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束时已普及到 58%的分娩产妇，远远超过预期

的 50% 目标。妇女小组是最理想的销售地点，
零售点也是同样，也有人是向人力车夫处购买

的。销售对象分布情况如下:非政府组织/卫生
人员， 29.37%; 男人， 27.27%; 孕妇本人，

16.22% ;传统接生员， 11. 46%; 孕妇的母亲，

5.17% ;婆婆 6.99%; 家庭其他成员， 2.44%;
店主， 1. 04% 。

结论及建议

本项目的下一阶段活动便是提高接生包的
生产数量，使之能满足眼前的需要。孟加拉国
基督教发展委员会仍将继续为其所在地的群众
生产接生包，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则将批发购
进后，在其项目地区分发。

接生包的售价一直是个问题。进行初步调
查时显示，购用者愿支付的费用高出原来的估
计。而测试期的市场售价则是根据采访时大多
数群众表示愿支付的数额确定的。原来估计大

规模生产后单位接生包造价的下降可能会抵销
样品生产时的高额费用支出。但不幸的是，孟
加拉国去年的通货膨胀率较高，接生包中的某
些物件费用也已大幅度上涨。

为能抵销这种上涨，目前正努力降低成本

而又不致损及现场测试时的设计水平。接生包

的某些物件由当地生产对做到这一点能有所帮
助。包装盒及其所附商标，其成本是接生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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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成本的一半。如能统一购买并就地装配，费
用将在 1/3 以下。这是首选方案。这样做不仅

成本降低，还为当地妇女提供了又一就业的机
会。

接生包最初只能通过现有的非政府组织协

作网分发。推销战略便取决于这种协作网的形

式。例如，电台推销在更广泛的商业性协作网

建成之前便不适用。在此过渡时期，只能使用

招贴画、广告传单，以及可能情况下的人力车
广播流动宣传。

预期今后将由大的零售商作为一项公用事

业来协助推销接生包。在发放他们自己的货物
时，也将接生包以批发价发放给小的零售点，使

他们在零售接生包时，也能从中有小量收益。

接生包经多年的分发使用，其设计和费用

会有所改变，分发的地区会扩大。孟加拉国有

1. 1 亿人口，有着多种类型的消费者及市场。为

能满足其要求，看来有必要在不同售价档次上

设计出品种规格多样化的接生包。需求量的增
加，便要求考虑多样化的推销方式及分发途径。
生产部门还应不断听取消费者的意见，以便使

接生包能满足其需求，并能适应其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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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低脂乳制品业的代价

Jean -Yves Godbout 

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特别是加拿大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乳制品工业的基本政
策是鼓励生产脂肪，而忽视蛋白质和矿物质。远不仅有损于消费者的健康和最高利益，而
且破坏 7 世界贸易。卫生专业人员应不遗余刀地去说服乳制品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改
变对饲养业的支持，多生产和消费蛋白质，少生产脂肪。

在关贸总协定的历史上，农业首次成为谈
判的主题和最大的障碍。问题由奶品行业占显
要地位的富国引起。大量的资源用于增加奶脂
的生产和消费，而蛋白质和矿物质的生产和消
费却受到忽视。

加拿大的乳制品工业

历届加拿大政府都把乳制品列为重要产
品，大力保护和支持乳制品行业及其执行的基
本政策，因而不利于人民的幸福和健康。虽然
25 年前就发出了警告ω，但乳制品行业依然主

要关心奶脂的生产，因为它的销售获利最高。乳
制品本来应多含蛋白质，少含脂肪，但几十年
来情况却依然如故。

乳制品业的社会目标是为人民提供蛋白质
和矿物质，后者主要是与蛋白质相结合的钙。除
了水和乳糖(一种主要的非脂肪固体物)外，脂
肪是乳制品中唯-的另一种主要成分，但它不
含钙。除黄油和奶油外，牛奶和乳制品是加拿
大正式食品指南中的特殊类别。如果不是由于
含有钙，奶和乳制品有可能与肉及其代用品列
为同类。脂肪不应成为动物制品行业生存的基
础，更不应得到政府如此大量的支持。对奶蛋
白质和钙能否给予这样的支持，人们尚拭目以

