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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办

2012年11月
善款收入和支出

www.mianfeiwucan.org

收入：￥2131971.67 笔数：31328
大额捐赠方：青岛宏浩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元；
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 ￥162,335 元；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100915.65元
支出：￥2625771.76元

新开项目学校统计：
昭觉县玛增依乌乡中心小学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黑龙江省鹤岗绥滨县绥滨镇中心校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河北省秦皇岛市/州青龙满族自治县七道河乡后水河村小学

开餐情况：升级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洪岩镇村新村小学

开餐情况：升级

贵州凯里市三棵树镇平寨民小学

开餐情况：升级

湖南怀化新晃县贡溪乡甘美村小学

开餐情况：升级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炳途乡中心校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依波窝村小学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依德阿门村小学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拖木乡中心校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洒库乡岗洛村小学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巴普镇瓦拖村小学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巴普镇塔千村小学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巴普镇基伟村小学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尼哈乡中心校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洒库乡中心校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峨曲古片区中心校

开餐情况：直接开正餐

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倪家完全小学

开餐情况：升级

湖北阳新县下容小学

开餐情况：升级

江西省景德镇市/州昌江区鱼山镇徐湾徐湾小学

开餐情况：升级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大岗镇南完全小学

开餐情况：鸡蛋测试

四川凉山西昌麻柳村故哲小学

开餐情况：鸡蛋测试

江西九江都昌汪墩乡杨坞村杨坞小学

开餐情况：鸡蛋测试

监督电话:15330072811

合作联系:18600001998

升级指的是由学校通过鸡蛋测试阶段进入开正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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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活动概览
1.免费午餐淘宝公益店“双11活动”
免费午餐公益店在淘宝网的2012年天
猫 促 销 “ 双11 ”活 动 中 ， 与 百 事 美 食 天
堂、中应羊绒旗舰店、依文男装等爱心商
家联盟，共同倡导大家理智购物，不忘善
举。

2.复地上海总部捐助的“免费午餐”
学校－江西省景德镇市鱼山镇徐湾小
学11月30日正式开餐.
复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复地"）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集
团之一，国家建设部一级开发资质企业，
公司总部设于中国上海。
复 地 自 1994年 开 始 房 地 产 业 务 以
来，秉承"以人为蓝图"的经营理念，坚持
为城市新兴中产阶层打造高性价比的生
活、工作、休闲空间。十数年来，复地已
经在上海、北京、武汉、南京、无锡、重
庆、天津、杭州等地，成功开发数十个项
目 。2004年2月 ， 复 地 在 香 港 联 交 所H股
主板上市，成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经过
多年的努力与积累，复地在房地产业界逐
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准确的
产品定位能力、成熟的多项目管理能力、
周转快速的资金运作能力以及完善的销售
及服务体系。
此次全额资助徐湾小学的复地集团，
作为最早投身于“免费午餐计划”的成员
之一，从江浙沪到鄂渝蜀，已先后捐助贫

3.265G携手“免费午餐”关爱饥饿儿童
在 2012年 的 感 恩 节 即 将 到 来 之 际 ，

困学校10所，并有近二十批志愿者赴当地

名度的网页游戏，作为一款最高时年收入

265G将 联 合 “ 免 费 午 餐 ” 在2012年11月

上亿RMB的经典页游，将会是265G慈善

通过行胜于言的方式，去实践和感

20日开启《神仙道》爱心首服，并将活动

游戏专区的首款运营产品。265G通过专

悟，去信赖和传播，上海复地树起一支充

中获得的所有充值收入（除游戏厂商固有

区运营《神仙道》，而在本次活动中获得

满善念的企业标杆。积小善成大德，向善

分成）捐赠给中国社会福利基金免费午餐

的所有充值收入，在去除游戏厂商应得的

企业的凝聚，成就的是文明尽责的中国企

项目基金，为山区饥饿的孩子们送上热腾

分成后（约占总收入的40%），其余的充

业集群，它将扬起华夏民族无私奉献的道

腾的午餐。

值收入（既充值总收入的60%）都将无偿

落实“免费午餐”的具体情况。

265G开辟了一个慈善专区游戏平台。

德风帆，也必将汇聚整个社会温暖与爱的
森林。
监督电话:15330072811

而《神仙道》作为近几年最有代表性和知
合作联系:18600001998

捐赠给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项
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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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分享
公益品牌传播与实践的差距
By 放肆小乐
提笔写这个话题其实有些尴尬，有点打自己嘴巴的意思。

