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顿饭让农村孩子长高了 5 厘米
《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进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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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北京市社会组织
培育孵化平台联合体启动暨
2017 福彩金项目（第二类）推介
会在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
中心资源配置厅召开。

作为促进全市社会组织发
展服务，引领社会组织创新发展
的专业支持平台，北京市社会组
织发展服务中心（运营方：北京
协作者）在会上启动成立“北京
市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联合
体”，邀请各类专业支持力量，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服务北京
市社会组织发展。

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
中心、 北京市社会组织培育孵
化中心、 顺义区社会组织发展
服务中心、东城区创益汇、石景
山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
大兴区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
心、 建国门街道社会组织服务
中心等十余家市区街三级社会
组织支持性服务平台成为联合
体的共同倡议机构， 部分机构

代表现场签约。
北京市社团办副主任魏表

示， 成立北京市社会组织培育孵
化平台联合体， 构建社会组织培
育扶持体系， 是进一步激发北京
市社会组织活力的重要保证。 目
前全市有 100多家社会组织培育
孵化机构，但同质性强，相互之间
缺乏联系，扶持方式单一分散，需
要加强统筹协调和规范指导。

北京市社会组织培育孵化
平台联合体将通过联席会议机

制， 加强各级平台的互动合作，
促进彼此之间分享经验、共享技
术、联合策划、共同服务，从而在
全市形成“上下贯通、分工明确、
系统规范、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的市区街三级社会组织扶持发
展体系。

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
中心自 2015 年 7 月开始建设，
2016 年 2 月开展试服务以来，在
完成了场地建设、功能设计和服
务规划等建设工作的同时，启动

支持伙伴计划， 已有 68 家专业
组织成为支持伙伴，初步构建了
涵盖法律、财务、信息技术、品牌
建设等专业支持在内的支持性
服务体系。

成立启动“北京市社会组织
培育孵化平台联合体”， 意味着
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
将重点完善服务管理体系，进一
步发挥主渠道作用，将中心建设
成为引领全市社会组织培育发
展的平台。

北京市投入 500万搭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联合体

� � 曾经，广西某校小学生每天午餐是“白米饭就水煮黄豆”（上图 2011 年 3 月
24 日）。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后，孩子们能吃到营养搭配的饭菜（下图 2017 年
5 月 7 日，摄影 黄孝邦/新华社）。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学校还没有营养午餐，那会儿爸
爸每天把饭送到学校，看着我吃
了再回家。 有时候爸爸忙了，就
没人给我送饭，有好几次我都饿
哭了。 ”12 岁的李强回忆起小时
候满是心酸，没人送饭的时候就
吃同学带的饼子， 又干又硬，饿
得不想上课。

后来学校开始在早晨发鸡
蛋给同学们， 慢慢地又有了午
餐，每天的菜还都不一样。

“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学
生每天吃到三餐的比例由 2012
年的 89.6%， 上升到 2015 年的
93.6%。 ”教育部部长助理郑富芝
说。

吃一顿午饭的确是小事，但
总吃不上这顿饭， 就不是小事。
而要解决几千万学生的午饭，同
时保证国家投入的每一块钱都
吃到学生嘴里，就是大问题了。

5 年身高增长 5 厘米

常去西部贫困山区走访的
记者都会有个印象，就是孩子个
子普遍偏小，有的六年级孩子跟
城里一年级的一般大。 餐食营养
缺乏，长期的影响是惊人的。 而
当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所带来的
改善，也相当令人惊讶。

《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改
善进展》报告显示，受监测的学
校，2012 至 2016 年，每年 7 岁新
入学学生的身高无明显差别，而
受益于营养改善计划的 8-12 岁
学生平均身高均有增长，其中 11
岁男、女生平均身高，分别增长
了 5.7 厘米、5.6 厘米。“这个数据
出来我们当时也是很惊讶。 ”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说。 贫困地区学生营养不良、生
长迟缓的状况正在发生重要转
变。

在近日召开的农村学生营
养改善专题研讨会上，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上述报告。 从
2011 年至今，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近 1600 亿元人民币， 用于孩子
们的吃饭问题。 1600 亿，换来的
是 13.4 万学校 3600 万学生的营
养和身心健康的改善。 2017 年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将实施国家贫
困县的全覆盖。

改善的同时， 问题依然存
在。 虽然监测各县学生营养不良
率已由 2012 年的 18.5%降到
2016 年的 15.4%，但仍高于 2012
年全国 6-15 岁儿童营养不良率
12%的平均水平。 2012 年贫困地
区 15 岁男女生平均身高与全国
同龄儿童相比， 相差 5.2 和 4.7
厘米，2016 年差距虽明显缩小，
但仍差 3.7 和 3.6 厘米。 一年 365
天，学生在校 200 天，学校食堂
供餐是集中解决营养不良问题
的最佳途径。