待。如果国家愿意降低脂肪的零售价，可以有
效地这样做。这就等于支持生产植物脂肪，它
与动物脂肪相比具有同样的营养价值，但价格
较便宜。

政府对黄油和脱脂奶粉(两者分别代表脂
肪和蛋白质)的价格补贴比例鼓励生产和消费
牛奶脂肪。但卫生专家建议，奶类脂肪，特别
是动物脂肪应减少到最低限度。乳制品工业的
某个部门承认脂肪生产过多，并日益受到消费
者的抵制。与此相矛盾的是，农民正被鼓励增
加而不是减少牛奶的脂肪含量。乳制品业似乎
不想宣传消费更多的非脂肪固体，不相信它会
取代人民膳食中的牛奶脂肪。由于价格补贴比
例的失调，奶牛生产的蛋白质被宣布供大于求。
为了获得这部分蛋白质，加拿大人不得不付出
比国际市场或动物喂养市场上"倾销价格"高
出一倍以上的代价。由于认为一部分非脂肪固
体物大于需要，乳制品业不愿意生产更大量的
蛋白质，虽然这是最佳的牛奶营养成分。

支持脂肪的政策压制了乳制品工业的生产
率、利润和竞争力。随之而出现的是价格和

作者为拉瓦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成员，地址Sainte -Foy , 

Quebec. Canada GIK 7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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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家补贴的提高，这是由于 z .对脱脂奶粉的支持价格一直高于黄油的价
种比例的合理标准似乎应与国内相对需求相一 如果用遗传潜力较适宜的公牛进行人工授

一一生产者赔本处理剩余产品因而减少收 格，结果导致非脂肪固体的消费量较低和
致。 精，脂肪含量的增加将不会太高。蛋白质和脂

入; 脱脂奶粉长期过剩(如果奶类脂肪的消费
除非是特别富裕的国家，否则，任何国家 肪产量之间的遗传正相关性应当使人们不必顾

一-脂肪的单位生产成本提高，因脂肪的 量能以同样方式下降，由于这种偏差而造
都负担不起某个经济部门的大量支出，而该国 虑牛奶脂肪有可能会消失。值得指出的是，由

热量比蛋白质和乳糖高两倍多; 成的经济影响会比预期的小)。
人民食用的却是价值最低的产品部分，而牲畜 于有了遗传正相关性，即使进行脂肪的筛选，牛

一一低脂产品市场的扩大受到遏制。 ·社会遭到巨大损失，但由于眼前的损失不
或其他国家的人民却按最优惠的折扣消费最有 奶蛋白质也不会大幅度下降。

这种政策的另一后果是，消费者和付税者 明显，乳制品业的政策未受影响。
价值的部分。但是，乳制品业正在发生值得我

不得不将收入的较大部分化费在每个单位的奶
·牛奶中大量最佳的营养成分被用作动物饲

们深思的事情。显然，非脂肪固体物的表面过 | 政治和经济条件，以及关贸总协定谈判的
制品上，而牛奶蛋白质和钙的销售量则大大低

料，或出口，而为其生产付出心血的人民
剩现象及其严重后果是由于支持价格的人为失 特殊状况正在动摇全球乳制品业的基础。

于合理水平。因此，脂肪、特别是饱和脂肪的
却享受不到。

调。人们不难理解，为何有关国家愿意在乳制
对喜欢食用奶脂肪的人不应夺其所好。但近 25 年来，乳制品业未能执行改组饲养业

消费量较高，而蛋白质和钙的消费量较低。这 、品生产上自给自足。但是，从国家对生产、研
是，这不是热量，甚至不是脂肪的最佳来源。应

样，本可用于改善健康的资源遭到浪费。
以期增加牛奶蛋白质含量的建议m 。

究、发展和销售等的直接补贴来看，这种做法 该由消费奶脂肪的个人、而不是由整个社会来
过去，牛奶脂肪、特别是黄油占了乳制品 全球乳制品状况 的代价是高昂的，而更重要的是，人民不能按

更多地承担其费用。必须迅速而有力地改变政
业的较大部分，可能是由于人们需要较多热量， 较低的国际价格购买乳制品。应由本国人民消 策。应向牧场主们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运动，
而植物脂肪供应较少。因此，乳制品业最初集

