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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市是黑龙江省
养牛第一大市!多年来!

这个市每日所产的 !"##

吨鲜奶被世界知名企业
瑞士雀巢集团旗下的乳
业企业"""黑龙江双城
雀巢公司所垄断#然而!

当地奶农普遍反映! 这个知名企业在双城克扣奶
农已成为公开秘密! 其低成本经营模式引起当地
群众的不满#

一桶奶少1公斤

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奶农老李挤完最后一
头牛的牛奶! 用秤称了一下两桶奶的重量$共
$!%"&公斤!去掉空桶的重量 !' 公斤!净重 '(%"&

公斤# 记者跟随老李的三轮车到双城雀巢有限公
司设在双城镇承旭村的奶站去送奶#

到了奶站!老李按奶站的要求!初步化验了奶
样!把奶倒进奶站的空桶中!再拎上电子秤!电子

秤的显示屏朝着收奶人员!老李看不见#随后收奶
员把一张卡在连着电子秤的 )*+机上刷了一下!

老李被告知此次交奶的重量是 ',公斤#

对%消失&的 !%"&公斤奶!老李%平静地&接受
了!他说已经%习惯&#不少奶农反映!雀巢公司克
扣奶农已延续多年!现已成为%公开秘密&#

万龙乡奋斗村奶农赵永武告诉记者! 雀巢公
司克扣奶农!多年来从未间断过#平均一桶奶扣 !

公斤!有时候送一次奶要被扣 ,公斤!两次奶扣 -

公斤# 该村的奶农被扣急了! 就不给雀巢公司交
奶#%宁可杀牛也不给雀巢交奶#&赵永武说#

奶农反映!雀巢公司不仅在秤上做手脚!计数
器也%暗藏猫腻&#记者在雀巢公司所属的永支奶
站也发现了奶站计数的%秘密&#奶农交的奶上过
秤后!把自己的交奶卡在 )*+机上刷一下!交奶斤
数就会刷到卡里# 记者发现! 刷到奶农卡里的数
字!并不是奶秤显示屏上的数目!小数点后面的一
位数被%处理&了#对此!奶站收奶员解释称$%如果小
数点后是 ,或以下!就被舍为 #!如果是 (!就进为 &'

如果小数点后是 .或以下!就被舍为 &!如果是 $!就
进为 #&#一些奶农对此表示气愤$%舍掉的多!进位的

少!这分明是八舍九入法#&收奶员告诉
记者!)*+机由雀巢公司设定#

双城市奶农还反映! 雀巢公司还
将%以质论价&变成克扣奶农的手段#

黑龙江省明文规定! 鲜奶达到国家标
准!就该按政府指导价付钱!但雀巢公
司却把鲜奶分四个等级收# 比如三季
度雀巢对外称奶价是每公斤 "%$'元!

其实奶农交的一等奶才能达到这个价
格# 如果是四等奶! 连 "%'元都达不
到!而且出现四等奶的奶农!要承受一
个月的低奶价# 对于把奶分成四个等
级收奶一事! 双城雀巢有限公司奶源
部负责人李祖安解释称$ 分等级是今
年 '月份以前的事! 现在已不用这种
方法了#

双城的奶农说! 前几年雀巢经常
检测%冰点&(即奶中水的含量超标)和
抗菌素!如果在奶中检测出%冰点&!就
要扣掉一周奶款的一半!%如果打出抗
菌素!扣得更多&#奶农认为!严格检测
奶的质量是对的! 但奶站根本不给奶
农检验单据!只是口头告诉!哪个奶农
的奶检出了%冰点&!哪个奶农的奶检
出了抗菌素! 这让平日里守法送奶的
奶农不服气#

有奶农告诉记者! 有时对被测定
为低质奶不服!%但没有说话的地方&!

奶质检测多年来都是雀巢公司说了算#

对于奶农反映的问题! 双城市畜牧局副局长
霍志宏承认!确实收到了对雀巢公司的投诉!一是
细菌含量问题!二是奶量多少问题#他说!"##"年!

政府对奶农反映强烈的有克扣问题和不透明问题
的奶站进行了整顿!一个奶站站长被判刑!几个
被撤了职#

不要机械要手挤奶
在农业部政策推动下!当前全国都在大力推

进机械化挤奶! 黑龙江省也是机械化挤奶率相对
较高的省份!但双城市却例外#

在双城镇奶农老李把奶送到奶站之前! 记者
亲眼目睹了他近两个小时的传统手工挤奶过程#

老李准备好三样工具$自制的小木凳*装着井水的
盒子*红色的盛奶塑料桶#他没用毛巾和消毒液!