助型”基金会，通过资助民间公益组织实施慈善救助项目，培育我国民间

上周从广州回来后一直在想要做什么样的分享才合适，才是既能

慈善救助队伍。“童缘”、“9958”、“西部儿童”、“天使妈妈”等

反馈现实又不伤害到大家对公益行业热情的表达。

公益品牌广为人知。

首先非常感谢@善养浩然，去年11月在我对公益行业完全无知的
情况下，领着我踏入了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让我旁听了一些当时完
全无法领会的东西。经过1年的行业磨练体会，今年的论坛我基本上都
听懂了，还有很多我甚至能够很好地去思考和参与。
这一年里，我参与了很多公益行业的培训、分享、交流、会议、
论坛……不得不认同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是代表行业最高水平的活
动，没有之一。很多人分享了很棒的观点——其中不乏对行业的深入

魏久明，即将年满80岁，执着于青少年工作，是中国公益行业常青
树。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简称SEE基金会。2008年成立，其独立
出资方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于2004年，是任志强、史玉柱、王石、冯
仑等国内近百位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民间非营利性环境保护组织，主要
针对内蒙古阿拉善荒漠地区的生态改善。
刘小钢，本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轮值主席，中山大学公民与社

剖析。22日晚上的自主沙龙更是有多家社会企业或主攻社会创新的非营

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既是企业家，又是

利组织做了关于公益传播的讨论，美好的前景几乎让我产生错觉。

慈善家。

但，我却依然认为公益行业还不是一个能称得上行业的行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2007年成立，由腾讯公司发起，是中国第一

虽然全国各类公益组织已经超过40万家。除了极少数人或机构外，大部

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会。依托腾讯的网络优势，凝集超过

分还停留在热情与梦想的阶段（我这么表达，估计会有很多人想要嗤

4亿QQ活跃用户的爱心力量，为国内10多家公益组织提供了网络捐赠平

笑）。

台，累计募款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

我想，就从公益品牌传播与实践的差距来谈我这次在非公募基金
会发展论坛上最深的体会吧。
23日上午10时半，白云国际会议中心3号厅3302室，第四届中国
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第七场专题论坛开始，论坛主题“当前经济形势

窦瑞刚，公益行业知名话痨，经常有惊人观点和诙谐言语表达对行
业看法。
深圳市壹基金公益基金会，2006年由李连杰发起，倡导“人人公
益”理念，以救灾为主营业务，救援队伍活跃在各大灾难发生一线。

下，基金会筹资的挑战、创新与合作之道”，中国公益行业大佬云

2010年底，获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正式成立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拥

集——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

有了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法律资格。

书长涂猛、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魏久明、北京市企业家

杨鹏，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身份多元。投身壹基金被视为他

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刘小钢、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深

一次有关慈善事业的实验，他面对了很多选择和困境，并在逐步探寻壹基

圳市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吴

金新的出路。

冲。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2008年在上海成立。由金融机构和上市
我想我有必要介绍这七家基金会以及这七位当家。

公司的专业管理人员发起与运营的公益组织，致力于用专业帮助孩子们自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国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扶

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福布斯》中文版 “2012年中国慈善基金

贫领域公益机构，全国拥有26家分支和下属机构，拥有“小额信贷”、
“母婴平安”、“爱心包裹”等知名公益品牌，累计募集资金和物资近
20亿元人民币，超过400万贫困群众受益。
何道峰，昆百大董事长，1999年以志愿者身份出任中国扶贫基金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执掌中国扶贫基金会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榜”真爱梦想蝉联第一。
吴冲，地产、百货零售业、投行、证券均颇有建树。离职后与妻子
潘江雪一道创建了真爱梦想。借助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真爱梦想像上市
公司一样披露信息，成为行业典范。
当然，这场对话中，还有一位非常关键的人物：北京师范大学公益

将具有很浓政府色彩NGO组织改造成了中国第一个独立自主的全国性

研究院院长王振耀。2010年6月，56岁的他选择辞去民政部慈善司司长职

公募基金会。

务，“下海”到了北师大与壹基金合办的公益研究院当院长。20多年政府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扶贫同年同月生，在各省都有分支机
构，并以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希望工程”
闻名于世，仅该项目累计募款已超过60亿，共建设了16000多个希望小
学。

经历中，他一直伴随着中国慈善的成长。
开始的发言其实有些波澜不惊，各位大佬们都很低调。当话题到了
今年的筹款情况时，现场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
第一位发言的是刘小钢。她很坦诚地谈到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对基金

涂猛，1992年进入青基会至今已有20年，一直极力倡导微公益并
积极探索社会化筹资新模式。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成立于2010年。相对与扶贫、青
基会这两家老牌而言，显得还很青涩，但却声名在外。自我定位为“资

