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主编： 汪瑞林 编辑： 张春铭 设计： 王保英 校对： 郭诚德

电话：

010－82296640

邮箱：

wangrl@edumail.com.cn

新闻 深度

·

2013年 5月 28日 星期二

采购成品， 安全监管有隐患

食堂供餐食品多以新鲜食材为主， 采取严格的食堂管理措施， 可

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监管。 采购成品加餐食品繁杂， 较难控制。

大通县教育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目前全县营养餐采用的是企

业配送形式。 采购成品加餐， 安全监

管有隐患，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绩

效评估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

2011年， 国家开始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学校食堂

供餐和采购成品加餐成为主要形式。

日前，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作为独立

第三方机构， 首次对营养改善计划进

行绩效评估，其发布的《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评估报告》 （以下

简称“评估报告”） 显示： 仍有一半

以上的学校采取采购成品加餐形式。

基金会的调查显示： 478个有效

样本县中， 41.4%的县已全部实现食

堂供餐； 233个县 （48.7%） 以采购

成 品 加 餐 为 主 ， 其 中 175 个 县

（75.1%） 只有采购成品加餐一种形

式。 52.7%的农村寄宿制小学以食堂

供餐为主要供餐形式,58.2%的农村

村小和教学点以采购成品加餐为主。

“一些采取采购成品加餐的县认

为， 这种形式易于监管， 但调查发

现，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 “食堂供

餐食品多以新鲜食材为主， 经学校食

堂统一加工后提供给学生， 采取严格

的食堂管理措施， 可对食品安全进行

有效监管。 采购成品加餐食品繁杂，

较难控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调查中发

现， 采购成品加餐主要有面食类、 蛋

类、 饮品类、 肉类和其他类。 其中，

面食类包括面包、 饼干、 沙琪玛、 蛋

糕、 蛋黄派、 老婆饼、 馍片等。 蛋类

包括鲜鸡蛋和真空包装卤蛋。 饮品类

包括纯牛奶、 乳饮料、 奶粉、 核桃

露、 花生奶等。 肉类包括火腿肠、 真

空包装的牛肉和鸡腿等。 其他类主要

指其他小食品， 如青豆、 营养素片

等。 采取采购成品加餐的县中，

69.7%的县向学生发放纯牛奶； 7.8%

的县向学生发放真空包装卤蛋；

66.3%的县向学生发放面食类食品；

32.3%的县向学生发放肉类食品， 其

中85.4%的县发放火腿肠， 14.6%的

县发放真空包装牛肉和鸡腿。

“调查显示， 加餐内容已超出相

关文件规定的供餐内容。 除鲜鸡蛋

外， 多数食品保质期较长。” 卢迈说。

基金会在调查时发现， 部分成品

供应企业不属食品企业范畴。 由于部

分县招投标执行不够严格， 一些与食

品无关的行业， 如贸易公司、 商贸公

司、 医药公司、 房地产公司、 物流公

司等， 参与了营养改善计划食品供

应。 7.1%的县出现了此类食品供应

商。

此次大通县疑似食物中毒的营养

餐， 也存在保质期长、 商贸公司成为

食品供应商的情况。 据了解， 当天营

养餐的牛奶生产日期为5月15日， 保

质期为45天。 大通县主管教育的副

县长李天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此次疑似存在问题的牛奶由青海天露

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桃酥则由西

宁森荣商贸有限公司提供。 “为了孩

子们的‘营养餐’， 我们进行了4次招

投标， 天露和森荣最终中标， 从今年

5月开始为全县学生提供‘营养餐’。”

李天录说。

“食品安全是营养改善计划执行

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 在各种供餐形

式中， 食品安全监管往往存在一定隐

患。 一是学校教职工自行采购难以保

证食品质量与安全。 营养改善计划覆

盖的680个县多处贫困山区， 交通不

便， 存在学校教师或工勤人员自行采

购食品现象； 二是食品种类繁多， 监

管难度大。 不同食物的新鲜度、 食品

检查验收是否认真、 储存是否得当，

都与食品安全有直接关系； 三是对食

品供应商监管方式与力度

对食品安全有直接影响，

现有监管方式以事后监

管为主， 县有关部门很

难做到从源头抓起； 四

是贫困地区客观条件增

加安全隐患， 国家试点

县多属山区地形， 村小

和教学点数量较大， 布

局分散， 交通不便， 有

关部门难以实现定期 、

不定期实地检查， 出现

监管盲区； 五是贫困地

区卫生环境增加食品安

全风险， 贫困地区缺水

现象比较严重， 学校没

有自来水， 靠井水、 拉

水、 水窖蓄水用水的现象

比较普遍。” 卢迈说。

为何仍有近半数县采购成品？

一些地方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未将营养改善计划排入工作优先序列。 采取采

购成品加餐的县中，40.8%的县县级财政对运行成本没有投入。

既然采购成品加餐存在安全监

管隐患，营养效益最低，也有部分学

生不喜欢， 为何仍有近半数县采用

采购成品加餐的形式？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之初，考虑

采取采购成品加餐形式的原因是，

部分地区以往基础条件比较薄弱，

不具备食堂供餐条件， 受地理条件

限制，配送午餐不符合实际，将采购

成品加餐作为一种过渡形式而采

用。”卢迈说，“现在的情况主要分为

两类， 一是部分县在有食堂基础的

条件下， 仍然采取采购成品加餐形

式；二是学校没有厨房（或伙房）基

础设施， 只能暂时采取采购成品加

餐形式。 ”

