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食品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宁夏食品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
□张国凤

日前，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
农业农村部门获悉，《宁夏回族自治
区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
案》已正式实施，在全区范围内启用

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宁夏农业农村部门表示，农业

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据食品销
售者的风险分级结果，确定监管重
点区域、重点业态及重点品种，有效
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

险。要求食品销售者根据风险分级
结果，改进和提高食品经营质量安
全控制水平，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

据了解，新制度试行主体为全区
“二品一标”（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地理标志农产品）农业生产主体、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国家级、自治区
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食用农产品批发
市场、大型商场、连锁超市、综合农贸
市场等；符合条件的农业生产小农

户、个体经营户等。试行的品类为蔬
菜、水果、畜禽、禽蛋、葡萄酒及水产
品。合格证的内容主要包括食用农
产品名称、数量（重量）、种植养殖生
产者信息（名称、产地、联系方式）、开
具日期、承诺声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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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带你
健康饮奶

不同年龄，喝奶有讲究
□刘慧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
冲击全球经济，一些国家为了确保
国内粮食自给采取了限制粮食出口
措施，同时叠加干旱和虫害等因素
影响，粮食安全问题受到了各方普
遍关注。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前发布
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预警，2020
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的人口可
能增至2.65亿人。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
李喜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全球粮食供应充足，全球性粮食
供应危机发生概率相对不大。但
是，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继续蔓
延，发生全球粮食危机的风险不容
忽视。当前，各国需要加强合作，提
高全球粮食治理能力，降低粮食安
全危机发生概率。

国际粮食供应总体充足
从供求关系来看，目前国际市

场粮食供应总体充足。
当前，主产国小麦即将上市，原

油价格下跌导致生物能源需求大幅
下降，全球粮食储备是2007年全球
粮食危机时的两倍，全球粮食库存
消费比值高于 2007年 80%。美国
农业部预计，2019至2020年度全球
谷物原粮产量 28.8亿吨，同比增幅
1.3%；全球谷物原粮库存为 8.85亿
吨，同比增幅1%，均接近历史最高。

从稻米供应看，美国农业部预
计，2019至2020年度全球稻谷产量
7.12亿吨，换算大米产量4.96亿吨，
与上年度基本持平。美国农业部数
据显示，2019至2020年度印度出口
大米 1050万吨，泰国出口大米 750
万吨，越南出口大米630万吨，三国
合计约占全球大米出口量的 57%。
当前，国际大米市场供应充足，4月
份后东南亚部分国家冬春稻米将上
市。但是，大米价格受疫情影响仍
然较大，越南暂停大米出口和印度
大米出口因封锁停滞，造成东南亚
大米市场波动，4月中旬国际大米
价格较年初上涨了30%。

从小麦供应看，全球小麦每年
出口量 1.84亿吨，其中俄罗斯、欧
盟、美国、加拿大、乌克兰、阿根廷和
澳大利亚占到了出口份额的 87%。

据美国农业部预计，2019至2020年
度全球小麦产量 7.64亿吨，创历史
新高，比上年度增加 3303万吨，增
幅4.5%。由于全球小麦库存充足，
预计 2019至 2020年度全球小麦期
末库存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 2.93
亿吨，同比增加 1468 万吨，增幅
5.3%。今年以来，国际小麦价格波
动幅度不大。

从玉米供应看，全球玉米每年
出口量 1.74亿吨，美国、巴西、阿根
廷和乌克兰4个出口国占到了88%
的份额。目前，主要出口国均未采
取限制出口措施。据美国农业部预
计，2019至2020年度全球玉米产量
11.13亿吨，同比减少 1070万吨，减
产主要来自美国。全球玉米期末库
存 3.03亿吨，同比下降 1777万吨，
降幅5.5%，已连续3年下降。近期，
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美国汽油需求
短期内减少一半以上，燃料乙醇需
求明显下降。目前，全球玉米价格
已下跌至近11年来的低点。

从大豆供应来看，美国大豆库
存仍处于高位，南美大豆正处于集
中收获上市阶段，全球大豆库存超
1亿吨，为历史第二高水平，大豆供
应充足，国际大豆价格持续下跌。

各国粮食安全合作加强
“粮食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一部

分，涉及收入、社会稳定等复杂情
况。饥饿人口问题是全球长期性问
题，贫困人口收入匮乏无力购买粮
食是当前的主要隐患。疫情对经济
冲击会导致旅游萎缩、侨汇减少、大
幅裁员、收入下降、购买力降低，非
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将面临新的
饥饿威胁。”李喜贵说。

