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今年是国家
“学生饮用奶计划”实施20周年。当前学生奶
发展情况如何？奶源安全如何保障？怎样让更
多孩子受益？记者日前就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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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超4700万——

你的宝宝谁来带

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是造成育儿
焦虑和抑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
说，该中心调查发现，在有0至3岁婴
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
30%，其中90%是2至3岁婴幼儿家
庭。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
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
只有5%左右。

贺丹说，现有托育机构中不到两
成是公办的、普惠的，大多数是民办
机构。后者为了保证运行，价格较
高。“我们调查发现，能接受其价格的
家庭不到1/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
展司司长欧晓理介绍，我国3岁以下
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每年有高

达1500万以上的新生儿，但托育服
务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并承受着疫情
带来的持续影响，长期看，还面临服
务体系建设缺口较大、普惠机构高成
本压力、人力资源瓶颈制约等挑战。

与城市宝宝相比，农村贫困和留
守儿童可能更为弱势。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介绍，该基金会
和全国妇联对贫困地区5000多名婴
幼儿的调查显示，86.4%的婴幼儿没
有接受过任何早期养育和照护的服
务，家庭养育环境也很差。

“相当多的贫困地区儿童处于
‘成长环境不利状态’。”在李伟看来，
如果缺乏公共政策干预，贫困的代际
传递，可能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身上
延续。

0至3岁是婴幼儿成长发展的关
键阶段。良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对
国民素质整体提升、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对消
除贫困、促进社会公平也具有特殊的
社会意义。

为破解托育难题，2019年4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2020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
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初步
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

落实指导意见，有关部门打出政
策“组合拳”。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
学军介绍，国家卫健委会同相关部委
研究出台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管理
规范、登记和备案办法等系列政策规
定，开展了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专项行动等工作。
中国计生协及各级计生协还充分

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和优势，广泛开展
“优生优育进万家”活动进行宣传咨询
和入户指导，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示
范创建，并实施“向日葵计划”，建立亲
子小屋，促进农村儿童早期发展。

“指导意见公布后，一年半的时
间里，仅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有明确
托育标识的企业，数量就相当于过去
10年的3倍，发展的势头很好。”国家
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
杨文庄说。

商业综合体嵌入、社区办点、幼
儿园延伸、家庭“邻托”、企业福利
……于学军介绍，各地也在积极探索
实践，发展出多元化的婴幼儿照护服
务模式，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正在逐
步构建。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发展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
育、教育成本。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
测显示，“十四五”时期出生人口
会比“十三五”平均每年少200万
以上。“这正好为合理调配幼儿园
学位和托位、推进托育服务体系
建设创造了条件。”贺丹说。

难得的窗口期内，普惠托育
该怎么搞？

杨文庄认为，家庭托育服务
价格低，邻里信任，婴幼儿少有疏
离感，值得大力提倡。但这种模
式目前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法律
法规尚不允许以家庭自有住宅营

业登记，监管不易，邻里之间协调
难等。他表示，将尽快研究家庭
托育发展的管理规定和规范标
准，支持家庭托育有关试点项目，
并适时推广。

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王培安建议，将托育服务
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在出生
人口减少、学前教育资源有富余
的地区，鼓励“托幼一体化”，推
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将
2至3岁幼儿托育服务纳入以公
立机构为主的普惠型学前教育服
务体系。

同时，完善家庭福利政策，
研究将0至3岁托育费用纳入个

人所得税抵扣范围，探索建立育
儿补贴制度；适当增加配偶护理
假、家庭养育假等育儿假期，鼓
励男性参与子女照料，鼓励家庭
育儿的代际支持；鼓励有条件的
企业支持职工带薪休假、探索弹
性工作制等。

“对贫困地区婴幼儿照护服
务的公共政策干预已经刻不容
缓。”李伟认为，可考虑将欠发
达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发挥计生协、
公益基金会等组织作用，探索
多样化、全覆盖的婴幼儿照护
服务模式。

