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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广学生饮用奶计划，加大婴幼儿配方乳粉监管

2025 年，
我国奶业计划实现全面振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牛洁
支持低温乳制品冷链储运设
施建设，制定和实施低温乳制
品储运规范。
加工方面，优化乳制品产
品结构。统筹发展液态乳制
品和干乳制品。因地制宜发
展灭菌乳、巴氏杀菌乳、发酵
乳等液态乳制品，支持发展奶
酪、乳清粉、黄油等干乳制品，
增加功能型乳粉、风味型乳粉
生产。鼓励使用生鲜乳生产
灭菌乳、发酵乳和调制乳等乳
制品。
此外，提高乳品企业竞争

核心提示 | 日前，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奶业
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
见》
（以下简称《意见》），全面
部署加快奶业振兴，保障乳品
质量安全工作。其中提到，到
2020 年，奶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 革 取 得 实 质 性 成 效 ；到
2025 年 ，奶 业 实 现 全 面 振
兴。
《意见》有哪些亮点？记者
为您一一解读。

目标

到 2025 年，奶业实现全面振兴

《意见》提出，将强化标准规
范、科技创新、政策扶持、执法监
督和消费培育，加快构建现代奶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和质量安全体系，不断提高奶
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大力
推进奶业现代化，做大做强民族
奶业。
主要目标为：到 2020 年，奶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

亮点 1

生产，
进一步丰富奶源结构。
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开
展奶牛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支
持奶牛养殖场改扩建、小区牧场
化转型和家庭牧场发展，引导适
度规模养殖。支持奶牛养殖大
县整县推进种养结合，发展生态
养殖。推广应用奶牛场物联网
和智能化设施设备，提升奶牛养
殖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加强良种繁育及推广。建立

范体系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要从严处理。严厉打击非法添
加非食用物质、超范围超限量使
用食品添加剂、涂改标签标识以
及在标签中标注虚假、夸大的内
容等违法行为。严禁进口大包
装婴幼儿配方乳粉到境内分
装。大力提倡和鼓励使用生鲜
乳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支持乳
品企业建设自有自控的婴幼儿
配方乳粉奶源基地，进一步提高
婴幼儿配方乳粉品质。
其次，推进行业诚信体系建
设。构建奶业诚信平台，支持乳

全国奶牛育种大数据和遗传评估
平台，
完善种牛质量评价制度，
构
建现代奶牛遗传改良技术体系和
组织管理体系。扩大奶牛生产性
能测定范围，加快应用基因组选
择技术。支持奶牛育种联盟发
展 ，联 合 开 展 青 年 公 牛 后 裔 测
定。大力引进和繁育良种奶牛，
打造高产奶牛核心育种群，建设
一批国家核心育种场。加大良种
推广力度，
提升良种化水平。

品企业开展质量安全承诺活动
和诚信文化建设，建立企业诚信
档案。充分运用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推动税务、工信和市
场监管等部门实现乳品企业信
用信息共享。建立乳品企业“黑
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加
强社会舆论监督，形成市场性、
行业性、社会性约束和惩戒。
比外，还将健全法规标准体
系、加强乳品生产全程管控等。

大力推广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加大乳制品消费引导

加大乳制品消费引导，也是
为了更好地为河南区域的学生
《意见》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提
提供更新鲜、更优质的学生奶产
到，将大力推广国家学生饮用奶
品，蒙牛集团重点打造蒙牛乳业
计划。记者了解到，2000 年，农 （焦作）有限公司，作为除内蒙古
业部、教育部等七个国务院有关
以外的重点学生奶生产工厂，辐
部 门 联 合 推 行“ 学 生 饮 用 奶 计
射华中、华东及黄河以南区域，
划”，在这一方面，已有乳品企业
并以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
做出积极探索。如蒙牛集团，截
为核心，打造百亿乳制品产业集
至目前，蒙牛集团参与学生饮用
群项目。
奶计划生产学生奶入校的资质
《意见》还提出，要加大公益
已经有 16 年时间。以我省为例， 广告投放力度，强化乳制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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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以上，消费信心显著增强。
奶业生产与生态协同发展，养殖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75%以
上。到 2025 年，奶业实现全面
振兴，基本实现现代化，奶源基
地、产品加工、乳品质量和产业
竞争力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先进
行列。

加大婴幼儿配方乳粉监管，
建立乳企“黑名单”制度

《意见》还特别提出了强化
乳品质量安全监管，其中，加大
婴幼儿配方乳粉监管，建立乳企
“黑名单”
制度格外引人注意。
《意见》提出，将严格执行婴
幼儿配方乳粉相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强化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
配方注册管理。婴幼儿配方乳
粉生产企业应当实施良好生产
规范、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
系等食品安全质量管理制度，建
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和问题报
告制度。按照“双随机、一公开”
要求，持续开展食品安全生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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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效，奶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明
显进展。奶业综合生产能力大
幅提升，100 头以上规模养殖比
重超过 65%，奶源自给率保持在
70%以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
构进一步优化，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品质、竞争力和美誉度显著提
升，乳制品供给和消费需求更加
契合。乳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
提高，产品监督抽检合格率达到