疫情当前，各国加强粮食安全
合作，提高全球粮食治理能力，是避
免全球性粮食危机风险的有效举
措。

自从 2007年至 2008年全球粮
食危机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
G20机制建立了粮食监测预警系统
（AMIS）并发挥了积极作用。3 月
26日，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特别会议声明，重申避
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国际市场粮食
价格过度波动的不合理限制措施，
以免威胁全球很大一部分人口特别

是处于粮食安全低水平环境中最弱
势人口的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

目前来看，主要粮食出口国没
有采取过激的限制出口措施，尤其
是在 2007年至 2008年全球粮食危
机中采取过直接禁止出口措施的俄
罗斯、越南等国家，这次以非常谨慎
的态度对待出口。越南按下大米出
口暂停键，设置评估本国供应安全
缓冲期，但4月初已经恢复出口；俄
罗斯、乌克兰小麦仍然正常出口，使
用控制配额出口的办法，实际出口
数量还高于原定出口目标。

从粮食进口国来看，部分进口
国增加储备也不是盲目抢购。如
沙特阿拉伯战略储备小麦超过 100
万吨，计划从 4 月份开始再进口
120万吨小麦；伊拉克贸易部准备
进口 100万吨小麦和 25万吨大米
提高战略储备；埃及战略储备可满
足 4个月需求，目前该国小麦已经
收获，政府计划收购 360 万吨小
麦，将使得战略储备提高到 6个月
需求。

“当前，国际粮食安全合作机
制，以及粮食出口和进口国的管控
措施均好于上次粮食危机，有利于
显著降低当前粮食安全危机发生概
率。”李喜贵说。

防范国际粮油价格影响输入
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粮

食进口大国，每年进口粮食 1亿吨
以上，主要以大豆和饲料粮为主。
随着国内外粮食市场深度融合，国
际粮食形势对我国粮食市场的影响
更加直接。

“当前，国内需防范国际粮油市
场价格大幅波动的输入性传导影
响。”李喜贵说。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处于历史
最好水平，粮食产量连续 5年稳定
在 6.5亿吨以上，谷物自给率超过
95%，口粮生产具有绝对安全保障
能力，稻谷、小麦库存充足，能够满
足国内一年以上的消费量，库存消
费比远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
的17%至18%国际粮食安全线。国
内稻谷、小麦受国际市场影响风险
很小，基本上“米面无忧”，可以不用
进口。国内玉米当年产需略有缺
口，但政策性库存能够满足国内市
场供应。

我国大豆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较
高，需防范可能出现的供应链风
险。从目前情况看，巴西、阿根廷等
部分主产国阶段性封锁措施给大豆
贸易、装运带来了一些干扰，但未形
成实质性影响，物流效率降低对我
国进口影响有限。受供求关系和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大豆、棕榈油
价格下跌较多。我国大豆进口主要
来源于巴西、美国和阿根廷，目前巴
西所有农产品出口港均正常运营，
美国国内物流尚未受到较大影响，
大豆出口通畅。

从长期来看，在资源和环境等
刚性约束下，我国粮食供应仍然处

于紧平衡状态，大豆对外依存度较
高局面短期难以改变。

李喜贵认为，我国要立足国
内，放眼全球，继续坚定不移地走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强
粮食生产能力、储备能力、流通能
力建设，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在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积极维护
世界粮食安全，与世界各国携手应
对全球饥饿问题，继续在南南合作
框架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共同推进全球粮食
事业健康发展。

牛奶是公认的营养饮品，可你知道吗？不同年
龄段的人类和有不同营养需求的人群在选择与食用
牛奶时也各有不同。

青少年
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因为身体长得快，骨

骼的生长需要大量的钙来维持。中国营养学会指
出，就儿童青少年而言，每天钙的推荐摄入量为
800—1300毫克。其中摄入量最高的应该是青春期
（11—14岁），每天钙推荐摄入量应达到 1300毫克，
因为这一时期青少年的发育特别迅速，除了骨骼的
纵向生长以外，还需要沉积骨量。

此外，青少年骨骼更要填充大量的钙和蛋白质，
才能使骨骼更结实、更健康。国内外很多研究发现，
饮奶可以增加青少年的骨密度、促进骨量的增长。

目前，我国 6—18岁儿童的平均钙摄入量远远
达不到中国营养学会提出的膳食钙的推荐摄入量。
因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
教授范志红建议，青少年儿童每天牛奶的摄入量要
在3杯（约500ml）左右，以保证其身体所需营养。

