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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温暖守护留守儿童
连线基层

百姓故事

配餐企业何以行稳致远
——郑州市中小学配餐企业发展状况调查

灾后重建
舆论关注

企业献爱心 助农不减收

河面大量秸秆漂浮当清理

现场目击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彭世繁 苏韵棠

“这是我今儿刚卖的辣椒钱，卖了
4000多块钱哩。”10月 7日下午，西华
县艾岗乡都城岗村村民胡群亮，高兴
地向街坊炫耀。

“俺家种了28亩草莓椒，其中8亩
遭受严重涝灾，多亏村干部灾后销售
搞得好，加工企业纷纷献爱心，高价收
购咱们的辣椒。我家的草莓椒已经卖
近10万元了，到年底总收入达到20万
元有希望。”

都城岗村是三岗（都城岗、苗里
岗、陵头岗）革命根据地中的一岗。
1936 年 10 月，我党在三岗根据地建
立了豫东特委和中共西华县委，拥有
6000 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后来壮
大到 10 万人，为抗日胜利做出了突
出贡献。

今年 42岁的赵艳雪，是村委会副
主任，也是一名科技能人。为了建设
和发展革命老区，2017年，她筹资 50
万元成立了西华县瑞民专业合作社，
购买了耕、种、管、收等系列大型农机
具，带领村民开始种植辣椒。

在赵艳雪的带动下，2017 年，都
城岗村村民种植辣椒达 400多亩，增
收 160 多万元。村民们尝到甜头之
后，辣椒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如今
已经发展到 2000 多亩。村民刘改
2019 年开始种辣椒，80 多亩地两年
纯收入 60多万元，如今不仅添了两台
大型收割机，购买了轿车，还计划建
一座小洋楼。

然而今年 7 月以来的洪涝灾害，

差 点 让 乡 亲 们 的 致 富 梦 想 成 为 泡
影。接二连三的降雨，导致艾岗乡 2
万 亩 未 成 熟 的 辣 椒 不 同 程 度 地 被
淹。面对洪涝灾害，村民愁眉不展，
赵艳雪更是心急如焚，如果这批未成
熟的辣椒找不到销路，种辣椒的村民
将血本无归。

赵艳雪急得天天电话不停，经过
多处联系，可算联系到临颍一家辣椒
加工企业，愿意以 1 元 1 公斤的价格
收购未成熟的辣椒。她立即动员群
众赶紧采摘，半月之内就收购外运 30
多万公斤，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 30多
万元。

赵艳雪从这次销售中得到启发，
随即与山东、山西、重庆、贵州等地的
辣椒加工企业联系，恳切地向这些企
业说明：群众遭受多年不遇的涝灾、经
济损失严重的实际情况，呼吁企业奉
献爱心，提高辣椒收购价格。最后，终
于与众多企业谈妥，草莓椒的收购价
提到了每公斤 4.3 元，比去年每公斤
1.5元高出了2.8元。

从 7 月底收购以来，她的收购点
吸引了周边多个乡镇的村民纷纷前来
出售。这样一来，受灾不成灾的地块
由于价格上的优势，辣椒的收入竟然
超过了去年。

赵艳雪说：“既然吃了自然灾害的
亏，就要想尽办法抗御自然灾害。为
此，我在黄桥乡又建了一个辣椒收购
点，解决当地群众辣椒销售困难的问
题。另外，我又购买一套烘干设备，以
解决阴雨天霉变的难题。目的是让农
业提质增效，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让
老区群众尽快富裕起来。”4

近日，在永城市酂阳镇与酂城镇交界处的大张庄桥上，笔者看到连绵
漂浮的玉米秸秆滞留在桥墩上游处。附近群众说，河道上游一些群众图
省事儿，为了解决秸秆无处存放又不让焚烧的问题，顺势将一车车的玉米
秸秆倒进河里。由此就带来一些安全隐患：一是影响河水下泄，容易造
成上游低洼处耕地被淹。二是引起水质污染，老远就能闻到秸秆腐烂发
出的刺鼻臭味。三是一些调皮的孩子踩在漂浮的秸秆上玩耍，容易掉进河
里。4 路一鸣 摄

