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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实习记者 暴梦川 文/摄
“2021年，我国奶业生产继续增长，

规模养殖比例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稳
步加快，种业阵型初步形成，乳品质量持
续保持较高水平，国产品牌美誉度和国
际竞争力逐步增强。”在日前召开的第十
三届中国奶业大会、2022中国奶业D20
峰会暨 2022中国奶业展览会上，《中国
奶业质量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
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1年，全
国奶类产量 3778万吨，同比增长 7.0%；
乳制品产量突破 3000万吨，是近三年产
量增幅最高的一年。

民族奶业竞争力显著提升

《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奶类产量
3778万吨，同比增长 7.0%；乳制品产量
突破 3000万吨，是近三年产量增幅最高
的一年。奶业主产省生乳收购平均价
4.29元/千克，创历史新高。规模以上乳制
品制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687.4亿元，同
比增长11.7%；利润总额375.8亿元，同比
减少4.8%。2021年，乳制品和生鲜乳抽
检合格率均达到99.9%，继续保持较高水

准；乳蛋白、乳脂肪的抽检平均值分别为
3.32%、3.83%，实现双增长；菌落总数、体
细胞抽检平均值优于欧盟标准；三聚氰胺
等重点监控违禁添加物抽检合格率连续
13年保持 100%。全国 4261个生鲜乳收
购站和5342辆运输车，实现监管全覆盖，
保障生鲜乳质量安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产安

全监督管理司司长马纯良介绍，截至目
前，全国共有119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
企业，841家乳制品生产企业。乳制品监
督抽检连续多年合格率达到 99%以上，
2021年达到99.87%。乳制品质量安全水
平在食品行业继续处于领先位置。

“《报告》还首次增加了国产奶与进口
奶比较评估，从安全水平和质量水平两个

维度，对巴氏杀菌奶、UHT灭菌奶和婴幼
儿配方奶粉进行了全方位比较。”中国奶
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亚清对《报告》
进行解读时表示，“安全指标均符合我国、
美国及欧盟限量标准；国产奶的乳铁蛋
白、β-乳球蛋白、α-乳白蛋白、糠氨酸和乳
果糖等各项指标均优于进口奶，民族奶业
竞争力显著提升。”

已打造成亚洲地区第一奶业专业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会以“铸就中
国奶业民族自信之魂，行稳致远高质量发
展赶考之路”为主题，为中国奶业高质量发
展塑造精神之魂、注入奋进之力。大会参
展企业500多家，展位面积约9万余平方
米，展示范围从种植、养殖、繁殖育种、机械
设备、动物保健到乳品加工、包装、运输、消
费、贸易等，涵盖奶业全产业链的各个环

节。大会同期还举办了17个专题论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奶业协会会长

李德发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国奶
业协会周密策划和精心筹备本届两会一
展，引领全行业进一步弘扬文化自信，传
承赶考精神，为实现奶业高质量发展积势
蓄能。风雨砥砺十三载，中国奶业展览会

现已打造成亚洲地区第一奶业专业展，是
奶业行业展览会的标杆。

在推进《“十四五”奶业竞争力提升行
动方案》助力仪式环节，来自陕西、山西、
辽宁、新疆、河南、宁夏、山东、河北、黑龙
江、内蒙古等我国奶业10个主产省、自治
区政府代表携当地企业代表组成的助
力团，为《行动方案》助力。

本届大会还推出了宣传片《传承底
蕴 文化助航》，发布了《文化荟萃 魅力
奶业——中国奶业经典企业文化集
锦》，公布了优秀奶业工作者和优秀乳
品加工企业评比表彰结果。

第十三届中国奶业大会、2022中国奶业D20峰会暨2022中国奶业展览会在济南召开

乳制品质量安全水平在食品行业继续处于领先位置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前8月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1%
本报讯 海关总署9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7.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1%。其中，出口15.48万亿元，增长14.2%；进口

11.82万亿元，增长5.2%；贸易顺差3.66万亿元，扩大58.2%。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
幸福而奋斗。”

“共产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
姓过好日子上。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
步。”

“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干，干一
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
民心所向，忧之念之。民康物

阜，盼之行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
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
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
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
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保障实现全方
位跃升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山高谷
深，林海莽莽。从修通穿越高黎贡山的
公路到培育草果、重楼、独龙牛等特色
产业，脱贫攻坚助力独龙族群众的生活
实现“一步跨千年”。

