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营养跟不上
没到午餐时间就饿了

孩子在校的营养健康是
学习的重要基础。孩子在校
学习时间较长，一日三餐不能
按时、保质、保量地得到满足；
在校期间运动量大，无法及时
补充能量；没有家长的监督，
孩子偏食情况得不到制止与
改善，这些都是导致孩子营养
失衡的重要原因。

对处于生长发育黄金期
的中小学生而言，营养充足是
最基本的需求。在调查走访
中，也有很多老师反映，大部

分学生在第二节课以后开始
出现饥饿感，注意力开始不集
中，学习效率也随之下降。

学生饮用奶
为孩子带来及时营养补充

早在 2000 年，国家农业
部、教育部、卫生部等七部委
局就联合发起了“中国学生饮
用奶计划”。针对中小学生普
遍存在的早餐吃不好、营养结
构不均衡的现状，倡议课间向
广大学生提供学生奶，为在校
学生打牢营养基础，改善营养
状况。学生奶中含有多种营

养物质，其中优质蛋白质、脂
肪、钙等，对增强体质、孩子骨
骼发育以及身高的成长都有
很大帮助。在课间为孩子补
充营养，避免因饥饿导致孩子
学习状态的低落。同时有效
缓解疲倦、注意力不集中的状
况。课间统一饮奶的氛围还
可以有效培养孩子长期饮奶
的习惯，并能引导孩子形成合
理的膳食习惯和良好的健康
意识。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全新
自然营养，蒙牛学生奶上市了
学生奶行业首款有机纯牛
奶。从原料到生产加工全程
无污染、无添加、无农药残留
及重金属残留。有机纯牛奶
包装一包一码可追溯，经过国
内权威有机认证。蒙牛学生
奶有机纯牛奶甄选优质有机
牧场奶源、精选良种奶牛；自
给自足生态循环系统配合遵
循自然生长规律的饲养方式，
坚持从源头保持有机自然；生
产过程特别采用除菌分离技
术，安全质量有保障；同时利
用降膜设备，实现每100毫升
含 3.6g 蛋白质、110mg 原生
钙。从奶源到生产到加工全
链有机，为孩子带来大自然的

营养馈赠。

2002年，蒙牛成为首批响
应“学生奶计划”的企业之一，
获得国家学生饮用奶定点生
产企业资格。蒙牛始终不忘
初心，以更高的标准、更优的
品质，严苛把控生产到派发的
每一个环节，确保学生奶的安
全及营养。

从奶源地的选择上，蒙牛
学生奶来自纯天然无污染的
内蒙古大草原，产品以生牛乳
为原料，不添加任何营养强化
剂。从学生奶生产流程上，蒙
牛学生奶选择专用牧场、专仓
收奶、专罐储存、专用设备、专
人操作的“五专”生产方法，确
保了学生奶生产制作的安全
放心。其次，蒙牛学生奶严格
把关学生奶的生产流程，采用
瞬时灭菌无菌包装的技术封
装，确保奶制品的包装安全。
现代化的GMP和HACCP管
理体系，生产流程的全范围监
控更是保障了牛奶的安全生
产。从生产制作上，每天，21
家蒙牛学生奶的专属牧场里，
奔跑着 60000 多头奶牛；每

天，40000多名员工，按照18
项规章要求规范生产；每天，
蒙牛采用先进实验设备及技
术，从原辅料入厂到终端成品
放行，经过200余项检测、8道
工序、39个工艺核心步骤检
验，生产出高于国际标准的学
生奶。

蒙牛学生奶不仅严把质
量关，同时严格执行校内规范
操作。为保证学生奶质量，
2007年蒙牛学生奶首推了“学
生奶示范校”项目，强调“先培
训再入校”；规范从征订、配送、
储存、领取、分发、饮用到回收
等多个环节，确保每一个孩子
喝上营养又安全的学生奶。基
于此，蒙牛获得了中国奶业协
会授予的 2015 至 2018 年间

“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示
范学校”优秀企业称号，认证数
量连续三年居行业首位。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
则国智”，新学期，让孩子以更
好的面貌迎接新征程，让家长
更放心孩子的在校营养问
题！为孩子订购蒙牛学生奶，
让学生奶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迎战新学期！让更多学子得
到牛奶的滋养，为祖国下一代
的健康成长贡献一份力量。