对全球乳制品工业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欧洲
费掉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本国生产的乳制 因为他们可能会抑制这种改革。

中全力生产脂肪。虽然大约 20 年前消费模式发 共同体的状况似与加拿大相似。每年，欧共体
品，特别是最佳的营养成分。要做到这一点而 必须消除导致现状的各种因素。乳制品业

生了变化，但由于以脂肪为重点，这种偏见却 国家生产 150 万吨脱脂奶粉中用作人类食品者
又不致扭曲乳制品业的经济，最好的办法是经

的收入中来自蛋白质的部分应当与来自脂肪的
依然存在，它至今不被人们认识。国家、省和 仅 20%左右，用作饲料却达 40%。与市场上各

常调整对脂肪、蛋白质和乳糖的相对需求，调
部分相同。为了取得平衡，必须鼓励消费蛋白

生产者的定额以及政府的直接补贴均以脂肪为 种含有蛋白质和钙质的乳制品所付出的代价相
整支持价格的比例。

质的比例高于脂肪。为了降低非脂肪固体物的
依据。在现有的牛奶支付制度下，生产者的收

比，动物饲料价格较低。同加拿大一样，欧共
奶牛场错误地强调了脂肪生产。它们饲养 相对价格，乳制品生产者得到的牛奶保证价格

入主要依赖于提供牛奶的数量;影响牛奶价格 体各国人民虽然为乳制品生产付出高昂代价， 奶牛的方式是使牛奶的脂肪含量尽可能高，然
的比例应降低。应努力增加低脂乳制品和添加

的其他主要因素是脂肪含量。 却得不到乳制品中大量最有营养价值的成分， 而膳食中脂肪的水平理应降低。由于对脂肪的
非脂肪固体物的乳制品的品种和质量，并开展特别是蛋白质和钙。 需求巳大大降低，以致其真实的市场价格不会
广告宣传。

发达国家乳制晶业的混乱对发展中国家 在加拿大出现的与脂肪成对比的非脂肪固 再弥补为多产脂肪而额外喂养奶牛所需的成
当上述行动一旦取得成果时，国家乳制品

人民的健康和幸福起着不利影响，而且还 体物的真正需求被歪曲的情况，在欧洲市场上 本。
业的新目标就应该是出售最大数量的各类牛奶

干扰了这些国家的乳制品工业。 似乎也有所反映。这对欧共体的国际乳制品贸 国家乳制品业必须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 固体物。应尽量多销售生产成本最低、并符合
易肯定会产生严重影响，因为欧共体的乳制品 以使改革在短期内能以在政治上成为可行。从

人民实际需要的乳制品成分。一旦改革体制，各国家对生产定额定期调整，使之与奶脂肪 贸易额占世界总额的 50% ，对许多国家的乳制 逻辑上讲，在卫生和福利部门工作的人士应帮
类牛奶固体物的消费前景应十分良好。最好的的人口消费量大体一致，而不太考虑非脂肪固

品业的政策和价格都可能会有重要影响。 助促成这种改革。当然，当改革有可能妨害乳
办法是生产低脂产品，主要是部分或全部脱脂体的未消费量(主要是脱脂奶粉)。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长期保证乳制品生 制品业时，则很难得到这种支持。
的新鲜牛奶和低脂奶醋。由于低脂奶醋易于保

发达国家将剩余乳制品向发展中时倾 l 产者的利润大大局于国际价格。这样，必须向
当生产国人民对奶脂肪的购买量降低时 存和食用，可帮助乳制品业争取人用动物蛋白

销"，使它们屈服于不公平的竞争。 乳制品加工业支付高于国际市场的支持价格。
也不应扩大"倾销"。 质的大量市场。在这方面，必须牢记平衡支持

就某个具体国家来说，对两类基本乳制品(黄 '4. 价格比例，换言之，即降低高蛋白奶制品的相
生产者的收入因而与奶脂肪的消费总量几 油和脱脂奶粉)的国家支持价格等于付给生产