监督电话:15330072811

合作联系:18600001998

会筹款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她还特意讲到为募款不久前还举办了“I
SEE U 2012——中国企业家公益之夜”，试图采用拍卖艺术家捐赠作品
的方式为基金会进行筹款，共邀请了300余名企业家参与。
公益之夜募捐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募集到的善款总量为1300万，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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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分享
大多数仍为SEE会员捐赠，而这个数字已经在刘小钢的意料之内。实际

了，不需要筹款了，那我们现在近200个项目学校的孩子怎么办？让他们

上，在年初策划该活动时，基金会计划筹款2500万。“发现经济形势

都回到没有午餐的时候吗？！让他们继续忍饥挨饿吗？！
返回北京后，我一直在反省：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公益行业大佬们、

不好，大家心里变得没底，后来又调整，降低了目标。”
让我意外的是，接下来发言的几位。首先是吴冲透露真爱梦想较

研究者们这样的认知？
然而，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却是：我们自己。

2011年同比增长40%，随后是窦瑞刚表示企业出资从未考虑过筹款问

是我们自己，在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传播内容上，造成了公众对

题，接下来魏老、涂秘书长以及何会长竟然都是异口同声地表示虽然整
体经济形势大局不好，但各基金会均完成了年初预计目标，而且基本都

我们项目的误解；是我们自己，在传播过程中自我造就了高大伟岸的形

是超额完成目标。连上半年爆出仅完成目标17%的壹基金，今年实际完

象，造就了富有不缺钱的形象。
所以，做那么多铺垫，我们终于可以就免费午餐这个项目（别的我

成也比去年同比增长。（详见公益时报11月29日报道
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2-11-

也不熟）来说说，公益品牌的传播与实践的差距。
公众所知道的免费午餐——

29/101839358.html）

1、中国公益领域的一面大旗；

这与我预计的不一样。正式承担免费午餐基金筹款工作以来，我
每天睁开眼最大的困扰就是该如何去寻找更多的资金，以避免办公室直

2、安全、透明、高效的项目执行，值得信任；

面我的照片里那些孩子饭钵子里不会是空的。不管是联合举办活动，亦

3、获得了数百万捐赠人的支持，筹集的善款超过3000万；

或是直接捐助，我经手已经夭折的好几个——原因无外乎经济形势太

4、通过利用微博这个新媒体平台，成为微公益的典范；

差，企业再三权衡决定放弃。与去年同期相比，免费午餐基金今年的筹

5、推动了国家政策出台，免费午餐由国家接手。

款出现了一定比例的下滑，更甚者，在7-9月期间，每月善款入账仅百

以上，也许还有更多。很显然，我们在传播上让大家有了这样的误

万左右，同比下降80%以上。

解。
所以，我想就我去年4月6日开始接触免费午餐到今年1月1日开始全

所以，对于能够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实现捐赠收入增长——甚至
增长达到40%，我很惊讶。于是我提了这个问题：如何做？我本意是希

职服务免费午餐的这20个月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来谈谈实践中的免费午

望各家基金会都能够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指引一些方向。主持人直接将

餐。
国家营养改善计划与免费午餐到底有何关联。

问题给了吴冲。
很感谢吴冲先生几乎无保留地分享了真爱梦想是如何做的——虽

去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从秋季学期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

然并不是很具体。他讲到了两个关键词：专注、专业。他说，在这样的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提供膳食补助，具体供餐

经济形势下，真爱梦想的团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最后确定了“收

方式与时间由地方政府决定—— 由于免费午餐的实施，多地选择了学校统

缩项目范围，尽量专注于某一个项目”的结论，这个很好地让他们把已

一供餐提供正餐热食的方式。

有的品牌项目做得更好，更专业。
我想，于免费午餐而言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坚持以凉山为重点

那么国家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可以来看看时间线：
1992年12月，在罗马召开的全球性部长级营养会议通过了《世界营

（这是有迫切需求且能够迅速改善的地区），将目前免费午餐基金服务

养宣言》和《世界营养行动计划》，包括中国在内的159个国家的代表作

的近200所学校管理好，更多探索在有国家政策的同时，如何与地方配

出承诺，要尽一切努力在2000年以前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要实现这一

合能够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尝试去其他任何地方都需要特别谨慎，

目标，尽快改善我国居民的营养状况，特制定《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

不要因为一时热血或某单一事件而承诺——因为，每新开一所学校，意

划》。

味着我们要为孩子们午餐承担责任，保证他们不会因为我们募不到款而
回到没饭吃的时候——有饭吃后又没饭吃远超于一直没饭吃。
然而，令我吃惊的是，窦瑞刚先生接过了吴冲先生的话筒，问了
我一句话：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募款？我直接反应：因为我们是做项目
的，我们的孩子需要吃饭。让我觉得可怕的是，窦先生的下一句又来
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做项目？我认为，免费午餐已经成功了。免费午餐
最大的成功就是促使了政府出台政策。这就是免费午餐最大的成功。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何会长、涂秘书长、魏老以及王院长都纷纷
点头表示认同。这让我按捺不住，站起来欲与其分辨，被坐在旁边的同

