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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十五部门印发 5个配套文件

学生营养餐校长要自费“陪吃”
� � 学生“营养餐”应以肉蛋奶为
主要供餐内容， 供餐模式应逐步
以学校食堂供餐替代校外供餐，
为确保食品安全， 学校负责人应
陪餐，餐费自理。 这是 6 月 14 日
教育部等 15个部门印发《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
则》中的内容。

当日，15 个部门联合印发上
述细则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保障管理
暂行办法》、《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食堂管理暂行办法》、《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名制
学生信息管理暂行办法》、《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信
息公开公示暂行办法》5 个配套
文件。

从 2011 年秋季学期起，国务
院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 中央财政将每年
拨款 160 亿元，率先在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 680 个县(市)启动
国家试点。 如今，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已全面铺开，如何保证孩子
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了各
界广泛关心的热点话题。

相关负责人自掏腰包陪餐

食品安全一直是最受关注
的问题，在配套文件中有一个食
品安全保障管理办法。 该办法提
出，学校食品安全实行校长负责
制和学校负责人陪餐制，餐费自
理。 建立由学生、家长、教师等代
表组成的膳食委员会，充分发挥
其在确定供餐模式、 供餐单位、
配餐食谱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等方面的作用。

在针对配套文件的系列答
问中， 可以看到对负责人陪餐
制度的进一步解读。 学校食堂
管理的基本要求要实施五种制
度。审批制。学校开办食堂须提
出书面申请， 经相关部门审批
同意，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
后方可供餐。校长负责制。校长
是第一责任人， 对学校食堂管
理工作负总责。 内部控制制度。
针对学校食堂管理的各个关键
环节， 建立健全严密有效的内

部控制制度，强化内部控制，提
高管理水平。岗位责任制。学校
应根据学生就餐规模， 切实做
好定岗、定责、定薪工作，合理
配置人员。 学校负责人陪餐制。
学校负责人应轮流陪餐（餐费
自理），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
现和解决食堂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和困难。

以食堂供餐替代校外供餐

目前，试点县和学校根据不
同情况，确定供餐模式，以学校
食堂供餐为主，企业（单位）供餐
模式为辅。 对一些偏远地区暂时
不具备食堂供餐和企业（单位）
供餐条件的学校和教学点，可实
行家庭(个人)托餐。 学校食堂供
餐是营养改善计划的主要供餐
模式，同时也是现阶段最好的模
式，既便于学校管理，又可以相
对控制食品安全，有利于让学生
吃得“放心”，有助于实现营养补
助“全部吃到学生嘴里”。 因此，
细则明确要求，试点地区应加快
学校食堂(伙房)建设与改造，在
一定过渡期内，要逐步以学校食
堂供餐替代校外供餐。

与此同时，为准确掌握享受
“营养餐” 的学生信息， 防止虚
报、冒领补助资金行为，在配套
措施中制订了实名制学生信息
管理办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保障管
理暂行办法》规定，以现有的学
籍管理系统为依托，以学生身份
证信息为基础建立实名制学生
信息管理系统。 通过该系统，可
对享受营养改善计划补助的学
生信息进行有效监管，在一定程
度上防止虚报冒领补助资金等
问题。

地方可出台补充规定

2011 年 11 月 23 日，国务院
办公厅为此印发了《关于实施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的意见》（国办发〔2011〕54 号）。
由于试点地区地域广阔，经济发
展水平不同， 社会风俗各异，情

况千差万别，国家层面上的制度
只能作总体要求或原则规定。 在
《营养改善计划配套文件系列答
问》中指出，各地可根据 54 号文
件及其配套文件，积极发挥主观
能动性，结合本地实际就食品安
全管理、资金管理、食堂建设与
管理、 监督检查等关键环节，制
订和完善一系列更加具体、更具
操作性、更有地方特色的配套政
策和制度。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按要求
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如湖北实
施了食堂“五员”（“技能炊事
员”、“卫生监督员”、“营养指导
员”、“质量评判员”和“价格监管
员”）制度；安徽、青海制定了营
养改善计划工作绩效评价暂行
办法；甘肃出台减免供餐企业和
托餐家庭 (个人) 有关税费的政
策；河南提出“增加对农村寄宿
制学校食堂临时性价格补贴”；
云南要求各县为农村学校提供
勤工俭学基地； 贵州要求 2012
年春季开学前将已承包的食堂
全部收回学校，新建食堂一律不
得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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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配套文件中提出的学
校负责人自费陪餐制度在社会
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公益时
报》 记者也采访到了“免费午
餐”公益项目发起人邓飞，对此
他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赞成校长老师要和
学生在一起吃饭， 免费午餐以及
日本的学校都是用这种方式运作
的。但是，我不认为让校长自费是
对的， 老师和校长在其中是有付
出的，这样做（餐费自理）他们也
许会有情绪， 而且给老师和校长
一顿饭吃是基本的福利。 ”

同时， 邓飞也分享了目前
“免费午餐”保障食品安全的一
些经验，“我们给学校配了厨
师，给教职员工都有一顿饭吃。
至于有可能出现的校长和老师

吃饭开小灶的问题， 我们会给
学校配当地选出来的两个厨
师，如果老师‘偷吃’，本地选出
的厨师会有监督， 消息是包不
住的”。

针对校长自费陪餐的规定，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副所长
贾西津则表示，规定了校长负责
制是可以的，学校里出了问题由
校长来负责；而陪餐则不该是政
府部门来规定的，并且陪餐也不
一定是最好的办法，校长陪餐形
式的成分更大一些。

链接>>>

时评人乔志峰———“校长
陪吃”是个好举措。 相信有了校
长的亲自把关，“营养餐” 的口

味会越来越好， 食品安全也更
能得到保障。 好的制度要充分
发挥作用， 就必须落到实处并
长期坚持。 一定要让校长们将
“陪吃 ”进行到底 ，并且认真地
去吃、 带着对孩子们的感情去
吃。 只有这样，才能吃出“滋味”
来、吃出“责任感”来。

媒体工作者毛开云———校
长陪餐要自掏腰包， 这也从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营养餐的质
量， 但仍有个担心或许不是多
余的———供餐者与校长之间的
微妙关系， 会不会出现供餐者
给校长“开小灶”的问题。 果真
出现这一问题， 学生是不太容
易知道的， 教师即使知道也是
不太容易举报的， 这同样又是
一个监管的问题。

责任人“陪吃”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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