应鼓励乳制品业生产蛋白质含量尽可能高 对价格。
乎成正比。生产定额成为重要的经济决定因素， 者的国家乳制品保护价格。一旦划拨一笔经费

于脂肪的牛奶。为此，应大胆改革遗传筛选和 有人会争辩说:脂肪价格较高而非脂肪固
甚至可能比牛奶价格更重要。对以脂肪公斤数 支付给出售乳制品的生产者，必须在两类乳制 其他方法。应牢记，蛋白质和脂肪之间存在着 体物价格较低是不合理的，特别是随着奶脂肪
来表示的定额来说，随着脂肪含量的下降，可 品之间接一定比例进行分配。在这种体制下，这 遗传正相关性。换言之，对蛋白质的强化筛选 的市场的衰退，其实际价格会下降。然而，虽
提供的最大牛奶量会增加。不足为怪的是，补 些价格等于最低销售价和向加工各类乳制品 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增加脂肪含量(虽然是少量 然除去脂肪后，将使未脱脂奶的非水成分损失
贴后的黄油价格比脱脂奶粉低，以此保持脂肪 的工厂供应原料的成本。在加拿大和欧共体国 增加)。但是，增加牛奶的营养成分(干成分) 25%以上，但是消费者仍转向脱脂奶品。不论
的消费量处于较高的水平。 家，乳制品的保护价格超过国际价格，确定这 的浓度会有助于提高其实际产量。 脂肪含量如何，乳制品的价格不相上下。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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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家补贴的提高，这是由于 z .对脱脂奶粉的支持价格一直高于黄油的价
种比例的合理标准似乎应与国内相对需求相一 如果用遗传潜力较适宜的公牛进行人工授

一一生产者赔本处理剩余产品因而减少收 格，结果导致非脂肪固体的消费量较低和
致。 精，脂肪含量的增加将不会太高。蛋白质和脂

入; 脱脂奶粉长期过剩(如果奶类脂肪的消费
除非是特别富裕的国家，否则，任何国家 肪产量之间的遗传正相关性应当使人们不必顾

一-脂肪的单位生产成本提高，因脂肪的 量能以同样方式下降，由于这种偏差而造
都负担不起某个经济部门的大量支出，而该国 虑牛奶脂肪有可能会消失。值得指出的是，由

热量比蛋白质和乳糖高两倍多; 成的经济影响会比预期的小)。
人民食用的却是价值最低的产品部分，而牲畜 于有了遗传正相关性，即使进行脂肪的筛选，牛

一一低脂产品市场的扩大受到遏制。 ·社会遭到巨大损失，但由于眼前的损失不
或其他国家的人民却按最优惠的折扣消费最有 奶蛋白质也不会大幅度下降。

这种政策的另一后果是，消费者和付税者 明显，乳制品业的政策未受影响。
价值的部分。但是，乳制品业正在发生值得我

不得不将收入的较大部分化费在每个单位的奶
·牛奶中大量最佳的营养成分被用作动物饲

们深思的事情。显然，非脂肪固体物的表面过 | 政治和经济条件，以及关贸总协定谈判的
制品上，而牛奶蛋白质和钙的销售量则大大低

料，或出口，而为其生产付出心血的人民
剩现象及其严重后果是由于支持价格的人为失 特殊状况正在动摇全球乳制品业的基础。

于合理水平。因此，脂肪、特别是饱和脂肪的
却享受不到。

调。人们不难理解，为何有关国家愿意在乳制
对喜欢食用奶脂肪的人不应夺其所好。但近 25 年来，乳制品业未能执行改组饲养业

消费量较高，而蛋白质和钙的消费量较低。这 、品生产上自给自足。但是，从国家对生产、研
是，这不是热量，甚至不是脂肪的最佳来源。应

样，本可用于改善健康的资源遭到浪费。
以期增加牛奶蛋白质含量的建议m 。

究、发展和销售等的直接补贴来看，这种做法 该由消费奶脂肪的个人、而不是由整个社会来
过去，牛奶脂肪、特别是黄油占了乳制品 全球乳制品状况 的代价是高昂的，而更重要的是，人民不能按

更多地承担其费用。必须迅速而有力地改变政
业的较大部分，可能是由于人们需要较多热量， 较低的国际价格购买乳制品。应由本国人民消 策。应向牧场主们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运动，
而植物脂肪供应较少。因此，乳制品业最初集

对全球乳制品工业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欧洲
费掉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本国生产的乳制 因为他们可能会抑制这种改革。

