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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 AⅡ·07

羊妙妙抽奖结果揭晓——

看看获奖名单里有你吗？
□记者 牛洁 周星 孙贝 文 王亚鸽 摄影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等到大奖揭晓的日子。昨日（1月17
日）上午，“读羊妙妙特刊，赢现金大奖”抽奖仪式成功举行，共有
211名参与者获奖。当天，“豫直播”平台对整个抽奖过程进行了
直播。

此次活动得到读者和网友的强烈关注，因参与者积极性爆
棚，河南羊妙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决定，将幸运奖的人
数由40人增至200人。抽奖当天，还邀请了羊妙妙的客户担任
抽奖嘉宾，并公开征集了两名网友担任监督员。

需要提醒的是，名单中标注的奖金均为税前金额。一、二、
三等奖获奖者需凭身份证、手机号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郑州市
农业路东 28 号）二楼领取。联系人：牛洁；联系方式：
18537175430。幸运奖获奖者，羊妙妙会将奖品送到您手中。

（扫描下方二维码，回看直播）

付 艳 159****9295

李 鸾 130****6158
朱江华 139****0822
王惠玲 183****1853
李河报 186****9370

王晓红139****2988
赵俊忠 152****4922
张瑞宁 135****0668
张雨 181****3515
蒋博宇 185****1902
孙喜梅 155****1322

张少华 189****5856
李建波 151****9883
宋长安 135****1368
赵二晓 136****0661
淳风柒 133****6644
赵东伟 151****8212
王志刚 185****9543
赵桂英 136****1940
龚伟 136****5896
黄娟娟 158****2285
许柯柯 180****0685
林墨 185****9071
董劲豪 131****8693
郭录奎 136****6245
薛永霞 136****2204
王五军 138****2528
闫树霞 181****7971
袁海潮 187****5290
乔丽华 135****8367
张荣荣 187****6699
谭汇 188****1370
郭玉莉 135****2356
王小飞 183****6650
陈冬兰 136****6886
黄楠157****0619
陈胜阳 138****5532
赵方洁 187****1351
康为民 188****5662
任高杰 159****7230
杨瑾 136****9388
王海涛 138****9359

农业部：
我国生鲜乳质量已达发达国家水平

□记者 韩聪聪

近年来，乳业发展状况受到
社会多方关注。昨日，记者从农
业部网站获悉，2017年，我国生
鲜乳乳蛋白率抽检平均值3.2%，
乳脂肪抽检平均值3.8%，分别高
出生乳国家标准0.4和0.7个百
分点，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三聚
氰胺等违禁添加物抽检合格率
连续9年保持100%，生鲜乳抽
检合格率99.8%，质量水平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

为保障生鲜乳质量稳步提
升，农业部大力推进优质奶源基
地建设，推动奶业转型升级。从
产业链前端抓起，扩大高产优质
苜蓿种植和粮改饲规模。

目前，我国奶业以规模牧
场、中高产牛群为主体的生产体

系基本形成，规模牧场机械化挤
奶率达到100%。

为构建严密的全产业链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党的十八大以
来，农业部按照《乳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条例》《生鲜乳生产收
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生产和监
管并重，监测和执法并举，加强
对奶牛场、奶站、运输车三个重
点环节监管，实行生鲜乳收购和
运输许可管理，推行政府抽检、
奶站和乳品企业自检的乳品质
量检验检测制度，并着重开展了
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推进监管信息化。在全
国运行奶站和运输车监管监测
信息系统，实时掌握奶站和运输
车的运行和变化情况，对全国所

有奶站和运输车实现精准化、全
时段管理。

二、推进监管制度化。连续
9年开展生鲜乳专项整治行动，
落实各地奶站、奶车专人监管制
度，做到不漏站、不漏车。落实
监管频次制度，定期对奶站、奶
车进行巡查监管，特别是对婴幼
儿配方乳粉奶源的奶站、运输车
和奶牛场全部建档立案，纳入重
点监管。

三、推进监测常态化。连续
9年组织实施生鲜乳质量监测计
划，2012年以来，累计抽检生鲜
乳样品14.4万批次，加大对铅、
汞、铬、砷等重金属和黄曲霉毒
素等的摸底排查，确保乳品源头
质量安全。

