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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少年宫参
加主题日活动时强调：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
的心愿。党和政府要始终关心各族少年儿童，努力为他
们学习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长期以来，让学生饮用牛奶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和社
会共识。

【探秘】
“学生奶”背后的“国民健
康战略”

“为改善我国中小学生的
营养状况，保证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2000 年 8月，原农业
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
部、原卫生部、原国家质量技
术监督局和原国家轻工业局
等7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实施
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的通
知》（农垦发﹝2000﹞3号），启动
了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
这是我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
部门组织实施的全国性中小
学生营养改善专项计划。

随着“实施‘学生饮用奶
计划’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
化”，2013年9月，原农业部、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
原国家卫计委、原国家质监局
和原国家食药监局等7部委联
合印发《关于调整学生饮用奶
计划推广工作方式的通知》
（农垦发﹝2013﹞3号），明确“将

‘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工作整
体移交给中国奶业协会”，“原
有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的有
关规章制度自动废止”，“学生
饮用奶作为一般乳制品，统一
纳入相关职能部门的生产和质
量监管，确保学生饮用奶产品
的质量安全”。2013年12月，
原河南省畜牧局等部门将河南
省“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工作
整体移交给河南省奶业协会
（豫牧畜﹝2013﹞18号）。

【现状】
一杯“学生奶”，为学子健
康保驾护航

农垦发﹝2013﹞3号文件在
调整“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
方式的同时，对“学生饮用奶
计划”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国奶业协会应按照食品安
全、奶业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制定相关推广和管理办
法，继续推进‘学生饮用奶计
划’的实施。”

为落实七部委要求，继续
推进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
的实施，中国奶业协会于2013
年12月发布了《国家“学生饮
用奶计划”推广管理办法（试
行）》（第1号公告），2017年6
月发布了《国家“学生饮用奶
计划”推广管理办法》（第15号
公告），对学生饮用奶产品实
行标志管理，不使用、不添加
复原乳及营养强化剂，直供中
小学校，不准在市场销售；对
许可使用中国学生饮用奶标
志的生产企业实行注册管理，
对奶源基地、学生饮用奶产品
品种、供应情况实施备案。对
质量管理制定了详细措施，提
出了严格要求,明确了法律责
任。目前，河南省通过中国奶
业协会严格审核成功注册的
学生饮用奶生产企业10家（名
单附后）。

通过审核成功注册的学
生饮用奶生产企业，均符合中
国奶业协会制定的《国家“学
生饮用奶计划”推广管理办
法》要求，符合食品安全、奶业
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有
资格、有能力生产和供应合格
的学生饮用奶产品，承担着我
省学生饮用奶产品的生产和
供应任务，为我省“学生饮用
奶计划”的推广工作、为全省
青少年学生的营养改善和健
康成长做出了很大贡献。

河南高度重视学生饮用

奶工作。2014年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的《河南省沿黄区域绿色
奶业发展专项规划(2014-2020
年)》（豫政办﹝2014﹞167号）要
求：“加大学生饮用奶计划推
广力度,培养青少年饮奶习
惯。”2018年出台的《河南省奶
业振兴行动计划》（豫政办
〔2018〕77号）要求：“拓展学生
饮用奶计划实施范围，积极开
展牛奶进校园行动。”不管是
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学生饮
用奶必将为改善青少年学生
营养状况、保障孩子们身体健
康发挥重要作用。

【前瞻】
“让学生喝上优质安全健
康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为全省乃至周边地区孩
子们提供更加充足的营养保

障，让学生喝上优质安全健康
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河南
省奶业协会“学生饮用奶计
划”推广工作负责人表示。河
南将牢牢把握学生饮用奶“安
全、营养、方便、价廉”的基本
要求，积极开展“学生饮用奶
计划”推广工作，持续践行

“建基地、优奶源，降成本、提
单产，强加工、育品牌，延链
条、促融合”的奶业发展举措，
不断提升优质乳品生产供应
能力。将严格遵守中国学生
饮用奶标志使用规范，产品直
供中小学校，不在市场销售；
从严把控原奶质量，必须经过
认定的优质奶源基地方可作
为学生饮用奶产品原料；从严
审查把关生产企业注册，确认
各项指标完全符合要求方可
推荐，从源头上确保学生饮用
奶产品的优质安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河南省“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工作纪实

让学生喝上优质安全健康奶

河南省学生饮用奶生产企业名单（按注册编号排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企业名称

郑州花花牛乳制品有限公司

科迪巨尔乳业洛阳有限公司

河南三色鸽乳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三剑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

焦作市博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中荷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宝乐奶业有限公司