□本报记者 王向前

荥阳市高村乡7岁半的贾可馨，这
个国庆节开了眼界，小脑袋瓜里装进
去一把古人的“伞”，“好看得很”。

听孩子这么描述国庆节见闻，陈
建鹏哈哈笑了起来，纠正说那不是伞，
是她参观时看到的农艺社墙上挂的一
件古人穿戴的蓑衣作品，或许是因为
孩子们第一次见到，由于带着好奇留
下了深刻印象。

见识有多广，知识就可能有多
厚！陈建鹏还是很满意这些孩子假期
表现的，觉得没有白带他们一起欢度
国庆，打算今后要组织更多的参访活
动，带孩子们开阔视野。

这些孩子全部来自荥阳市乡下，
属于留守儿童。在这个国庆节到来
时，社工陈建鹏和当地民政部门携
手，组织了不到 50 人的留守儿童团
队，一起到荥阳市附近一家训练基地
过节。

活动之前，团队里很多孩子的活动
范围是家门口，没法到更远的地方。贾
可馨的奶奶介绍，孙女刚上小学二年
级，父母在杭州打工，没紧急事的话春
节才回来，孙女跟着自己生活，虽说到
了国庆节这么好的日子，但没能力带孩
子出去看看，幸亏有社工来组织活动，
让孙女有了一个开心的国庆。

“这次参加活动的孩子，都面临类

似的状况，我们希望他们的童年有美
好记忆。”陈建鹏说。

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人力资源
输出大省，这就意味着我省农村留守
儿童数量较多。省民政厅儿童福利处
处长李经宇介绍，河南现有农村留守
儿童 57万多人，困境儿童 51万多人，
对他们给予福利保障和关爱保护责任
重大。

近年来，各级民政部门深入组织
开展“合力监护、相伴成长”“百场宣讲
进工地”“政策宣讲进村（居）”等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活动，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志
愿者等参与关爱服务。

“在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下，我省
儿童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孩子们的幸福感、获得感日益增强。”
李经宇说。

陈建鹏是河南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障队伍里的一员，日常工作主要围
绕“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进行。几百里
外的汝州市洗耳河街道十里村党支部
委员王向品则以“妈妈”的身份，参与
着这项工作。

王向品担任村儿童主任5年多，对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认知更深。“许
多孩子父母外出打工长期不回来，把
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成为留守儿
童。这些孩子由于长期见不到父母，
缺失关爱，大多不爱说话、不自信，没
有胆量。”

但爱能改变孩子的性格。
今年 9岁的小妮，兄妹 3人，都随

着奶奶生活，父亲、母亲和爷爷在浙江
打工，只有春节才回来和家人团聚。
王向品开始关注小妮是在 2017 年，

“第一次见到小妮时，孩子很怯生，见
到生人就赶紧躲起来。”从此，她对小
妮就多了一份关爱，常到小妮家去看
看有啥困难没有，小妮也很懂事，放学
回家会帮着奶奶扫扫地。慢慢地和小
妮熟了，孩子有啥话就想给她说说，如
今在学校活泼多了，也爱和同学们一
起玩耍了。

王向品成了小妮的“妈妈”，更总
结出一套关爱经验：要想让留守孩子
自信成长，就得与他们多交流、多沟
通，让缺位的关爱得到弥补。

李经宇说，目前，全省建有村级儿
童之家 7000多个，拥有一支乡镇儿童
督导员 2500多名、村（居）儿童主任 5
万多名的基层儿童关爱保障队伍。

因为在推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方面作出突出
贡献，今年，我省有一批社会工作者、
儿童主任受到民政部的表彰。4

□本报记者 孔学姣 王歌

为解决家长上班无法接孩子的
难题，日前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切
实打通学校课后服务“最后一公里”，
确保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有需
求的学生全覆盖。课后服务的重要
一项，就是学生的就餐问题。

2019年 9月以来，郑州市配餐企
业开始大量兴起。从全国情况来看，
郑州市配餐企业起步较晚，但却呈现
出投入高、起点高、标准高的特点。
据统计，截至上学期末郑州市拥有配
餐企业 40余家，这些企业在产能、规
模与设备上差异较大，投资从 1000
万元到上亿元不等。与国内其他一
些城市不同的是，郑州市配餐企业的
订单，90%都来自中小学，市场竞争
激烈。