（据新华社电 记者田晓航）

奶源安全如何保障？怎样让更多孩子受益？
——“学生饮用奶计划”实施20周年观察

每天早上9点多，当老师提着装有学生奶的小筐
出现在班级门口时，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实验小学二年
级一班的孩子们便立刻停止嬉闹，一边说谢谢，一边从
老师手中接过牛奶高兴地喝起来。

课间喝一盒学生奶，已是这所学校里一些孩子坚
持了6年的习惯。“喝点牛奶补充营养，对于山区孩子
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校长李玲香说。

学生奶对于孩子们来说，既是营养，也是关爱。
2000年，原农业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等7部门联
合启动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2013年，中国奶
业协会负责推广工作后，先后颁布了推广管理办法及
学生饮用奶系列团体标准，启动增加学生饮用奶产品
种类试点工作。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实施
20年暨现代奶业评价体系建设推进会上，中国奶业协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亚清说，全国学生饮用奶在校日
均供应量从2001年的50万份增长到目前的2130万
份，惠及2600万中小学生，从最初的5个试点城市覆
盖到全国31个省区市的63000多所学校。

“‘学生饮用奶计划’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喝上优质
的牛奶，改善和提高营养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也让学
生养成了健康饮奶习惯，将受益一生。”国家食物与营
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说。

作为家长，福建省南平市市民陈丽丽最在意学
生饮用奶的品质。今年暑假，她特意带孩子参观了
提供学生奶的长富牧场，看到挤奶、储藏、运输等全
程有保障，心里有了底：“孩子的事最重要，学生奶的
安全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据中国奶业协会统计，目前，学生饮用奶生产企
业从首批认定的7家，增加到123家，备案学生饮用奶
奶源基地有354家，泌乳奶牛总存栏40多万头，日均
供应生鲜乳12000多吨。蒙牛、伊利、三元、光明、新
希望、君乐宝、长富等均是学生饮用奶的生产企业。

据了解，为确保质量安全，学生饮用奶要求产品
采用新鲜生乳为主要原料，乳脂肪、乳蛋白含量等指
标高于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要求，产品不使用、不添加
复原乳和营养强化剂，生产24小时处于监控之下，产
品采用无菌包装材料包装，检验检测全部合格后方可
出厂。学校要有专人负责接收学生饮用奶产品，并且
要专区储存，温湿度适宜。

以未来星学生奶为例，蒙牛集团副总裁顾瑞珍介
绍说，奶源来自专属基地牧场，以专用牧场、专仓收
奶、专罐储存、专用设备、专人操作的生产方法，采用
瞬时灭菌技术及无菌包装，经过200余项检测，105项
指标监控，实行牧场、工厂、仓库、流通、学校等各环节
严格监管。

纯牛奶、各种果味牛奶、奶糖味牛奶……会场外的展台前，琳
琅满目的学生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把学生饮用奶这件好事办好，还需要多方进一步努力。”中
国奶业协会名誉会长高鸿宾说，发展学生饮用奶还面临一些现实
情况：随着学生营养需求和膳食多样性变化，当前的学生饮用奶
产品种类已无法满足需求；2019年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受益中
小学生普及率仅为17%；多数提供学生奶的企业是保本微利，也
有少数是赔本。

2018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
品质量安全的意见》，要求大力推广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增加产
品种类，保障质量安全，扩大覆盖范围。

在会议上，《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规划（2021－2025
年）》正式发布。规划对于2025年的覆盖学生人数、日均供应
量、生产企业数量、奶源基地数量、抽检合格率等做出要求，并明
确将增加巴氏杀菌乳、发酵乳和再制干酪。

规划还要求，加强学生饮用奶原料奶和产品的监督检验，倡
导学生饮用奶生产企业要严把原料关、加工关和运输关，督促和
指导企业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同时，明
确坚持市场机制运作与相关部门支持相结合。

“学生饮用奶计划对奶源、加工、运输、入校等各环节要求很高，
需要政府、学校、乳企、社会等多方共同努力，希望未来能拓展产品品
类，让孩子们有更多选择，更喜欢喝奶。”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索堡镇
中心小学校长李献军说。（据新华社电 记者于文静 林超 郭雅茹）