营养改善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保障食物供
给，落实适宜的干预措施，减少由于饥饿和食物不足导致的蛋白质营养不
良的发生率，预防、控制和消除微量营养素缺乏症。
1999年2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市视察工作时强调指出：
“今后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最终要体现在人的
素质上，首先在于我们少年儿童的素质，要在儿童、少年中推广营养餐，
北京市要带个头，还要在全国推广，也要多做些宣传工作，要使得全国各
个地方都注意做这个事。”
2003年，国家开始实施针对农村贫困学生的“两免一补”。

事拉住。
会场气氛热烈，大家开始就影响国家政策开始了新的话题，但我
仿佛在温暖如春的广州穿越回了凛冽寒风的北京，心寒得不像话。
没想到，在几乎已经汇集了国内公益行业大佬的一场对话中，大
家都是这样的认知。其实，我特别想在当时问一句：如果免费午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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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由卫生部联合10个部门制定的《中国

合作联系:18600001998

2008年4月，李克强副总理批示：深入调研，拿出方案，突出重
点，努力改善贫困学生营养状况。同年，广西柳州开始试点推广“免费午
餐工程”。
2007年-2009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曾在此开展“学生营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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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分享
项目”，选择该县三只羊乡小学和古山小学两所寄宿制学校作为试点学

果有兴趣查看具体报告内容，具体可点击

校。试点明显改善了学生的体质和体能，提高了学习成绩。 但是，令

http://www.mianfeiwucan.org/index.php?id=53），这些报告真实

人失望的是，为时两年的营养干预试点2009年到期后，上述两所学校

地反映了每所学校执行项目的情况，为项目安全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的食堂宣告停办，学生的用餐方式、寄宿生的营养摄入量退回到

在免费午餐团队里，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每天会查看学校微

2007年前的状态。其原因即在于地方财政部门统一要求把生活补助发

博，关注学校就餐人数、菜谱、价格；他们及时通知学校善款到账，敦促

给家长，导致学校食堂被迫停办。

学校及时反馈；他们审核申请学校表格，严格确认学校预算……我知道他

2010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
出，要启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重庆市2010年7月启动实施中小学生营养促进工程。
2010年下半年开始，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发改委、卫生部、中国

们所做的都是最琐碎的事情，在我们团队里，他们来自执行部，外界很少
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为了项目的高效、透明，执行部的伙伴每天都要给学校打电话与老
师沟通，提醒学校不要使用很难煮熟的食物，我也没有办法说清楚他们跟

发展研究基金会等有关部门，开展深入细致的调研，拟订了学生营养改

只会方言的老师在沟通的时候有多辛苦、需要重复多少遍，但正是这些人

善工作方案。

每天的不厌其烦，才让免费午餐在短短的20个月里成功让近200所学校的

从2008年到2011年，温家宝总理先后四次批示，要求高度重视农

孩子们享有热腾腾的午餐。

村贫困学生营养状况，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改善农村贫困学生生

当然，还有很多默默早做事的人，不一一列举……

活和学习条件的具体方案。

截至11月底，免费午餐基金本年度已完成了2000万的筹款。对于一

2011年起中央财政投入食堂建设专项资金，每年总投入将近
400亿用于农村儿童营养改善。
说得简单一点，国家一直都有在关注农村儿童发育不良、缺乏营
养的问题，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积极改善。营养改善计划的出台，
是国家在大量调研和实地考察了解后慎重地做出承诺。我相信，没有免
费午餐的出现，国家同样也会实施这一政策。
不过，从1月国家营养办副主任田祖荫一行来福基会拜访所谈到的
内容来看，营养改善计划虽然并不是由于免费午餐深入民心而出台，但

个单一项目而言，在国际经济形势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达到这样
的数字确实很不容易，有无数的捐赠人信任与支持。那么，2000万到底
意味着什么？2000万是多是少？2000万能够让孩子吃多久？
2000万，意味着可以为200所100人的学校提供一年的免费午餐
（拨付学校的资金由四部分组成：厨房设备等启动资金+每人3元的午餐
费用+厨师工资+水电煤运费等其他配套费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
目前的200所学校都是100人的话，那未来一年还能无忧无虑地继续吃上
热腾腾的免费午餐。