最近，记者采访多家配餐企业发
现，一方面满足了减轻家长负担的现
实需求，一方面却要面对市场相对饱
和的生存艰辛。

淡季资源闲置，旺季市
场饱和

记者在暑假期间走访时，由于中
小学还未开学，许多配餐企业几乎处
于休假或半休假状态。在位于郑州
市高新区的郑州膳能央厨食品有限
公司，记者看到仅有几名员工值守，
机器和运餐车辆大都处于闲置状态。

“学校一放假，我们每天只有
1000余份订单。”据郑州膳能央厨食
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瑞山介绍，以现
有的体量，公司需每日完成 1万份订
单，才能够维持收支平衡。

“即使是开学后的旺季，整个市
场也供大于求。”位于郑州市二七区
的百顺国际酒店负责人表示，“上一
学期，我们的订单量从最初的 15000
份，下降到期末的10000份左右。”

据了解，即便在旺季，有些企业
的订单量甚至只有 2000份。据河南
餐协团餐委员会初步统计，行业内近
三分之一的企业，几乎无生意可做。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
的原因是市场误判，部分企业存在盲
目投资的情况。”河南青松餐饮服务
有限公司经理远晓东分析认为，郑州
市集体配餐行业刚兴起时，充分借鉴
了杭州、深圳等地的模式与经验，业
内普遍认为市场需求量在每日 50万
份左右。但在运行中发现，面向上班
族的团体餐、会议餐需求量较小，占
大头的中小学生市场处于低迷状态，
整个行业存在盲目投资现象。

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张瑞山表
示，个别地方延时服务补贴不到位，
校方配合意愿不高，也导致了现在的
局面。学生在校用午餐，教师就需要
负责分餐、维持秩序、照顾午休，工作
量大大增加。由于拿不出老师的“加
班费”，难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郑
东新区、金水区的学校使用集体配餐

的学生较多。郑东新区教育局供餐
办表示，该区采用老师自愿、轮流排
班的形式，安排教师进行课后托管服
务，按天计算补贴、按时发放补贴。

整体利润偏低，资金压
力较大

“配送到学校的盒餐，一份价格
在12元至 15元之间。”经开区的一家
配餐企业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如果要
满足营养需求，一份盒餐的食材成本
至少在7元左右。该企业房租成本每
年为 400 万元，加上人工、运输成本
等，算下来一份餐利润只有 1 块钱。
育贤斋餐饮、百顺国际酒店等因为同
时有多种经营业态利润尚可，但不少
企业反映连收回投资成本都难。

每年 3个月左右的淡季，即寒暑
假期间，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不容
小觑。停工期间，管理人员、工人仍
需发放一定的工资，但企业却并无盈
利。拥有自持物业的企业情况稍好
些，免去了房租压力，贷款也相对容
易。对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融
资难始终存在。

从食材原料到做成学生餐桌上
的一份饭，涉及农产品供应、食品加
工、物流配送、物联网等链条的各个
环节。许多配餐企业表示，市场资源
分配不合理、产业链未形成及用工成

本高等，都在消耗企业的运营成本。
以二七区百顺国际酒店为例，有

几所学校离酒店所在地车程都在半
小时以内，但其选用的却是中牟县的
集体配餐企业。“我们的供餐能力和
资质都不差，因为资源分配的缘故，
却只能选择稍微远一点的学校。”酒
店负责人闫怀志表示。另一方面，集
体配餐要求从饭菜制作完成到学生
入口，时间不超过 4小时。加上小型
货车无法上高架的规定，企业不得不
放弃“鞭长莫及”的订单。

“产业链过长、用工成本高也困
扰着我们。”远晓东表示，为了达到学
校和教育局的要求，餐企需要投入大
量资金购买配餐车，与上游采购链条
对接沟通，这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
负担。另外，尽管企业大都有成套的
生产线，但从分装到运输再到搬运以
及每日统计用餐人数，都需要投入大
量的人工。

转型之路不易，家长仍
存疑虑

在配餐企业车间，能看到不少摄
像头，家长可通过手机看到各个环节
的操作。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
在生产、配送环节及资金监管方面都
有相应措施，食品安全整体可控。

而不少家长对集体配餐还是持

怀疑和观望态度，这又是因为什么
呢？

“营养配比、运输方式等都会影
响餐品的口感。”百顺国际酒店负责
人认为，目前配餐企业以营养均衡为
主要标准配置餐品，提倡荤素搭配，
而将口感放在次位。此外，目前业内
对是否需要采用冷链运输尚无明确
规定，现阶段郑州市内的餐企多采用
常温运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餐品
的口感。

