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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百姓关切”系列评论

四个“最严”守护百姓舌尖安全
朱

磊

陈

有些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放大了食品安全个体事件的负面作用，甚至对整个行业造成了不可
挽回的损失。四个“最严”，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些违法违规现象，严把食品安全每一道防线，对
敢于触碰食品安全底线的企业和个人零容忍、下重拳
岁末年初，食品安全这根弦绷得紧
而又紧，党和国家领导人针对食品安全
问题密集发声。
十几天前，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食
品安全监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严字
当头，严谨标准、严格监管、严厉处
罚、严肃问责，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
严管、风险严控。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食品安
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要坚持“最
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
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一个“严”字贯穿始终，并被反复
强调，说明党和国家把食品安全问题放
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下最大决心来严
管食品安全问题。

从“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出台，
到现在一系列配套措施陆续施行，各相关
部门不断落实监管责任，推动食品安全工
作不断加强，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近几年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投诉少了；媒体中曝
光的塑化剂、工业盐、毒奶粉这类伤人害
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少了；老百姓吃得更
加安心、更加放心了，食品安全形势呈现
出好转的态势。
但是食品安全领域有些问题，却顽
固依旧。1 月 3 日，食药监总局通告 7 批
次不合格食品，其中部分不合格食品居
然在京东、天猫等知名网站热卖；曝光
多次的黑作坊、脏外卖，换了个名字又
开始违规营业；有一些知名火锅店，被
相关部门惩罚过多次，却还在用地沟油
“刺激”食客的舌尖……这部分漏网之

鱼，影响依然恶劣，放大了食品安全个
体事件的负面作用，甚至对整个行业造
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之所以特别强调“严”，就是要从根
本上消除这些违法违规现象，严把食品
安全每一道防线，对敢于触碰食品安全
底线的企业和个人零容忍、下重拳。
“最严谨的标准”，要求相关部门加
快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抓紧制定一
批急需的标准，推动食品安全标准与国
际标准对接。
“最严格的监管”
，
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严
防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发生，
坚持源
头严防、
过程严管、
风险严控，
对各种违法违
规现象一追到底，
一查到底，
绝不姑息。
“最严厉的处罚”，要求执行部门用最
严厉的处罚坚决遏制和打击违法犯罪行

为，让敢于触碰食品安全底线的责任主体
吃不了兜着走，给其他市场主体起到警示
作用。另一方面，以严厉的处罚净化市
场，消除“污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安全”
。
“最严肃的问责”，要求严格执纪、
严肃追责，不折不扣落实食品安全责任
制，研究制定食品安全工作问责办法，
用最严肃的问责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切实
依法履职尽责。
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国务院食品
安全委员会 1 月 3 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2017 年重点工作。其中，
“ 国家食品安全
监管体制改革”让公众充满了期待。能不
能进一步扎牢制度的笼子，形成一个严密
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相
信 2017 年会有一个新的答案。

协同创新正重塑全球装备制造业
徐惠喜
装备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骨架和支
撑，乃国之重器。其关联产业多，吸纳
就业能力强，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将其视
为战略性产业，目前市场规模已超过 7
万亿美元。近来，国际装备制造业发展
呈现新趋势，协同创新正在重塑全球装
备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正从单个企业创新向跨
领域多主体的协同创新转变。众所周知，
装备产品由大量的子系统和元件构成，其
技术深度和宽度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和集
成性。随着科技进步，产业分工日益细
化，产品复杂程度不断提升，装备制造企
业的产品被嵌入复杂的技术网络中，传统
创新活动中由单个企业独立研发并主导
新技术的机会大大减少，单个企业难以也
无法覆盖全部创新活动。供应商、产品用
户、产品标准及行业监管机构均参与装备
产品的创新和系统集成过程中。这就要
求企业能够善于利用外部技术资源，与不
同创新主体联合，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
置。网络化的众包、众创、众筹、线上到线
下等新型创新方式在装备制造业领域密
集涌现，成为创新的主流模式。
在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流程方面，智
能制造成为创新突破的主攻方向。不管
是美国的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德国的工
业 4.0，还是法国的新工业计划，发达国
家制造业发展战略都将智能制造作为发
展和变革的重要方向。美国推进信息技
术与智能制造技术融合，建设智能制造
技术平台，推进智能制造产业化和工程
化。德国实施工业 4.0 战略，智能工厂和
智能生产是两大主题，德国政府尤其重
视工业标准和智能制造基础建设。日本
发布的制造业白皮书提出要重视工业大
数据和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推广，其“机
器人新战略”提出的目标是成为世界机