朱晓娟 136****9795
万旭 136****4813
李环格 132****5229
马艳霞 153****6143
小娟 180****6273
许龙新 135****4882
弓红亮 138****1570
李连栓 159****4241
徐飞 156****5638
张斐 182****9810
王菊花135****5445
高燕 138****2207
李梦涵 158****5623
刘博 137****1163
赵路莹 133****8307
杨丽 159****5591
涂红辉 151****5710
丁川 132****3871
静默 156****5483
高代钢 131****0772
刘玲178****6735
梁红 187****1711
杜华峰 139****8820
邱锋 188****2723
董计军 137****0528
卢光英 139****2866
王思彤 132****1602
陶东升 135****9700
王宏兴176****7136
刘培锋 138****2216
张燕华 132****1039
李子贤 177****5875
李卫兵 138****5552
郭文玲 150****1710
赵丽 135****0800
周丹 157****9798
史雪莹 152****1636
朱冲139****7959
唐丹丹 155****5567
张明欣 152****1601
刘艳梅 139****1725
王红涛 153****8603
李远 188****8693
胡国平150****4287
陈新 138****2832
张洪繁 152****0561
曹青亭135****0513
王丽 139****2987
宋明星 138****6417
张燕 139****3113
薛龙柱 180****1305
曹怡航 132****5561
吉岭青 136****7908
武斌 152****3421
丁川 155****4085
崔玉琴 182****9168
张祥立 131****1559
范丽131****0100
李潇珂 138****1200
王会民132****1973
李子鸣 183****8745
王荣 132****6867

赵慧 152****8446
杨薛娇 138****8081
贾红欣 137****9555
李四剑 185****8116
卓琳 136****7791
张艳云 155****8237
张鹏 180****0277
王建民 132****9256
李朝阳 138****5121
闫海玲 159****0166
陈艳芳 138****4352
魏淑宁 183****9159
王艳贞 188****7191
刘桂花 150****8297
郑红凡 135****8625
王新宽 135****4743
胡晶莹 155****0426
王芳芳 178****5613
鞠静 178****6278
董艳芳 135****4093
焦帅 186****0990
刘菁 137****5959
赵兰 138****3535
王利利 175****6825
刘莎 189****0253
赵广华 185****7844
范丽 158****6338
张淑玲 136****1366
刘家俊 139****1210
可可 181****8027
李有136****2264
陈兆坤 157****6878
张歆媛 135****1905
宋建军 150****7653
胡福英 139****1339
杨荣光 155****1388

赵方辉 135****7896
陈鹏 150****2248
陈奕璇 183****1726
宋培杰151****6559
陈祥武 180****8724
张魁明 185****7658
邱长青135****3879
刘亚军 187****7727
林志鸿 159****7842
关巧娜 188****7962
芦红瑞183****1720
马方方 155****1283
余林熙 177****5035
乔亚杰 137****4002
李泽富 186****3969
原春青 151****3567
于国锋 189****8206
张宇 134****8829
慧慧 132****3749
刘胜利 139****0028
张宁 137****1923
赵明 136****0649
堂堂 136****3952
朱亚超 152****1054
王楠楠 156****5280
肖君臣 152****4046
余东杰 133****2179
代瑞红 139****6470
王林锋 139****0391
宋林新 159****6171
郭祥永 155****9911
老何 150****6170
张蕴 139****3038
张磊130****6633
蔡青 135****6367
张桂红 176****3663

高金柱 152****5273
崔书理 135****3348
苏若琳 150****8300
刘青 183****1041
马晓慧139****5159
张志恒 133****0699
王世英 152****3415
陈舒慧136****6975
郭小彭 136****1460
李敏135****0721
李晓飞 151****1200
徐燕 135****3622
角帅涛 176****9605
姜百龙 151****3693
陈颖 131****3237
张金梅 137****7533
宋星慧 135****5228
朱利娜 130****9889
焦玉英135****0568
马素丽 152****8366
靳彩玲 158****0019
李嘉豪 181****9527
刘传梅 130****7619
刘艳领171****3308
化军民 138****3703
楚鹏飞 136****2311
闫瑞娟 139****5530
陈伟杰 181****3238
张新灵 151****5133
刘不与 151****1087
梁保国 130****0268
丁世荣 158****2277
梁跃峰 156****6077
张玉娇 155****6169
史聪聪 150****1723

一等奖
1名（5000元现金）

二等奖
4名（1000元现金）

三等奖
6名（300元现金）

幸运奖
追加至200名

（羊妙妙酸奶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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