运动人群
牛奶是非常适合运动人群的一种食品，作为液

体补充剂，它比豆浆、糖水更适合运动后的人群，不
仅热量相对较低，还可以帮助恢复体力。所以，爱运
动的人可以准备200—300g的牛奶，在运动后饮用。

慢性病患者
喝奶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也有

很大的好处，比如对于高血压患者，他们需要更多的
钾、钙、镁等矿物质，而奶制品不仅富含钙，钾含量也
不低，适合于高血压患者。范志红表示，最近两年的
多项研究也证明，奶制品摄入比较充足的时候，患中
风的风险也会下降。因此，她建议高血压、脑血栓等
人群，应该积极地摄入奶类，尤其是些含糖量较低的
酸奶。在遵从医嘱的情况下，最好能保持每天一杯
牛奶（250g）或一杯酸奶（200g）的摄入量。

孕妇
孕妇是非常适合喝牛奶的，或者是食用其他乳

制品，而且喝牛奶或者食用其他乳制品对孕妇比对
一般人更重要。因为孕妇在胎儿孕育过程中，不仅
要补充自已所需的钙，还需要提供胎儿所需的钙。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述，孕妇在怀孕 4
个月后，由于本身组织的发育和胎儿的增长，必须增
加能量、蛋白质、钙和碘的供给。如果孕期钙摄入量
不足，胎儿吸取母体的钙，会导致孕妇骨质流失而增
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牛奶含有丰富的钙和蛋白质，普通人每天牛奶
的摄入量在300g左右，但孕妇从孕中期（孕13周）开
始，最好每天额外增加 200g的摄入量，达到 500g为
好。

产后妈妈
对于产后的新手妈妈，不管是否母乳喂养，都建

议继续喝牛奶。虽然国内母乳喂养率远低于世界水
平，但对于6个月内的宝宝，大部分妈妈还是会选择
母乳喂养。在母乳喂养的同时，妈妈们需要比平时
补充更多的营养，尤其是通过饮食补充铁、钙以及蛋
白质等成分。

范志红建议哺乳妈妈保持每天500g牛奶，满足
身体对于蛋白质和钙的需求。如果不是母乳喂养，
建议每天喝300g左右。

更年期女性
对于更年期的女性，范志红强调应该和其他年

龄的成年人一样，坚持摄入足够多的钙，甚至还要适
当地增加摄入量，可通过牛奶及多种食物来补充。
增加的奶量要用来替代那些不健康的食品，而不是
主食或蔬菜。

中老年人
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每日摄人钙质剂量标准

来看，中老年人的钙摄入量仅次于青少年，为
1000—1200毫克。由于部分中老年人存在血脂代
谢异常的情况，全脂牛奶摄入过多可能会增加肠胃
负担并影响钙的吸收，所以可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
低脂奶或者脱脂奶。这样，既可以补充牛奶蛋白质
和钙，又可以控制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

此外，老年人可以在晚上喝牛奶，最好是临睡
前。因为此时是身体的低血钙状态，牛奶中的钙可
以及时补充身体中的钙元素，有利于防止骨质疏松
和骨折。

预防肥胖
对于有预防肥胖需求的人群来说，选择用牛奶、

酸奶来替代提供高热量、高卡路里的零食，长胖的风
险会大大减小，因为牛奶提供的综合营养价值要远
远优于热量较高、营养成分单一的零食。对于预防
肥胖的人来说，每天 250g牛奶是很好的营养补充
剂。

小贴士
部分成年人喝牛奶后会感觉肚子不舒服，这类

人可以尝试喝酸奶，也可以选择喝羊奶。当然，日常
还可以把奶类纳入到其他食品当中，比如牛奶燕麦
粥里，也可以把牛奶放到面食。而对于一些乳糖不
耐受的人群而言，可以考虑选择酸奶，因为酸奶经过
乳酸菌的发酵能更好地被消化吸收，也不容易出现
身体不舒服和乳糖不耐受等情况。

此外，奶酪作为可以吃的乳制品，食用方便还易
于存放，无论是早餐搭配还是面点制作，都是不错的
选择。 （来源：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目前，全球粮食供应充足，全球性粮食供应危机发生概率相对不大。但是，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继续蔓延，发生全球

粮食危机的风险仍然不容忽视。当前，各国需要加强合作，提高全球粮食治理能力，降低粮食安全危机发生概率。专家建

议，我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应积极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饥饿问题——

□孙莹

作为赣中重要粮食产地的江西
省上高县，2019年 9月被确定为全
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
点县。“2020 年，我县施行五项举
措，积极推进农民合作社质量提
升。”上高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破“瓶颈”，实施人才强社战略
农民合作社要从数量型向质量