首个校餐大数据监测平台

我国还首次在实行学校供
餐的各个国家中，实现利用互联
网平台开展第三方大数据监测
与评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受教育部全国学生营养办委
托，设立了“阳光校餐”数据平
台，利用互联网手段对近万所农
村学校进行了监测。 上述报告的
数据即来源于此。

这个平台怎样运作？ 卢迈介
绍，每个学校里面有一位老师用
手机填表， 把今天有多少人就
餐，用的是什么食材，价格怎么
样，提供到阳光校餐网站，网站
自动显示出来，同时后台会马上
对这些数据进行实时分析。

数据评估结果每天会反馈
给各县和学校，同时通报省有关
部门。 县与学校根据反馈中的不

足进行整改、完善。执
行信息通过数据平台
向全社会发布， 接受
社会监督。 有的县食
材采购价格偏高，经
平台告知并公布，再
无发生。 数据平台对
政策执行有监督、指
导和规范作用。

数据平台的运营
成本， 据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
长李伟介绍， 每个学
校每个月收集和上报
数据需要支付的成本
是 100 元， 目前基金
会每年自筹 1100 万
元， 用于近万所学校
的监测。 如果未来扩
展到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的 9 万多所学校，
需要大约 1 亿元左右
费用。“1 亿数字好像
很大，但每年仅中央项目投入就
近 200 亿。 用 0.5%的费用来保障
200 亿的有效运行， 成本是很低
的。 ”李伟说。他希望最晚在明年
将数据平台的覆盖范围扩展到 9
万多所学校。

除了数据平台，教育部门也
用了不少方法保障食品和资金
安全。 比如建立学校食品安全和
财务管理制度，设立专题网页解
答政策、公布检举电话等。 教育
部部长助理郑富芝表示，营养改
善计划实施以来，全国没有发生
一起重大食品安全和资金安全
事故，个别小的偶发事故得到了
及时处置，两个安全得到了切实
保障。

别让贫困儿童成为贫困的
成年人

“贫困带有持久性， 就像慢
性病一样，一旦陷入贫困会不断
持续下去。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这样
说，“还有代际传递的问题，儿童
时期的贫困，可能等到成年后还
会贫困。 ”

暂时性的贫困不可怕，怕的
是持久性贫困。 收入贫困导致健

康、教育贫困，三者形成恶性循
环。 怎样打破这种循环，李实认
为，最重要的就是消除儿童的健
康和教育贫困问题， 从儿童抓
起。

那么怎样保障解决儿童健
康贫困的校餐持续做好？ 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
三贵在资金使用、组织管理上提
出了建议。 目前贫困县主要依靠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
分为专项转移、 一般性转移支
付。 现在总体趋向一般性转移支
付， 比如去年开始对 20 多项涉
农资金进行整合，全部归为扶贫
资金， 交给县级政府管理使用。
那么儿童营养改善计划的资金
怎么安排？ 这个项目资金用途是
比较单一的，也容易监控，建议
继续专项转移。

组织管理方面，学校食堂供
餐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但现阶段
不少地方恢复教学点，特别是村
里的教学点， 没有能力建食堂，
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 另外，汪
三贵建议，现在营养改善计划的
主要对象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
生，而儿童营养干预越早效果越
高的。 目前贫困地区在推进学前
教育，乡村幼儿园建设。 这部分

能够进行营养干预效果会更好。
3—6 岁的学前儿童下一步应该
是接下来工作的重点。 此外，如
果能够扩展到 0—3 岁， 难度当
然更大，但是也有很多国际经验
可以学习。

提供了 60 年校餐的巴西
是怎么做的

很多年里，巴西都在联合国
饥饿状况调查名单当中， 但在
2014 年，巴西被从这个名单中除
名了。

在当天的论坛上，巴西教育
部国家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席西
尔维奥·皮涅罗介绍了巴西实施
校餐计划 60 年的珍贵经验。

巴西与中国一样地域辽阔，
风俗多样。 巴西校餐计划的转折
点， 就是将项目的运输环节、执
行环节去中央化，在不同地区因
地制宜， 既可以反映地方文化，
也可以降低成本。 其次是与营养
学家合作， 保证校餐的健康、尊
重地方饮食习惯。 另外一个提高
项目效率的方式， 是重视住户，
帮助他们成立合作社或社团，为
地方农业提供支持，同时可以提
供很多新鲜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