直接用手从盒子里面蘸了水!给奶牛洗完乳头!开
始挤奶#约 !#分钟!挤完了一头牛!他转身将红桶

提到院子! 把奶倒进送奶用的奶罐里# 奶罐开口
处!放着一块布!用于过滤挤奶过程中掉下的牛毛
等杂质#

临近傍晚!老李挤完最后一头牛!把奶罐装上
自备的三轮车!送往承旭村奶站#在双城市!像老
李这样用传统的手工法挤奶并自己送给奶站的奶
户!不在少数#

记者了解到!作为黑龙江省养牛第一大市!双
城市还没有机械化榨奶站#奶农认为!奶站是雀巢
公司的! 雀巢公司为了减少成本! 不上机械化设
备!让奶农自己投入#在双城镇长勇村!几个养牛
大户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二手榨奶机!奶户说!一套
新的设备七八千块!买不起#

一位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雀巢公司
所属 '-个奶站! 如果投资改造成机械化榨奶站!

上了设备!每个奶站至少得追加投资 !##万元!'-

个奶站就是 '-## 万#%双城市的奶农分散在 "(-

个行政村!如果一个村建一个机械化奶站!投入更
大&#

对此!李祖安说$%机械化榨奶有许多弊端!比
如牛会得传染病或疫病#&双城市畜牧局副局长霍
志宏说$%关于推行机械化挤奶!农业部 "##$年发
过文!就双城市没执行#&

一部分给雀巢公司交售的鲜奶走了多个未封
闭的流程$ 挤奶桶!送奶桶!奶站称量桶!奶站奶
池!奶站奶罐#记者在雀巢公司所属的永支奶站看
到!一位奶站人员拿着一个网!不停地从奶池中打
捞着草末等杂质#

农业部全国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锋说!

+乳品质量安全管理条例,规定!鲜奶挤出后!"小
时以内必须降到 (度以下#但记者发现!双城雀巢
的一些鲜奶并未严格遵守这一规定#

“雀巢垄断”的背后

! ! ! !虽然没有机械化奶站!常年压价*短秤收购!

双城雀巢公司却一直垄断着双城市每日所产的
!"##吨鲜奶#

双城市奶农反映!在 "#!#年黑龙江省实施鲜
奶收购政府指导价之前! 雀巢公司给奶农的收购
价是最低的!有时才 !%-元一公斤#政府还阻止奶
农把奶卖给外地企业!并曾由公安*畜牧等多部门
组成工作组四处拦截#

双城市畜牧局介绍!双城市在 "##"年前后曾
跟雀巢公司签有协议! 不准双城市再建其他乳品
企业!双城市的鲜奶原则上必须交给雀巢#

双城市政府部门帮助雀巢垄断奶源的主要原
因!是雀巢的税收支柱地位#双城市畜牧局介绍的
情况表明$ 雀巢公司历来是双城市的纳税大户!

"##(年双城市全部财政收入 &%.亿元! 仅雀巢就
纳税 ,%'亿元! 占 -#"#"#!# 年双城总财政收入
!-%,.亿元!其中雀巢 "%.亿元!仍处于支柱地位#

事实上!雀巢给政府交的税收!很大一部分来
自奶农的损失#一位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鲜奶 !公斤收购价比市场价低 #%"元!雀巢收 !吨
鲜奶就节省 "##元! 按一天收 !###吨鲜奶计算!

每天节省 "#万元!一年节省 '###多万元#前几年
雀巢收奶每公斤比市场价低 #%&元!那么其每年给
政府的税收!几乎全部来自奶农#

同时!双城市政府还在雀巢公司拥有股
份!双城市前任市领导还是双城雀巢公司
的董事长# 双城市副市长文立恒告诉记
者!双城市政府占雀巢 "%$$"的股份#

在一个雀巢奶站的营业执照上!记者
发现法定代表人是前任双城市市长#

针对雀巢的经营模式!专家表示!雀巢利用
给政府提供税收和股份的方式绑架地方政府!垄
断奶源!克扣奶农!低成本运营!不仅违背了市场
规律!也破坏了中国乳业的正常发展秩序#而地方
政府为了税收!甘当企业的%守财奴&!是明显的行
政错位#雀巢模式应引起警惕!谨防这种模式被其
他企业复制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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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由新华社发起
的%中国网事-感动 "#!!&第三季度网络人物评
选结果 !#月 ",日揭晓!中国网民用数十万张选
票选出了心中 !#名%草根英雄&!他们分别是$

¶;Â*'ÃÄSÅ)ÆÇÈ!