原材料也会影响团餐的品质。
“一些配餐企业的市场份额达不到心
理预期，迫于资金压力，就选择了压
缩原材料成本，来谋求更大的利润空
间。”一位配餐企业负责人表示，极个
别企业就像一粒“老鼠屎”，坏了配餐
行业这一锅好粥。

采访中，不少餐企负责人迫切希
望企业升级转型，用高新技术进一步
规范和严格配餐，把控品质。

张瑞山等餐企负责人也提出了
自己的畅想：希望实现“一码溯源”，
即在餐盒上配备“电子墨水”标签，家
长和学校通过扫码即可获取这份餐
食的原材料、加工时间、配送路线与
时长等。

“但在目前，我们还达不到这样
的技术条件。”张瑞山表示，即使是有
能力做到的企业，也会出于成本考虑
犹豫不前。4

▲在学校集体用餐的学生。4本报
记者 王铮 摄

▶配餐企业餐饮加工车间。4本报
记者 王歌 孔学姣 摄

留守儿童在训练基地欢乐度国庆。4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摄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李中华 宛文鹏

“这处桥梁，曾受到过暴雨的冲
刷，大家重点关注步行板状态是否良
好！”9月 30日上午 8时，在京广线京
下货 K4+671 钢梁桥的隔离网外，郑
州桥工段质检中心质检员、全路桥隧
工技能大赛冠军马培，不停地叮嘱职
工注意作业标准。

浓 密 的 眉 ，明 亮 的 眸 ，瘦 削 的
脸，今年 45 岁的马培，说起话来脸
上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2000 年，
参加工作刚 2 年的马培，从铁路线
路 工 转 岗 成 为 桥 隧 工 。 他 勤 奋 学
习，写下了 10 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苦练技能，参加 2019 年国铁集团工
电 系 统 桥 隧 工 技 能 大 赛 夺 得 第 一
名，助力集团公司获得团体成绩第
一 名 的 佳 绩 ，当 选 集 团 公 司 2020

“星耀家园”年度榜样。
2021年，郑州桥工段成立质量检

查中心，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全覆盖分
析行车设备质量动静态检查数据、现
场作业监控视频、钢轨探伤数据等，明
确设备信息录入、汇总、整治、销号等
流程。他没有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享清福”，积极加入到质检队伍，专业
督促保障设备检修质量，确保桥梁设
备运输安全畅通有序可控。

经历了暴雨洪灾，铁路线路基础
设施受损比较严重，极易产生安全隐
患。为确保旅客列车行车设备安全稳
定，马培带领业务骨干深入郑州铁路

枢纽，充分利用国庆节前有限的时间，
集中力量对管内桥涵全覆盖检查，消
除设备安全隐患。

“来车时，大家都要到避车台避
车！”8时 45分，作业人员上到桥面，按
照规定设置防护，马培叮嘱大家注意
安全。“今天的主要工作是给钢梁除
锈、刷漆，复紧桥栏上松动的螺栓，检
查步行板状况。”在他们脚下，几米之
外，就是车流不息的京广铁路运输大
动脉，每隔3分钟都有一趟列车通过。

工作人员按照工序一丝不苟地作
业，他们滴在铁轨钢梁上的汗水瞬间
消失。10时 30分，当天生产任务圆满
完成，马培掏出自己的检查锤，仔细复
查作业质量。

“质量验收是作业中的重要一环，
我对我的新职业满怀信心”。马培一
边质检，一边介绍。施工作业结束，质
检员需要按照项目化管理要求对设备
质量全面检查、验收，并填写《设备修
理质量监督检查记录单》。

“根据前期强降雨天气造成的影
响和近期的天气状况，我们明确质量
回检关键处所，特别是对重点桥涵设
备，质量监督组将一米不漏地回检。”
马培语气坚定。

10时 45分，线路通过复检达到开
通条件，马培和作业人员清点工机具，
走出作业网。此时他们的黄马甲已被
汗水浸湿。“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
湿，伙计们早就习惯了。完成安全生
产任务，心情顿时轻松许多，中午吃饭
更香！”马培笑着说。4

精心检修保通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