型转变，关键在人。上高县注重发
掘本土人才，将农民合作社有一技
之长的成员全部纳入人才库进行规
范管理。“共有 2850余名乡土领军
人才、1600多名农村实用人才进入
人才库。”相关负责人表示，上高县
还采取“田间学校”“专家门诊”和

“科技入户”等形式，对自愿参与质
量提升的农民合作社理事会、监事
会成员和各岗位负责人进行专业培
训。

按照农民合作社“六统一”服务
的要求，各农民合作社围绕经营服
务范围，建立健全包括农资服务部、
农技服务部、育秧机插队、统防统治
队、联合收割队等“二部三队”社会
化服务体系。全县260余名农业专
业技术人员、680 余名耕整机手、
750余名联合收割机手、120余名机
插手、850余名统防统治专业人员、
1790余名养殖、防疫等专业技术人
员活跃在田间地头。

通过校企合作，上高县与南京
农大、江西农大、扬州大学、宜春学
院等 20 多所院校建立“产学研合
作人才培养创新基地”，有 60多名
教授、博士、硕士、本科生常年在农
民合作社开展课题研究。同时，建
立“院校人才＋乡土人才”结对帮
扶培养机制，已有 80 余名农民合
作社成员与博士、硕士、本科生结
对培养。

吃“螃蟹”，推行辅导员社会化
为了让合作社成员得到及时、

有效的帮助，上高县对照《农民专业
合作社辅导员工作规程》，从社会选
聘优秀人才充实农民合作社辅导员
队伍。

“农业农村部门专职工作人员、
院校专家等农民合作社辅导员主要
从事培训指导服务；从社会聘任的
农民合作社辅导员主要负责上门指
导服务。”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辅导
员按照20∶1的比例配备，即每20个
农民合作社配 1名社会化辅导员，
每个农民合作社每个月至少有1名
辅导员上门指导服务。目前已初步
试聘7名社会化辅导员。

剖“麻雀”，树立质量提升样板
上高县选取10个不同层级、不

同行业、不同区域的示范社，参照不
同建设标准逐个进行规范。通过解
剖10个农民合作社，工作组对得到

的所有指标和数据进行汇总和分
析，最后归纳出 10 大项 120 个指
标。按照这些指标，出台了《上高县
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标准》，要求
每个农民合作社对照标准进行自
查，并到这10个农民合作社现场参
观学习。统计的所有数据和指标最
后全部纳入农民合作社信息管理系
统。

分“伯仲”，出台升级竞争机制
农民合作社晋升示范社层级实

行数量指标管理，每年每个层级示
范社晋升都有数量限制。为保证示
范社层级晋升的公平，结合质量提
升工作的要求，上高县出台了示范
社层级晋升竞争机制。

坚持四级示范社评定联动。每
年国家、省、市、县四级示范社评定
一次，晋升上一个层级必须在下一
个层级示范名录内达到规定期限，
层级越高，名额越少，形成一个金字

塔形。同时，建立每个层级的示范
社名录，对照 132个监测指标进行
监测评分并排序。

给“奶酪”，强化政策支持服务
为支持农民合作社积极开展生

产经营，提高早稻生产的积极性，今
年上高县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在继
续实行耕地地力补贴、稻谷补贴、水
稻种植保险、粮食托底保护、农机购
置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的同时，还
出台相应的促进早稻生产的扶持政
策。

项目资金向栽种早稻进行倾
斜，按照“谁种植补贴谁”的原则和
5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贴，并开展早
稻集中育秧补贴。同时，对早稻生
产实行奖励。对完成考核目标达
100%的农民合作社每亩奖励 20
元；完成考核目标达 90%—100%
（含 90%）的农民合作社每亩奖励
10元。

江西上高县五措并举江西上高县五措并举 让农民合作社让农民合作社““活活””起来起来

□刘伟林

黑龙江省把秸秆综合利用作为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全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今年
以来，全省以秸秆还田为主，燃料
化、饲料化等为辅，不断提升秸秆综
合利用水平。

在肥料化上，黑龙江省把秸
秆还田作为综合利用的主要措
施。在饲料化上，坚持种养结合，
开展秸秆青、黄贮利用。在燃料

化上，支持各地扩大秸秆固化压
块站建设规模。在原料化上，引
进了三聚环保炭基肥、绿源康拜
生态板等一批原料化利用企业。

在基料化上，培育了海伦黑臻食
用菌、黑龙江稻乐、瑞禾农业等利
用秸秆生产食用菌菌棒、水稻育
秧基质生产企业。

黑龙江全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黑龙江全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