中全力生产脂肪。虽然大约 20 年前消费模式发 共同体的状况似与加拿大相似。每年，欧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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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消费者除了对黄油和奶油外，不甚重视其

经济价值。在国际市场上，脱脂奶粉的销售价
高于全脂奶粉，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随着对
某一商品需求的减少，其价格也会降低。本文
建议采取的行动是设法恢复正常市场情况。只

荷当消费取得平衡时，支持价格的比例才应向

相反方向调整，因为很可能人们将继续疏远奶

脂肪。

国际影响

发达国家乳制品业的混乱对发展中国家人

民的健康和幸福起着不利影响，而且还干扰了

这些国家的乳制品工业。

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保护主义和补贴政策

阻碍了目前的多边贸易谈判。主要由于人们认
为与奶蛋白质有关的钙极其重要，因而乳制品

业在许多发达国家占据了十分重要而顽固的地
位，从而严重阻碍着自由化的进程。乳制品业
对关贸总协定谈判的停滞不前负有主要责任。

发达国家将剩余乳制品向发展中国家"倾

销"从而使它们屈服于不公平的竞争。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脱脂奶粉之类的食品援助有时是需
要的，但是如果发达国家将用于生产剩余乳制
品的资金转向帮助穷国发展食品工业和农业，

则从总体来看其效果会更好。不能因生产国人
民奶脂肪购买量的降低而扩大"倾销"。这是需
要经常而定期平衡国家支持价格比例的又一理

由。关贸总协定应在这方面坚持原则，即使对
本国的乳制品业也应如此，因后者对国际竞争

是比较闭塞的。
发达国家出口的遗传材料，常常是发展中

国家奶牛繁殖业现代结构的基础。出口国的遗
传开发至今一直被引入岐途，这种现象给接受
者带来了问题。

发达国家中费用开支的合理化主要是通过
公共发展援助而得以实施，但同时，大量资金
浪费在国际农业战和荒谬的国家乳制品基本政

策上。

上述问题使世界上成亿人一直生活在危险

的情况下，而他们显然没有时间去担心环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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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过剩和其他全球性问题。因此，如不采取行

动，更多的发展问题会损害人类的和谐。
欧洲共同体和加拿大对管理和发展世界乳

制品业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两者的国家乳制品

业均强烈偏爱乳制品中的脂肪生产，而且都不

愿意瞻望未来而采取适当的行动。它们千方百

计地确保对乳制品脂肪的大量需求。但是，对
非脂肪固体物确实有着明显的需求，而且如消

除相反的压力，需求会更大。

必须达成新的多边协议，以纠正乳制品业

的潜在错误，并通过互相帮助以尽量减轻

过渡时期的痛苦。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使国家乳制品业摆脱

困境。卫生部门似应义不容辞地发起行动。可

提出如下两个要求:在乳制品工业中坚决疏脂

肪、亲蛋白;脂肪和蛋白质之间的生产和消费

取得平衡。为此，应特别重视扩大脱脂乳制品

的市场，而应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平衡支持价

格。应尽速实现改革，以避免乳制品业长期处

于混乱状态。社会的每一部分都支持通过改革
取得成果，而社会作为整体亦应付出代价。与
乳制品业有关的各方，包括生产者，对政府乳
制品政策中的严重缺点并没有责任。对纠正缺
点应承担责任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乳制品业。

而且，这种对缺点的纠正将是扩大和繁荣乳制
品工业的唯一可接受的办法。

如果不考虑基本的营弊问题，谈判结果不

可能令人满意。

根据以上新思路应鼓励加强研究，探索如

何增加奶场收入。可以部分通过更好地对乳制
品业提供的肉类进行加工，这样可开辟大大改

进生产率的真正前景。

政治和经济条件和关贸总协定谈判的特殊
状况正动摇着全球乳制品业的基础。必须达成

新的多边协议，以纠正乳制品业的重大失误，并
通过互相帮助尽量减轻过渡时期的痛苦。但是，

如果不考虑基本营养问题，谈判结果不可能令

-r 

.ol队

人满意。

祷*铸

世界乳制品业必须全面改革。中期和长期

目的应该是与向消费者提供动物蛋白的其他部

门进行竞争。完成改革的国家必须迅速取得这

方面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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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消费者除了对黄油和奶油外，不甚重视其