改善孩子营养状态，从一杯牛奶开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朝林 通讯员 李孝良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孩子补充营养、长个子的关键时期。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孩子们回到学校开始忙碌学业，面
对新知识挑战的同时，孩子也面临着成长的挑战。孩子的营养健康是取得进步的前提，新学期孩子如何既能轻松学习，又能拥
有健康体魄？这正是每位家长最关心的话题。专家建议，孩子每日适时饮用学生奶是补充营养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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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北
京召开，受国务院委托，生态
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向会议作
《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大气污
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和审
议意见情况以及有关决议落
实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

报告指出，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把大气污染防
治法执法检查作为2018年监
督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8年7月，经党中央批
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
门加开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报告，作出《关于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2018
年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
重大进展，生态环境状况继续
改善，完成既定的年度目标任
务。

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重大进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北京记者 孙煊哲 记者 段伟朵

保卫蓝天白云，加强源头
治理至关重要。报告提出，加
强源头防控，持续推进“散乱
污”企业整治。

具体如何加强源头防控
呢？报告指出，主要是通过大
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发挥
结构调整优化在大气污染防
治中的治本作用。

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
面，对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钢
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
和平板玻璃等产能，进一步提
高相关高排放行业的准入门
槛，推进重点行业化解过剩产
能工作，组织开展专项抽查，
防范“地条钢”死灰复燃。推进

“散乱污”企业整治，实施分类
指导、分类处置。

在调整优化运输结构方
面，报告指出，以三大重点区
域为主战场，推进运输结构调
整，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量。据统计，2018年全国铁路
货运总量同比增长9.1%，其中
煤炭、冶炼等大宗货物和集装
箱运量同比增长 12%以上，

“公转铁”取得初步成效。

针对一些地方政府和部
门履职不到位、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恶化等问题，2018年生态
环境部先后7批次对29个地
方政府和3个省级部门实施约
谈，推动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进一步压实生态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此外，生态环境部还建立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机制，
起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规定，推进省级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基本实现地市督察
全覆盖，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向纵深发展。

记者了解到，2018年，生
态环境部分两批对河北等20
个省（区）开展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重点聚焦第一
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情况，公开通报103个
典型案例，直接推动解决群众
身边生态环境问题7万余个。

在检查中，一些地方政府
存在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造

假情况。2018年8月，因监测
数据造假，生态环境部约谈山
西临汾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
人和监测设施运维企业负责
人，涉案的16名人员被依法判
处刑罚。

在严格监管执法方面，生
态环境部全面落实环境保护
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
规要求，依法依规加强监管，
严厉打击涉气企业环境违法
行为，大力整治排放不达标企
业。

2018年，生态环境部还通
过组织开展蓝天保卫战重点
区域强化监督，充分运用在线
监控、热点网格、卫星遥感等
科技手段，现场检查发现“散
乱污”企业、工业企业环境违
法等涉气环境问题2万多个，
正在持续督促整改。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环
境行政处罚罚款152.8亿元，
同比增长32%，是新环境保护
法实施前2014年的4.8倍。四
年来，全国适用环境保护法配
套办法案件达11.4万件，使环
境保护法真正落地见效。

此外，生态环境部进一步
完善大气环境监测网络，强化
全国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体
系建设，2.3万余家重点排污

单位实施自动监控并与国家
监控平台联网，对重点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和信息公开情况
进行通报。

既要蓝天白云，也要青山
绿水。记者从报告中了解到，
通过强化大气污染防治责任
落实、严格执行大气污染防治
法、严格实施环境保护法等一
系列的措施，2018年，污染防
治攻坚战取得重大进展，生态
环境状况继续改善，完成既定
的年度目标任务，超过“十三
五”规划序时进度要求。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
天数比例为79.3%，同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3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3%。

在饮用水方面也取得新
的突破。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
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整治，1586个水源地6251
个问题整改完成率达99.9%。
开展黑臭水体整治专项排查，
36个重点城市1062个城市黑
臭水体中，1009个消除或基本
消除黑臭，比例达95%。

加强源头防控，持续推进
“散乱污”企业整治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建立督察机制

严格法律制度，严厉打击
涉气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重大
进展，完成既定目标

从工厂到校园
蒙牛学生奶严把质量安全关

聚焦全国人大履职·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