("岁的她是辽宁
抚顺的一名乡村教师!也是一群留守儿童的爱心妈
妈#她放弃了大学梦!给留守儿童一个温暖的家#

¶ÉÂ*'ÊËÌÍ)ÎÏÐ!很业余*纯草
根!挡不住她动人歌声#+送你葱,绝不仅仅是改
编经典的卖菜歌!更是一代人不灭的梦想#

¶·Â*'ÑÒÓÔÕÖ) ×Ø! 他以不足
!%"米的身躯 "#年坚守在山村小学! 虽然一直
以来只是一名%临时代课教师&#网友们对他说$

%你最帅.&

¶ÙÂ*'

$%

Ú.Û)Ü¥Ý!左成亮对群
众*对工作的用心*细心和热心!如同春风化雨!

同时湿润了人们的内心和眼眶#年轻的网民说$

左成亮!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

¶ÞÂ*'SßÈà) �á!

"!岁的消防战
士! 在高架桥上的救火现场! 当爆炸气浪冲来
时!他奋力推开危险中的班长!自己摔下 (#多
米的高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âÂ*'ãä`\)åæç!他是一名普通
的公交司机!他把沿线乘客当做亲人!用真诚*

热心做好一点一滴的小事情! 他也成为沿线维
吾尔族*汉族群众的亲人#

¶èÂ*'éê\)ëìíîb!全身瘫痪仅
一根手指能动却以高分被大学录取!%不抛弃*

不放弃&!厚重如山的父爱托起%渐冻人&唐旭的
传奇人生#

¶ïÂ*'Ñðñòb)ó�ô!一个 $&岁老人
照顾病儿 (#余年! 严重驼背的她持之以恒地给病
儿喂饭*喂药*洗澡*端便盆!诠释着伟大的母爱#

¶õÂ*'ö÷ø)ùúû!

'天 -夜!身无分
文的四川资阳小伙徒步 ,-# 公里到重庆找工
作#作为%暴走哥&!他再次唤起了社会对青年农
民工就业难的关注#

¶üÂ*'ýþÿþ)!"#"$ä%!

%可不
能管人家要钱.&老太搭乘顺风车不料发生车祸
去世!老太的子女却拒收赔偿!%以德报德&行为
感动了无数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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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跳江救人英雄获见义勇为称号
/0123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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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穗务工人员牛作涛跳江救人不幸溺水身亡一事感
动羊城# 广州市相关领导 ""日前往慰问牛作涛家
属!送上见义勇为荣誉证书和 ,#万元慰问金#

!$日晚!在广州二沙岛珠江边!山东籍退伍军
人牛作涛散步时见一女子坠入江中! 二话不说跃
入江中救人#当时!珠江水流湍急!牛作涛抓住女
子试图靠岸!但始终未能成功#事发地较冷清!当
路人和附近商铺店员闻讯赶来相助时! 牛作涛与

女子双双消失在江面#"#日中午!牛作涛的遗体被
水警发现#

牛作涛的英雄事迹传出后! 市民纷纷对英雄家
属表示慰问#""日! 广州市委副书记苏志佳前往慰
问牛作涛的家属!并送上见义勇为荣誉证书和 ,#万
元慰问金# 广州越秀区委副书记刘梅代表区委区政
府同时送上 &万元慰问金#

牛作涛的妻子陈平艳在悲痛中接受了慰问!五
岁的小女儿还不甚明白%父亲永远离去&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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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天!北京雾霾围城!空气质量也随之连续超标#

",日起!入秋以来最强冷空气登陆京城!&级左右的
北风将彻底驱散雾霾! 京城也将遭遇今秋以来最大
气温%跳水&#在夜间体现最明显$",日*"(日白天的
最高气温还将维持在 !-摄氏度左右! 降温幅度不
大'但夜间降温幅度将达 '到 !#摄氏度!预计 "(日
夜间最低气温仅为 ,摄氏度! 为入秋后夜间气温最
低值!体感会非常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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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时 ".分许!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上戍办事处
戴宅村一抛光厂发生爆炸!致 !-人受伤!其中 &人伤
势较重#