器人创新基地、世界第一的机器人应用
国家、迈向世界领先的机器人新时代。
韩国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为目标，促
进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相融合。韩国政府
计划在 2020 年之前打造 1 万个智能生产
工厂，将韩国 20 人以上工厂总量中的 1/3
都改造为智能工厂。
专家指出，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包括
智能化的产品、装备、生产、管理和服
务，主要载体是智能工厂和智能车间。
国际领先企业开展了很多尝试，通过利
用智能自动技术提升人机互动的效率。
如英国航空发动机公司罗尔斯·罗伊斯
与微软公司合作，利用后者强大的云计
算软件和数据处理能力，推动航空发动
机智能化。德国西门子公司凭借先进的
装备制造能力，贯通信息化物理网络，
该公司的安贝格工厂的大多数制造单元
都可以接入网络，自动组装零部件。大
型跨国公司系统性地利用智能自动技
术，推动了自身和本行业的产品、服务
乃至业务模式转型，引领着整个行业的
发展。
绿色化和服务化是国际装备制造业
创新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新能源技术不
断进步，清洁能源应用日渐成熟，制造
业进一步向低能耗、低污染方向发展，
国际范围内“绿色供应链”“低碳革命”
和“零排放”等新的产品设计和生产理
念不断兴起，推动装备制造业的绿色发
展。同时，装备制造业也正在向服务化
转型，从以“硬件”生产为中心向以
“软件”服务为中心的综合工程能力产业
转型，其核心要求是投入和产出的服务
化。企业将客户导向和需求导向贯穿整
个生产过程，面向客户的主动协同成为
企业运作的重要模式，实体价值和服务
价值都成为企业的重要价值来源。

在各地扯起
“基金小镇”
建设
大旗的背后，资产管理行业的配
套设施、财富管理产品的发展理
念能否跟上尚待观察。因为，打
造基金小镇门槛相当高，离开了
相关先决条件，单纯依靠建设高
端房地产的思维发展基金小镇，
只会带来一个畸形、
无序、
高风险
的区域私募基金市场，不但契约
精神无从谈起，产业带动无从实
现，就连最基本的代客理财能力
也无法落实，到头来恐怕只会留
下一片空荡荡的
“高端楼盘”

随着最近安徽合肥、陕西西安、四
川成都等地宣布打造特色“基金小
镇”，目前国内提出或已建成基金小镇
的城市已超 15 个。据不完全统计，这些
基金小镇提出的未来资产管理规模合计
超过 4 万亿元，重点引进和培育的基金
品种涵盖私募证券基金、商品基金
（CTA）、 对 冲 基 金 、 私 募 股 权 投 资 基
金、创投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几乎所
有大类资产配置领域，力争吸引的核心
基金类企业合计超过 2 万家。且不说资
产管理规模能否最终实现，单单是目标
基金公司数量就已超过目前全球对冲基
金大本营美国格林尼治小镇。
然而，在各地扯起“基金小镇”建
设大旗的背后，资产管理行业的配套设
施、财富管理产品的发展理念能否跟上
尚待观察。这些斥巨资打造的交通完
善、环境美好、教育发达的高端住宅能
否引来“金凤凰”还要打上问号，而现
有的基金小镇能在多大程度上服务和支
持实体经济，尚需太多的金融发展实践
来论证。
基金小镇发展模式，主要来自欧美
发达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誉为全

静

在去年 3 月的“人机大战”之后，近日一个神秘的围
棋高手“master”在奕城和野狐两大对弈平台，横扫包括
柯洁、朴廷桓、井山裕太等中日韩几乎全部一线棋手，甚
至体现出让顶尖棋手二子的实力。在取得 60 连胜 0 负的
战绩后，
“master”摘下面纱，承认自己就是升级版的 Alphago。人工智能的实力和成长速度令人震惊！
人工智能在围棋上的突破，并不仅仅是提供了又一
项新工具这么简单，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什么能够在思
考和决策上超越人类能力。特别是考虑到新版本的 Alphago，其实力增长已不再来自于职业棋手的棋谱，而
来自于自我对弈和自我学习。这就意味着，人们虽然
“教给”人工智能学习的方法，但其实未必理解它做出
决策的理由，人工智能正在完全不同的维度上，走出一
条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崭新的路。
有人因此颇为担忧，认为人类开发人工智能是打开
了“潘多拉盒子”，未来人工智能可能将成为人类的“敌
人”，并且可能主宰世界。从目前的技术发展来看，这是
杞人忧天。无论是感知还是认知层面的人工智能，前者
包括语音、图像、视频等内容的识别，相当于效法人的五
官，后者包括无人驾驶、下棋、打游戏等等，效法的是人大
脑的思维过程。两者都没有自己的意识，只是按既定规
则运行，和人类并不构成竞争关系。能够创造工具、利用
工具来解决问题，仍然只是人类在智能上的巨大优势。
更重要的是，“master”在围棋比赛中，改变了许
多已经流传数百年的定式，下出了职业棋手们难以想象
的应对棋。人类掌握的围棋理论，来自于经验的总结和
传承，但这毕竟是基于有限计算力提炼出的规律，未必
都那么准确。当计算力有了巨大提升，再加上适当的思
考方法，人工智能有可能找到新的规律，甚至打破人类
既有的规律体系。望远镜的发明，早已让“地心说”被修
正为“日心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工智能就是我们时
代的“望远镜”，通过借助人工智能，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决
策的方式，能以前所未有的途径解决问题。
不过，正像古老的围棋所受到的冲击一样，人工智
能的兴起，必将对诸多传统产业提出挑战。从现在起，
有关部门就应该认真研究人工智能，在人才培养，第二
技能培训乃至学科设置等方面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南京地铁不再提倡“ 右立左行
右立左行”
”
南京地铁近日发文称，约 95%的自动扶梯右侧磨
损严重，不再提倡“右立左行”，站稳扶好更重要！专
家也称，“右立左行”确实会对电梯造成损害，且自动
扶梯并不适合行走。

