
目前，社会导游人员数量占全国导游员总数的
70%左右，社会导游已成为各地旅游接待的主体力
量。一方面，目前大量导游未能与旅行社签订劳动合
同，合理的薪酬机制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受旅游市
场零团费等不规范经营行为影响，一些导游人员的主
要收入依靠购物回扣和增加自费旅游项目提成等方
式获得。旅行社不仅不向导游支付带团服务的劳动
报酬，甚至还要求导游向旅行社支付费用以获得带团
机会。这既损害了导游的权益，也制约了旅游业的健
康发展。
不可否认，时下，导“游”成导“购”是业内
比较突出的问题。导游人员既是不规范经营行为的
实施者，又是受害者。导游作为旅游从业人员是属
于被规范的对象，但从劳动者权益保障角度而言，
他们的合法权益法律也给予明确保障。之所以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导游劳动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
主要是因为近些年频频发生的导游强迫购物、侮辱
游客的事件，社会各界呼声比较高。同时，旅游业
也存在导游无底薪、无保障等问题。该意见也强
调，加强导游劳动权益保障的主要工作有理顺旅行
社与导游的关系、依法保障导游合法劳动报酬和社
会保险权益、加强导游执业的劳动保护和职业培
训、开展导游劳动报酬集体协商和指导性标准制定
工作。
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制定过程中，该
意见本着平稳有序、加快推进，兼顾利益、实现共赢，
加强协作、创新模式的基本原则。导游人员劳动权益
保障既需要旅游企业落实法律规定，也需要旅游部门
加强行业监管，更需要广大导游员树立依法履职、依
法维权意识。一方面，在完善薪酬机制的同时，要加
强导游自律管理，严格规范导游执业行为，提升导游
服务质量，杜绝强迫消费等损害旅游者权益的现象；
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旅行社及导游、领队的管理，
规范出入境旅游经营活动，能够切实维护旅游者合法
权益，促进文明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