一位救援人员说! 现场 "层的厂房车间大部分因
爆炸坍塌!整个现场烟雾滚滚并夹杂一股焦味!整个工
厂一片狼藉!厂房的门口躺着数名被烧伤的工人#

截至 !&时 (#分许!事故现场处置完毕!消防官兵
成功救出 (名被困人员#

目前!关于爆炸原因和损失!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
调查*统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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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法获取
经济利益!"##$年以来!%黑老大& 杨光纠结十余名社
会闲散人员!充当%地下出警队&#今年 !#月 "#日!江
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涉黑案件进行宣判!杨光*

张勇*颜东雨等 .人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分别获有期徒刑 !#年 -个月至 !年 &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年底刑满释放的杨光于 "##$

年结识被告人张勇*颜东雨后!三人又纠集十余名社会
闲散人员及两劳释放人员!在邳州*新沂等各乡镇充当
%地下出警队&!替人捧场架势*摆平事端*插手社会事
务管理!并以此获取请托人的报酬#杨光将获得的报酬
用于团伙日常开销及作案费用! 并以此达到笼络团伙
成员的目的#

经查明!该组织共实施寻衅滋事 !"起!聚众斗殴
"起!非法拘禁 ,起!强迫交易 !起!故意毁坏财物 "

起! 违法行为 !#起! 严重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生
活*工作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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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LMWX$因医院
误诊为直肠癌! 一患者在接受手术后二十多年里身心
遭受巨大痛苦#在确诊未患癌症后!患者一纸诉状将医
院告上法院#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近日一审判决被告医
院赔偿患者精神损害抚慰金 "#万元#

原告初某起诉称!!$$#年 &月!她因排便困难到平谷
区某医院外科就诊!该院检查诊断为直肠肿瘤晚期!并为
其做了肠造瘘手术#"#!!年 ,月!原告初某腹部造瘘化脓
异常疼痛! 后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等多家医院检
查!结论是未发现肿瘤!此时初某才确信自己被医院误诊#

初某表示!因被告医院误诊!她手术后一直排便困
难!经常忍受小腹疼痛的折磨!给她和家人的生活造成
了诸多不便!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于是诉
请法院判令被告医院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 (,万余元!

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 "#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医院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
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并采取不当的手术方式!造成原
告初某身体损伤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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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副县长
简历未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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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
出现 +陕西最年轻县长简历疑造假 推算 ,岁半上学,

的帖子!引起热议#陕西省延安市有关部门 ",日对此
事作了回应#

有网友根据延安市志丹县政府网公布的副县长黄
华的简历! 推算出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副县长的干部 ,

岁半就上学# 一些网民联系最近接连曝光的干部简历
造假事件!认为%,岁半上学简直是天才官员!根本不
可能&!到底 ,岁半上学是否属实/干部任命是否符合
有关规定/

自 !#月 !(日网上出现第一篇质疑黄华简历的帖
子后!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延安市委组织部立即成立调
查组!通过调阅原始档案*本人谈话*组织调查等方式!

对网友关注的问题和黄华同志的履历重新进行了核
查#调查组认为!黄华的简历经得起调查!干部任用符
合规定!并将有关调查情况上报陕西省委组织部#

延安市委组织部正处级组织员王亚萍对记者说$

%根据查阅黄华同志 !$$&年的入团志愿书* 共青团员
档案表!!$$.年的延安中学生登记表! 陕西省普通高
校招生思想品德考核表*大学毕业生登记表*毕业证*

学位证等原始档案! 档案年龄记载均与政府网站的简
历一致!没有发现问题#&

据延安市委组织部介绍! 黄华出生于 !$."年 !"

月!陕西省志丹县人!!$.-年上小学!"##"年 '月从延
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学学
士#"##"年 '月至 "#!!年 $月期间!先后在延安市委
政策研究室*延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等部门工作!先后
担任副主任科员*政府办秘书*主任科员*总值班室主
任等职!"#!!年 !#月任志丹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延安市委组织部组织员王亚萍和组织部信息科科
长孙炜刚表示! 从全国来看!".岁提拔副处级属正常
现象!非常感谢网友对年轻干部的监督和关心!干部都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能够多支持和关注他们的工作!帮
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和提高#

黄华本人表示!自己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
父亲是长途客运车司机!长年在外跑运输!母亲靠卖菜
养家糊口#爷爷*奶奶和外公早年去世!外婆由舅舅赡
养#所以家里照顾不上!就早早地让他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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