对于仍有相当部分县采用采购

成品加餐形式为主， 卢迈分析有两

个原因：“首先是食堂供餐运行成本

高，需要地方财政进行资金配套。其

次是农村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负担因

食堂供餐加重。 ”

卢迈介绍， 基金会在评估中发

现，以食堂供餐为主的县中，90.3%

的县级财政有不同程度的配套。 其

中， 食堂工勤人员工资和食堂供餐

的煤水电费为持续性支出，即3元膳

食补助提供正餐， 衍生运行费用约

0.78元， 此项运行经费多由县财政

或生均公用经费承担。

“采购成品加餐形式运行成本

低， 简易加工与运输成本可由学校

生均公用经费承担， 县级财政投入

较少甚至不投入。”卢迈说，“采取采

购成品加餐的县中，40.8%的县县

级财政对运行成本没有投入。 ”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根据回收

信息分析，生均经费在食堂建设、设

备采购、工勤人员工资、供餐发生的

煤水电费、运输、设备维修等方面均

有投入。在有食堂供餐形式的县中，

66.1%的县由学校承担供餐发生的

煤水电费，46.8%的县食堂工勤人

员工资部分或全部由学校承担。 根

据课题组测算，食堂供餐，每3元膳

食补助约产生煤水电费0.29元，一

年费用58元（以200天计算），占全年

生均公用经费的11.6%。 除个别县县

级财政出资提高生均公用经费外，各

县均以原有公用经费标准承担营养改

善计划运行费用。计划实施以来，采取

食堂供餐形式的学校， 生均公用经费

支出平均每月增加20%左右， 村小与

教学点增加情况更为明显。

“采取采购成品加餐形式的主要

客观原因是，操作流程简易，地方政府

与学校承担的责任相对小， 财政负担

相对轻。一些地方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未将营养改善计划排入工作优先序

列， 认为营养改善计划较其他教育项

目复杂且不易见到效果， 这也往往影

响到县教育部门和营养办的工作效率

和力度，如多项配套资金难落实、人员

编制难解决等。 ”卢迈说。

采购成品加餐形式， 绕不过去的

一个问题是学校食堂建设。

调查发现， 在采购成品加餐为主

要供餐形式的县中，17.4%的县学校

有食堂（非新建食堂未投入使用），

24.2%的县部分学校有食堂。 实

地调研的71所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中，59所学校有食堂。其中，23

所学校在食堂没有对外承包的情

况下，采取采购成品加餐形式。

“学校有食堂却不供餐的主

要原因有4个， 一是食堂建设时

参照寄宿生数量， 供餐或就餐能

力不足； 二是有利于寄宿生与走

读生享受同等待遇； 三是3元膳

食补助资金不足以提供正餐；四

是食堂运行成本难落实。” 卢迈

说。

在食堂建设资金方面， 教育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1年至

2013年3年的时间， 中央投入

300亿元来建设农村中小学食

堂， 要让国家试点县所有学校都

有食堂或伙房。 不过该有关负责

人同时指出， 申请食堂建设资金

需要县编制相关规划， 有些贫困

县编制相关规划的工作效率和工

作质量都有待提高。

4.

牛 奶 、 桃 酥

饼， 这是5月22日

学校发给马金兰和

同学们的营养餐。

马金兰觉得这天的

牛奶， 味道有点不

对。 她没在意， 全

喝了， 也吃了桃酥

饼。 没想到吃完营

养餐， 马金兰就开

始胃疼、 恶心， 最

后晕在了教室。 班

上同学也出现了肚

子疼的症状。

5月22日， 马

金兰所在的青海省

西宁市大通县， 有

548名学生在食用

营养餐后出现高度

疑似食物中毒症

状。 记者从大通县

了解到， 5月22日

上午11:50分左右，

青海大通县塔尔、

■本报记者 张春铭

营养改善不只是牛奶鸡蛋

保障孩子们的基本权利，保障孩子们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饭菜，在这方面减掉

任何其他行政经费，把钱用来让孩子们幸福地吃上饭，这个责任是地方政府义不

容辞的。

“供餐模式的变化非常重要，

我们义务教育的供餐一定要用食堂

供餐， 外面买肯定会有问题， 当然

这是一个过程， 在食堂供餐之前采

用了一些加餐的办法， 有的地方是

不可避免的， 但是供餐制度必须要

彻底地变成食堂供餐。” 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陈春明说，

“供餐制度方面我建议标准化， 简

易的伙房也要有标准化， 大一点

的， 100人、 500人都有不同的标

准， 应该根据这个标准研究设备，

降低成本， 使我们食堂供餐能够顺

利进行。”