朱慧卿作
朱慧卿
作（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

@李玉芬：电梯的设计本来就比一般的楼梯要
窄。上行电梯还好，下行电梯如果人原本就多，还有
人匆忙地走，万一出现冲撞等突发事件就很危险。
@李凤文：乘扶梯“右立左行”给人以方便，这
是一直倡导的文明行为，现在看来应该改变了。

“网络黄牛”
随着春运临近，携程、去哪儿、艺龙等国内多个知名互联网旅游公司，近来
纷纷推出刷票软件替客户抢票的业务。对于公司收钱帮忙抢票的行为，有人叫好
有人质疑。赞同者认为，旅游公司提供服务，公司赚钱客户省事，你情我愿；反
对者则将这类行为称为“网络黄牛”。正是这些“网络黄牛”的存在，让个人通
过 12306 等官方平台购票越来越难。建议相关部门应对此及早做出明确解释，厘
清问题，让人们购票回家更顺畅。

（时 锋）

建设基金小镇避免贪多求快
周

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挑战

近日 《长城》《摆渡人》 等贺岁新片面临巨大舆
论 风 波 。 先 是 《长 城》 上 映 后 ， 微 博 大 号 “ 亵 渎 电
影”进行恶意人身攻击，引发口诛笔伐；后有豆瓣
为 《摆渡人》 恶意刷一星事件，再掀轩然大波。
@ 老 邻 居 ： 电影评论出发点应该是善意的讨论与
评价，而不是恶意的攻击，或是扭曲的神炒。捧红和扼
杀都不可取，应实事求是地开展电影评论。
@顺其自然：现在有些网评人士仅从一点小事就
放大事实，并取上一些博人眼球的标题来吸引公众，造
成人们的误解，这是不对的。对事实评价要尽量客观、
公正，不要夹杂太多的个人好恶。

中小学辅导班仍火爆

琳
球对冲基金“大本营”的格林尼治小
镇。相比单个基金公司的发展，基金小
镇由于背靠国际或国内的金融中心，有
多家基金公司聚集，利用私募证券、私
募股权等基金综合化经营优势，能够更
好地促进当地私募基金产业链经济的
发展。比如，在国际金融中心旁边建
设私募证券基金聚集地，既省去了在
主城区昂贵租金的烦恼，让相关基金
公司享有信息、交通、税收等方面便
利，还有利于大批涉及私募营销、外包
服务、风险控制、产品发行通道等领域
的中介公司大展拳脚，有利于带动与资
产管理行业相关的上市公司及其他金融
服务业整体快速发展。再比如，在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扎堆的城
市，资本和产业对接的渠道往往更直
接，创新创业从想法到产品的过程往
往更容易付诸实施，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的效率有望更高。
但是，不要忘记，打造这样的基金
小镇门槛相当高。首先需要国内的社
会信用环境、资本市场整体发展水
平、法律法规完善程度达到一个新的
高度，需要金融中心城市强大的辐射

贺岁新片遭恶言相向

带动效应。其次，要拥有一批相当成
熟的资产管理人才、风险投资者人
才、产业发展人才、合格投资者以及
权责明确的监管体系。再次，需要有
宏观经济层面、上市公司层面以及并
购重组市场等多个层面的带动和支
撑，尤其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来
说，只有新的经济发展业态不断涌现
才会产生强大的融资和上市需求，进
而拉动私募基金市场不断走向繁荣。
反过来看，离开了这些先决条件，
单纯依靠建设高端房地产的思维发展
基 金 小镇，只会带来一个畸形、无序 、
高风险的区域私募基金市场，不但契约
精神无从谈起，产业带动无从实现，就
连最基本的代客理财能力也无法落实，
到头来恐怕只会留下一片空荡荡的高
端楼盘。从这个意义看，各地建设基金
小镇的初衷并无不妥，但应考虑整个经
济基本面因素、区域经济因素、外部
法律环境以及自身经济定位等因素，
既要避免贪多求快、一哄而上，又要
加快学习国外先进的资产管理经验，
从当地实际出发，择时择机发展适宜
的特色小镇经济。

报告显示，2016 年，全国中小学辅导机构的市场规
模超过 8000 亿元，上课外辅导的学生达 1.37 亿，平均每
位学生花了约 6000 元，就连教育部原基础教育司司长
王文湛的孙儿也在上辅导班。
@ 王 宗 征 ： 课外辅导班名目繁多，泛滥成灾，冲
击了正常的普通教育，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学生家
庭的经济负担，这种“社会病”不治理不行了。
@骆驼祥子：建议加强老师课堂讲课的质量，监管校
外辅导教学水平，
不合格的该整顿就整顿。腾出时间让孩
子更自由发挥自己的潜能，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胡达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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