丰富奶源结构，加强优质奶源基地建设

优质奶源基地是保证优质
奶源的条件。在这方面，
《意见》
给出指导。
优化调整奶源布局。突出
重点，巩固发展东北和内蒙古产
区、华北和中原产区、西北产区，
打造我国黄金奶源带。积极开
辟南方产区，稳定大城市周边产
区。以荷斯坦牛等优质高产奶
牛生产为主，积极发展乳肉兼用
牛、奶水牛、奶山羊等其他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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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引导乳品企业与奶源基
地布局匹配、生产协调。鼓励
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
度，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乳品企业等。
最后，密切养殖加工利益
联结。培育壮大奶农专业合
作组织，推进奶牛养殖存量整
合，支持有条件的养殖场（户）
建设加工厂，提高抵御市场风
险能力。开展生鲜乳质量第
三方检测试点，建立公平合理
的生鲜乳购销秩序等。

正面引导。普及灭菌乳、巴氏杀
菌乳、奶酪等乳制品营养知识，
倡导科学饮奶，培育国民食用乳
制品的习惯。
此外，着力加强品牌建设。
通过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组织，推
介产品优质、美誉度高的品牌，
扩大消费市场。发挥骨干乳品
企 业 引 领 作 用 ，促 进 企 业 大 联
合、大协作，提升中国奶业品牌
影响力。

许昌市食药监局魏都分局开展冷饮市场专项检查

整治冷饮市场
共享清凉健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朝林 文图
本报讯 随着气温的日渐
升高，雪糕、冰棒等冷饮食品
广受人民群众的热爱，冷饮市
场逐渐活跃，消费也将日益增
多。为了防范冷饮食品安全
风险，近日，许昌市食药监局
魏都分局组织辖区四个食药
监所，抽调精兵强将对辖区内
的冷饮销售场所开展冷饮食
品批发、零售食品安全专项检
查行动。
执法人员根据夏季冷饮
食品保质期短，易腐败变质，
时令性强，存贮要求高等特
点，加大对重点品种、场所、区
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管力度，有
针对性地组织开展隐患排查
与整改行动，检查的重点区域
包括大型超市、批发市场、居
民区密集区域；检查的重点品
种有冰棒、雪糕、冰淇淋等。
据悉，此次专项检查行动的重
点，一是检查经营业户证照是
否齐全。严格审查各食品流
通业户是否具有“食品流通许
可证”
、从业人员是否具有“健
康证”，以及相关证照是否有
效、是否悬挂在明显位置等内
容。二是检查冷饮进货单据
及进销货台账。重点检查经
营户是否按规定索要进货单
据、是否按规定查看供货者资
质证明，以此来规范经营业户
从正规渠道购进冷饮。三是
对冷饮食品的包装标识、存放
条件等进行检查，查看食品是
否有过期、变质、包装破损、其
它异常情况，标签标识是否符
合《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对过

期变质、三无、假冒伪劣等商
品严格采取下架等措施。四
是查看是否推进食品经营者
诚信自律的体系建设，监督经
营者履行食品安全法定义务，
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等
自律制度，落实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加强对食品包装、标识、
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食品质量
安全情况等的自查自纠，规范
食品经营行为；五是查看经营
者有无冷藏食品未按规定冷
藏、冰柜里冷饮与速冻食品混
放等行为。
据魏都区食药监局局长
王鸿成介绍，此次共检查冷冻
饮品销售批发店 6 家，商场超
市 4 家，从检查结果看，个别
冷饮食品销售超市及批发店
进货台账记录不及时、索证索
票手续不规范、未按存贮要求
摆放等情况。针对存在问题
的 3 家企业，下达责令整改通
知书 3 份，制作现场检查笔录
10 份，接下来，魏都分局将加
大巡查力度，对存在问题的企
业，将加大跟踪检查力度，督
促企业整改到位，消除食品安
全隐患，保证销售冷饮食品安
全。
本报提醒，消费者购买冷
饮时应购买正规品牌的冷饮，
并在购买时注意检查冷饮包
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成
分配料表相关内容，并索要购
物凭证，一旦购买到不合格的
冷饮，可拨打 12331 向食药监
管部门投诉举报。

优化乳制品产品结构，建立现代化流通体系

在乳制品加工和流通体系
方面，
《意见》提出，要建立现代
乳制品流通体系。具体举措包
括发展智慧物流配送，鼓励建设

乳制品配送信息化平台，支持整
合 末 端 配 送 网 点 ，降 低 配 送 成
本。促进乳品企业、流通企业和
电商企业对接融合，推动线上线

下互动发展，促进乳制品流通便
捷化。鼓励开拓“互联网+”、体
验消费等新型乳制品营销模式，
减少流通成本，提高企业效益。

许昌市食药监局魏都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