“我们县政府每年要提供的工

人工资大概在600万元左右， 给孩

子们提供的补助也要600万元左

右， 财政不可能有再多的资金投入

到我们原来改造的简易食堂的重新

修建上， 给每个学校都建比较标准

的食堂， 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贵州省普定县教育和科技局副局长

甘明荣说。

“要加大食堂建设资金投入，

加快供餐形式转变。” 卢迈说， 现

有学校食堂建设制度健全， 但操作

过程中易出现项目审批与资金分配

的不合理。 大部分村小和教学点无

法建设符合要求的食堂。 因此， 需

根据农村学校实际情况制定适用的

食堂基础建设标准， 加大资金投

入， 向食堂基础薄弱的省、 县倾

斜。 厨房是食堂供餐的先决条件，

应将农村学校厨房建设与餐厅建设

区别对待， 优先安排对农村学校厨

房建设的投入。

除了食堂建设， 卢迈也呼吁不

要忽略0.78元的运行费用。 “中央

有计划说可以帮助建食堂、 建厨

房、 建伙房， 但是要让孩子能把3

块钱作为一顿热饭吃下去， 还需要

近8毛钱的运行费用， 这里包括炊

事员的工资和水、 电、 煤的费用。”

卢迈说， “在贫困地区， 国家拨付

的生均公用经费往往不足， 要保证

8毛钱能够有出处， 必须有地方政

府的努力， 一个孩子8毛钱， 200

天合起来， 全国大概一年需要花费

36亿—40亿元。”

这个运行成本应该谁支出呢？

“国外经验都说明这部分需要

地方政府支出， 平均到每个县大概

就是500万—600万元， 大一点的

县可能费用负担重一点， 小一点的

县负担轻一点。 贵州省减少5%行

政经费， 用来保障食堂供餐的成本

支出。” 卢迈说。

宁夏同心县是宁夏中部的干旱

带核心区， 但同心县的营养餐工作

仍做得很出色。 宁夏同心县政府副

县长张琛介绍， 2012年1月， 同心

县为了更好实现营养改善计划， 政

府为每位学生配套1元， 使得学生

膳食营养补助达到4元钱。 同时为

了避免教师挤占学生的餐费 ，

2012年县财政列支了500万元为将

近490名炊事员提供了劳务费， 并

为976名中小学教师提供免费午

餐。

四川古蔺县教育局副局长罗永

怀介绍， 每年地方财政拿出2000

多万元配套义务教育阶段的营养午

餐， 解决食堂运行过程中的人工工

资、 水电费等。

张琛和罗永怀都将营养餐经验

首条归结于“领导重视”。 评估报告

显示， 营养餐做得好的县的共同特

点， 排第一位的是地方领导重视，

为营养改善计划提供组织保障。 许

多省和县将营养改善计划作为优先

项目工程， 有力协调多部门分工协

作， 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 在人力、

财力方面调配好资源， 从组织机构、

资金运转等方面保障营养改善计划的

持续运行。

“我们平常说要明确财权和事权，

但是我们很少讨论地方政府的责任和

义务， 作为一个地方的政府对于本地

区的所有人， 尤其是儿童， 负有义不

容辞的责任。 应该明确各级政府的责

任 ， 尤其是出资责任 。 ” 卢迈说，

“很遗憾， 中部的大部分省份的县选

择了采购成品加餐的形式， 逃避地方

政府的出资责任， 只把3块钱发下去，

而不看结果。 我们呼吁， 要保障孩子

们的基本权利， 保障孩子们能够吃到

热乎乎的饭菜， 在这方面减掉任何其

他行政经费， 把钱用来让孩子们幸福

地吃上饭， 这个责任是地方政府义不

容辞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教授汪三贵补充说， 中央政府出了

钱以后， 把很多管理责任交给地方，

地方需要配套很多钱， 有些贫困县可

能没有能力配套， “如果有些事情又

复杂又麻烦， 还要出钱出力， 地方政

府的积极性就不大。” 汪三贵建议，

中央在设计项目时需要更全盘考虑。

有些地方能负担得起运行成本， 有些

地方负担不起， 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

费用， 对很多地方也是很大的压力，

国家在制定政策时， 要更全面地考虑

问题。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时常被认为是让穷孩子免费吃饭的

慈善行为， 实际上， 营养改善计划作

为教育政策的一部分， 是国家人力资

本投资， 建设人才强国的重要措施。”