经济价值。在国际市场上，脱脂奶粉的销售价
高于全脂奶粉，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随着对
某一商品需求的减少，其价格也会降低。本文
建议采取的行动是设法恢复正常市场情况。只

荷当消费取得平衡时，支持价格的比例才应向

相反方向调整，因为很可能人们将继续疏远奶

脂肪。

国际影响

发达国家乳制品业的混乱对发展中国家人

民的健康和幸福起着不利影响，而且还干扰了

这些国家的乳制品工业。

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保护主义和补贴政策

阻碍了目前的多边贸易谈判。主要由于人们认
为与奶蛋白质有关的钙极其重要，因而乳制品

业在许多发达国家占据了十分重要而顽固的地
位，从而严重阻碍着自由化的进程。乳制品业
对关贸总协定谈判的停滞不前负有主要责任。

发达国家将剩余乳制品向发展中国家"倾

销"从而使它们屈服于不公平的竞争。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脱脂奶粉之类的食品援助有时是需
要的，但是如果发达国家将用于生产剩余乳制
品的资金转向帮助穷国发展食品工业和农业，

则从总体来看其效果会更好。不能因生产国人
民奶脂肪购买量的降低而扩大"倾销"。这是需
要经常而定期平衡国家支持价格比例的又一理

由。关贸总协定应在这方面坚持原则，即使对
本国的乳制品业也应如此，因后者对国际竞争

是比较闭塞的。
发达国家出口的遗传材料，常常是发展中

国家奶牛繁殖业现代结构的基础。出口国的遗
传开发至今一直被引入岐途，这种现象给接受
者带来了问题。

发达国家中费用开支的合理化主要是通过
公共发展援助而得以实施，但同时，大量资金
浪费在国际农业战和荒谬的国家乳制品基本政

策上。

上述问题使世界上成亿人一直生活在危险

的情况下，而他们显然没有时间去担心环境、人

一 56 一

口过剩和其他全球性问题。因此，如不采取行

动，更多的发展问题会损害人类的和谐。
欧洲共同体和加拿大对管理和发展世界乳

制品业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两者的国家乳制品

业均强烈偏爱乳制品中的脂肪生产，而且都不

愿意瞻望未来而采取适当的行动。它们千方百

计地确保对乳制品脂肪的大量需求。但是，对
非脂肪固体物确实有着明显的需求，而且如消

除相反的压力，需求会更大。

必须达成新的多边协议，以纠正乳制品业

的潜在错误，并通过互相帮助以尽量减轻

过渡时期的痛苦。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使国家乳制品业摆脱

困境。卫生部门似应义不容辞地发起行动。可

提出如下两个要求:在乳制品工业中坚决疏脂

肪、亲蛋白;脂肪和蛋白质之间的生产和消费

取得平衡。为此，应特别重视扩大脱脂乳制品

的市场，而应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平衡支持价

格。应尽速实现改革，以避免乳制品业长期处

于混乱状态。社会的每一部分都支持通过改革
取得成果，而社会作为整体亦应付出代价。与
乳制品业有关的各方，包括生产者，对政府乳
制品政策中的严重缺点并没有责任。对纠正缺
点应承担责任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乳制品业。

而且，这种对缺点的纠正将是扩大和繁荣乳制
品工业的唯一可接受的办法。

如果不考虑基本的营弊问题，谈判结果不

可能令人满意。

根据以上新思路应鼓励加强研究，探索如

何增加奶场收入。可以部分通过更好地对乳制
品业提供的肉类进行加工，这样可开辟大大改

进生产率的真正前景。

政治和经济条件和关贸总协定谈判的特殊
状况正动摇着全球乳制品业的基础。必须达成

新的多边协议，以纠正乳制品业的重大失误，并
通过互相帮助尽量减轻过渡时期的痛苦。但是，

如果不考虑基本营养问题，谈判结果不可能令

-r 

.ol队

人满意。

祷*铸

世界乳制品业必须全面改革。中期和长期

目的应该是与向消费者提供动物蛋白的其他部

门进行竞争。完成改革的国家必须迅速取得这

方面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 Roya!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Agriculture in 

Quebec. The dairy industry in Quebec. Montre

a! , Government of Quebec , 1967 (in French). 

一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