25日辽宁新增6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华社沈阳12月26日电 辽宁省卫生健康
委26日发布，12月25日0时至24时，辽宁省新
增6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轻型1例、普
通型5例。6例病例中，沈阳市报告1例、大连市
报告5例；新增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为大连
市报告。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其中
沈阳市报告1例、大连市报告1例。

截至12月25日24时，辽宁省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316例（含境外输入67例），治愈出院287
例，死亡2例，在院治疗27例。目前，尚有26例无
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北京25日新增2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侠克）北
京市卫生健康委26日通报，12月25日0时至24
时，北京市新增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疑
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一例确诊病例为一名31岁河北籍女性，
现住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张喜庄村，为顶全便
利店顺义区货运店员工。因该店销售冷鲜食品，
按照北京市防疫要求，12月24日由公司安排进
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12月25日反馈结果为阳性。

另一例确诊病例为一名29岁辽宁籍女性，现
住北京市顺义区胜利街道义宾南区，为慧与（中
国）有限公司员工。因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前
往顺义区医院发热门诊就诊，12月24日进行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中国一科研团队
发现治疗抑郁症的新靶标

据新华社南京12月26日电（记者陈席元）
记者26日从中国药科大学获悉，该校洪浩团队经
多年研究发现，一种名为TGR5的受体与抑郁行
为相关，这为研发新型抗抑郁药物提供了新思
路。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神经精神领域学术
期刊《生物精神病学》上。

据论文通讯作者、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教授
洪浩介绍，当前临床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主要基于
单胺类神经递质学说研发，虽然种类较多，但也存
在效率低、起效慢、副作用大、停药易复发的问题。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从新角度揭示抑郁症的
发病机制，寻找新的分子靶标，开发更有效的药
物。”洪浩告诉记者，近年来，团队一直关注TGR5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出现类
似抑郁症状的小鼠中，CA3锥体神经元TGR5的
表达水平显著下降，其下降程度与抑郁严重程度
相关；如果提高CA3锥体神经元TGR5的表达
水平，则能够显著改善小鼠的抑郁样行为。接下
来，团队将寻找中枢TGR5激动剂，进一步明确
中枢TGR5激动剂的抗抑郁作用，以期开发出安
全高效的新型治疗抑郁症药物。

我国高血压患者约3亿人
大规模基层“三高”共管项目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屈婷）最
新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患者约有3亿人。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
况报告（2020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
患病率为27.5%，糖尿病患病率为11.9%，高胆固
醇血症患病率为8.2%，与2015年发布结果相比
均有所上升。

记者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国家卫健委疾病
预防控制局获悉，我国将在基层大规模开展针对
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的“三高”共管项目，切
实提高试点地区“三高”的管理率、治疗率与控制
率。作为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三高”规范化管理对
建立中国特色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模式意义重大。

12月26日，在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核酸
检测采样点，医护人员进行核酸采样。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千里冰封！

黄河封冻长度超500公里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26日电（记者刘诗

平）随着最寒冷的隆冬季节到来，黄河干流上、中、
下游河段均已出现流凌，其中内蒙古河段封冻超
过500公里，呈现千里冰封景象。

千里冰封的黄河河段目前主要在内蒙古境
内。11月23日，黄河内蒙古三湖河口河段首次
出现流凌；12月4日，黄河内蒙古河段包茂高速
桥上游100米处出现首封；12月24日，黄河内蒙
古河段封冻长度达到499公里。

3岁以下婴幼儿超4700万，入托率仅5%左右

政策“组合拳”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正在形成

抓住“十四五”窗口期，发展普惠托育

生了娃没人带被迫辞职，怕没人带
娃放弃生二胎……让育龄夫妇纠结的托育难

题，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愈加凸显。
生了宝宝谁帮带？怎么带？近日，由中国计划

生育协会等主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围绕
“托育难”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2600万学生受益 高标准、严监管 巴氏奶、酸奶将进入学生饮用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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