卢迈说， “总的来看， 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况总体良

好， 是落在了实处的好政策， 应尽快

解决营养改善计划执行过程中的问

题， 让好事办得更好， 更长久。”

冷牛奶何日变成热饭菜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如何运行得更好

牛奶鸡蛋为何遇冷？

采购成品加餐形式营养效益最低， 各项营养量均低于标准摄入

量， 能量仅为食堂供餐的34.4%， 资金使用效率也最低。 我们希望这

个供餐模式是热菜、 热饭、 热汤， 而不是吃冷鸡蛋、 喝冷牛奶。

“牛奶上午十点喝冰凉冰凉的，

很多家长反映， 有的小孩早上空腹来

学校， 喝完牛奶坏肚子， 有的怕上午

喝坏肚子， 下午两三点喝， 孩子又喝

不下去， 所以我们希望推进在学校食

堂就餐， 没有食堂就办厨房， 没有厨

房先做伙房。” 日前， 教育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我们希望供餐模式是热

菜、 热饭、 热汤， 应确保营养改善、

加快学校食堂建设， 让更多孩子在学

校食堂就餐， 而不是吃鸡蛋、 喝牛

奶。”

采购成品加餐除了食品安全监管

有隐患之外， 营养效益如何？ 是否符

合“营养餐” 的定位？ 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专门对此做了调查。 评估报告

显示： 采购成品加餐形式营养效益最

低。

“以每生每天3元为膳食补助标

准， 采购牛奶、 面包、 火腿肠等为主

要食物， 人均营养量为， 热量298.2

卡路里， 蛋白质12.04克， 脂肪10.14

克， 钙元素182.12毫克， 铁元素3.76

毫克， 锌元素1.24毫克。 各项营养量

均低于标准摄入量， 能量仅为食堂供

餐的34.4%。” 卢迈说。

“为了让学生们尽快享受到国家

提供的3元钱膳食营养补助， 许多没

有食堂的学校， 统一采购牛奶、 鸡

蛋、 面包、 水果等食物， 以课间加餐

的形式供给学生。 这种形式， 食物单

一， 无法保证全面均衡的营养， 并且

学生长期接受性比较差。 吃腻了就再

也不想吃， 或者干脆扔掉， 白白浪费

了3元钱。”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

养与食品安全所学生营养室主任胡小

琪说。

采购成品加餐形式学生易产生逆

反心理，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随机抽

样学生问卷调查发现， 最不喜欢牛奶

的学生比率为21.2%， 最不喜欢鸡蛋

的学生比率为19.3%。 卢迈说： “一

些教师与校长反映， 采购成品品种单

调， 学生易厌， 废弃现象日益严重。

一些学校听取专家意见， 开展营养知

识宣讲工作， 降低学生的厌烦心理。

一些学校仍对学生持‘爱吃不吃’ 的

态度， 对将食物带回家、 浪费、 丢弃

等现象视而不见。”

营养膳食补助的标准是每天3元，

“让每一分钱都吃到孩子肚子里” 是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 各

级政府部门强调的内容。 哪种供餐形

式的膳食补助资金使用效率高呢？

评估报告显示， 以3元膳食补助

为准， 参照学生营养摄入标准， 食堂

供餐形式的能量达标率为84.6%， 采

购成品加餐形式全部不达标。 采购成

品加餐形式的资金使用效率最低。

“部分采取采购成品加餐形式的县和

学校强调， 牛奶、 鸡蛋、 火腿肠等可

以为学生补充优质蛋白， 事实上， 此

类产品的蛋白质含量低于同等质量猪

肉中蛋白质的含量。” 卢迈说。

在3元钱的资金使用上， 中国发

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崔昕也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食堂供餐中， 3元钱

指的是成本的费用， 而采购成品加餐

中， 3元钱是成品价格， 其中也会包

含企业利润或者其他费用。”

崔昕的观点也在调查中得到了证

实。 大多数采购成品发放的县， 运输

与配送成本由配送企业承担或包含在

食品招标价格中， 约占膳食补助的

10%至15%， 仅有18.3%的县， 由县

级财政或学校承担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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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业兴 绘

朔北、 东峡、 长

宁、 景阳、 桦林、

向化等7个乡镇学

校部分学生出现呕

吐、 头晕、 头痛等

不适反应。

5月22日下午

16:30， 全县共对7

个乡镇、 56所学

校、 2086名学生进

行了排查， 其中有

548名学生出现不

适反应， 经初步诊

断， 13名学生反应

较明显。

在针对此次事

件召开的紧急事件

处置会议上， 大通

县委书记吴海告诉

相关媒体， 目前已

经可以基本确定，

中毒事件与学生食

用的牛奶或桃酥有

关。

营养餐安全再

一次牵动了人们的

神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