注册编号

SMC411401

SMC411402

SMC411403

SMC411404

SMC411406

SMC411507

SMC411708

SMC411808

SMC411809

SMC411910

注册有效期

2017-12-09～2020-12-08

2017-12-09～2020-12-08

2017-12-09～2020-12-08

2017-12-09～2020-12-08

2017-12-09～2020-12-08

2018-12-10～2021-12-09

2017-07-27～2020-07-26

2018-04-09～2021-04-08

2018-05-28～2021-05-27

2019-08-30～2022-08-29

本报平顶山讯“村里有
个警务室，群众心里有安全
感，坏人看见就害怕。”9月
23日，提起村里建立的警务
室，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的
村民们纷纷称赞。今年以
来，宝丰县多起重大刑事案
件得到及时侦破；打击“盗抢
骗”犯罪与去年同期相比有
了很大提升，破案率明显提
高，先后侦破多起系列性、团
伙性、流窜性“盗抢骗”案件。

“枫桥经验”落地生根
“一村一警”宝丰开花

“枫桥经验”形成于上世
纪60年代，国家领导人曾批
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
年前，国家领导人又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
坚持好、发展好。

宝丰县公安局在推动
“枫桥经验”落地生根、开展
“一村一警”工作中，根据实
际情况，建立起的警务工作
站、警务工作室各有侧重，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

肖旗乡朱洼村是乡村振
兴战略中率先建设的示范
村，是文旅融合、美丽乡村旅
游的目的地之一，工作中侧
重于矛盾化解、推动全村的
建设与发展。宝丰一高是全
县最大的学校，有在校师生
6000多人，学生正是涉世不
深的青少年，警务工作围绕
校园内部安全、普法教育、反
暴恐、识毒防毒、防诈骗等开
展。

目前，宝丰县公安局设
立的191个警务室、警务工
作站，实现了网格化公共安
全管理体系全覆盖。

警法警民联调联控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按照“一村一警”的职责
要求，宝丰县公安局针对警务
室、警务工作站所在区域不
同，要求民警结合当地实际开
展巡查工作。

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是
魔术专业村，外出人员多，该
村还拥有全国农村最大的图

书市场。大黄村警务室工作
就结合县文化等部门，侧重
于管理规范图书市场合法经
营，杜绝销售淫秽书刊、盗版
图书。针对外出演艺、经商、
务工的返乡人员开展法制宣
传，减少外出时的违法犯罪
行为发生，对图书市场商户
及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排查
调解，增强群众法制观念促
进村庄稳定繁荣等。

对摸排出的舆情，民警
（辅警）与村党支部书记、主
任、治保主任、各村司法调解
员等密切配合，属于公安部
门管辖的，按照程序解决；属
于非公安系统的，分门别类，
给相关单位发去函或者通
知，督促解决。

今年6月份以来，全县
共走访群众12270余次，调
解矛盾纠纷688起，排查各
类风险隐患1530个，直接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6人，为
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了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通讯员 吕灿涛

本报讯 如果您热心公
益，具有一定的美誉度和号召
力，愿意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传
递正能量，欢迎加入“正能量
合伙人”这个温暖的集体。9
月23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发布2019“正能量合伙人计
划”，大河报作为长期合作媒
体，即日起，将联合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在全省范围内寻
找“正能量合伙人”，共同为善
意发声，传播和弘扬正能量，

“让好事行达千里，让好人更
有力量”。

根据“正能量合伙人计
划”，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鼓
励社会上有责任、有担当、有
爱心的人士加入并成为“合伙
人”，发现和传播正能量，参与
公益活动的落地执行，创新电

商公益的品牌升级。
“正能量合伙人”的选定

有哪些标准？成为“正能量合
作人”后有哪些权益？

对于申请人的要求，天天
正能量工作人员表示，首先，
要热心公益，认同“天天正能
量”倡导的公益理念及活动愿
景，愿意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传
递正能量；其次，愿意付出时
间和精力参与“正能量合伙
人”线上线下活动，包括常规
评选投票、颁发证书、寻找线
索等；第三，要求申请人在当
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
美誉度，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组
织能力，能够得到社会认可。

此外，申请者可以是个
人，也可以是具有一定影响力
的公益组织或社会团体。

宝丰县建立191个警务室（工作站）

“一村一警”保群众安居乐业
招募“正能量合伙人”啦!
大河报联合阿里巴巴邀您一起为正能量发声

报名方式：
1. 拨 打 大 河 报 新 闻 服 务 热 线

0371-96211报名。
2.关注“天天正能量”微信公众

号，回复“正能量合伙人”，查看H5并
报名。

3.扫描二维码报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