我们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方法为其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和学习的地

2000万，只能在我们不再新开一所学校的情况下让孩子们吃一年。

方。

我只是这么粗略的算了算，已经够心惊胆颤了——我们其实很快就
从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一年来看，免费午餐的安全、透明、高效也

影响到了其具体实施。营养办的多次会议邀请了邓飞、肖隆君与会交流
探讨，这是国家与民间的互动，也是免费午餐真正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

可能会让孩子们断炊——如果募款很难的话——我们，依然需要大量的
善款。
如果一定要说成功，免费午餐最成功的地方，是为所有项目学校的

献——至少我是这么认为。所以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伟大到影响了国

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与外界交流的平台，让更多人可以通过免费午餐看到这

家政策出台的公益项目——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成为一个伟大到

些孩子，关注他们的状况（12月会单独再做分享：“免费午餐到底改变

影响全社会对公益行业了解和认识的公益品牌。

了什么？”）。

我们如何实现安全、透明、高效的项目执行？
按实际发生关系来说，免费午餐其实是一个资助项目，因为我们

我想，我们所有做出的努力，只是希望能够留住更多孩子在学校
（“学前班学生原来报名仅为76名，现在实际到校居然达到82人，其中

会直接把善款拨付给学校，由学校自主采购、聘用厨师、买菜做饭。我

3名学生为后期入学，另有三人找不到来源，由于学前班孩子本身人数较

们没有参与到其任何一个具体环节的实际操作。

多，年龄又过小，以及彝族小孩子名字较多等原因，教师原本想清理出多

但，资助并没有成为我们项目的终点，或者说只是我们项目的开

出的三人，点名后居然有二十多名孩子仍不知道是谁，决定不再清

在免费午餐的团队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很少为人所知，只

孩子提供一个改变现状的可能。我们并没有多伟大，我们只是执着地做着

理。”——来自开餐学校@四川凉山州昭觉玛增依乌中心校）， 为这些

始。

是短暂出现；他们一直在外奔波，往返学校之间；他们数十小时颠沛流

我们认为对、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因为等待我们的是

离，不放过任何有疑问的点……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他们所

孩子。如果哪天他们真的不需要免费午餐了，那我们就成功了。

做的事情。在我们团队里，他们的名字叫稽核员，每个人都有代号，真
名鲜为人知。
为了项目的安全运行，稽核部的伙伴会出现在任何一所学校的厨
房。我无法提供具体的里程数，告诉大家他们用双脚丈量的路程有多
远。我只知道，到目前为止已有近百份稽核调查报告对外公开（大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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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
1.营养餐 11省份3000万学生受益营养餐

2 .湖北荆门多名小学生在校用餐后呕吐疑食物中毒

记者：“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于去年9月正
式实施，目前进展如何？下一步如何推动？
袁贵仁：去年国家启动实施了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
作，覆盖中西部699个县，还有11个省份在288个县开展了地
方试点，直接受益学生达3000多万。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
大规模的营养干预计划，社会反响很好。

11日 晚 ， 荆 门 市 东 宝 区 象 山 小 学 数 十 名 学 生 在 校 食 堂 进 餐
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等肠胃不适现象，至昨日下午4时，该校
先后有45名学生被送往该市一医院、二医院和市康复医院等医院
接受治疗。
网址链接：http://t.cn/zjamquh

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开发计划署和儿童伙伴组织的专
家考察认为，中国政府组织实施的营养改善计划具有高效
率、高质量和规范性三方面的特点，与世界上90多个实施学
校供餐的国家相比，具有独特优势。
由于营养改善计划线长、面广、涉及部门多，任何一个
环节稍有疏漏，都有可能出现安全事故。下一步，我们将认
真总结各地经验，与相关部门一道，深化细化食品安全管
理，规范从田间到餐桌各个环节、各个供餐主体的行为；深
化细化资金安全管理，防止虚报、冒领、套取、挤占、挪用

3 .支教学生揭露营养餐：巴掌大面包要饿死孩子？
记者调查得知，凤凰县“营养午餐”配送的这两样东西，价
值2元。凤凰县回应称，选择面包、牛奶作为营养餐的有关操作，
符合政府采购的规定。有学者表示，学生营养餐应因地制宜，费
用统计应有监督。凤凰仅“营养午餐”一项利润超600万。
网址链接：http://t.cn/zjbyDC7

营养膳食补助资金；深化细化学生的营养健康教育，引导学
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确保学生身心健康。
网址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12-1114/0239255737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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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午餐官网 http://www.mianfeiwuc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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