辽宁阜新市，传统煤都，锐意改
革。从治理沉陷区到实施棚户区改造，
一个个新小区拔地而起。新住房、新生
活，棚改让22.2万户居民美梦成真。

“让人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

精准扶贫、补齐短板，带来满满获
得感。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十
年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
突出位置，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
深前所未有。从西海固到西南边陲，从
乌蒙山区到秦巴腹地，一张张军令状直
指难点，一批批扶贫干部扎进贫困村，
一系列举措扎实落地。

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021年，我
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
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就业优先、收入改善，充盈满满幸
福感。

就业是民生之本。十年来，我国实
施就业优先政策，一项项举措密集出

台，创业环境日趋优化，推动实现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2012年至2021
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 1300
万人，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饭碗”多起来，“腰包”鼓起来。
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3.5万元，比 2012年增长近八成。城乡
居民收入比显著缩小，中等收入群体的
规模超过4亿人。

兜牢底线、加强保障，构筑稳稳安
全感。

居住不断改善。十年来，我国建成
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累计建设
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 8000
多万套，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了住
房条件。

养老更加安心。2012 年到 2021
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 7.9亿人
增加到10.3亿人，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
养老金从1686元增长到2987元。

看病更加省心。十年来，我国基本
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由5.4亿人增加到
13.6亿人，报销比例持续提高，居民医
保的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 240元提高
到610元，惠及10亿城乡居民。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不断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我国民生保障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
越和全方位跃升，暖暖的民生温度传送
到千家万户。

社会安定有序，社会治理体系不断
完善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
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
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

突出党建引领，凝聚治理合力。
“自从建起党组织，短短两年小区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住湖南
省株洲市淞亿小区的居民雷顺感慨地
说，以前由于没人管理，小区垃圾成山，
矛盾不断。后来，在党支部带领下，小
区组建党群服务站，成立志愿服务队，
大家主动清运垃圾、维护秩序。“现在小
区安全又干净，还拉近了人心。”

十年来，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日益
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创新。上

海建起 1.2万余个党群服务阵地，湖北
武汉14.9万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
广东深圳180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遍布
全市社区……目前，全国共设立基层党
委 27.8 万个、总支部 31.6 万个、支部
434.2万个，在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
政村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9%，基层党
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

延伸公共服务，提升治理效能。
“10分钟就好，真方便！”走出江西

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的鸿玺便民服务中
心，章新仁很惊喜：“我替爱人办理残疾
人证换证手续，原先要跑 10多公里去
区里，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办。”

十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全心全
意为民服务的宗旨，强化社区为民、便
民、安民功能。湖南设立村党群服务中
心，实现数十项公共服务“一门式”办
理；广东“粤智助”平台将200多项服务

“搬”上网，居民能“自助办、一次办”；安
徽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
点三年行动，服务更加优质丰富。

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社区正
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截至
目前，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已实现全
覆盖，农村覆盖率达到65.7%。

建设平安中国，守护人民安全。
仔细巡查小区街巷，悉心调解邻里

纠纷，快速侦破盗窃案件……在河北省
石家庄市行唐县翟营乡北翟营村，一间
设在“家门口”的北翟营社区警务室，让
居民们十分安心。

近年来，我国抓好抓实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取得更
大成效。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13.6万
个社区警务室，建成25.6万个智能安防
社区，培育平安类社会组织2.1万个，有
力提升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立体化、
信息化水平。我国群众安全感由 2012
年的 87.55%上升至 2021年的 98.62%，
十年来始终保持高位。

顺应美好期待，让人民群众过上更
好生活

“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也不断发展，我们就是要不
断满足大家的合理需求。”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为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
生、全面加强社会建设指明方向。

坚持就业优先，稳岗拓岗并举，稳
住就业“压舱石”。

“一技在手，挣钱有门路。”参加了
厨师培训班，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清江
镇巾字村脱贫户高芝兰的生活越来越
有盼头。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当前，国际形
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面
临挑战，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加快
释放减负稳岗政策红利、加力促进创业
和灵活就业、加密组织线上线下就业服
务活动……以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
为抓手，各地区各部门同心协力、踔厉
奋发，努力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加大改革力度，提升“底线”刻度，
织密织牢保障网。

全面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分担机制；
启动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
障试点；同步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司法改革持
续深入推进，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城
乡……

一项项改革直击民生痛点，民生政
策更加精准有力，高质量发展的民生底
色更足。

共建共治共享，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社区家园更温馨。

哪户是空巢老人，谁家有残疾人，
谁需要上门核酸检测……翻开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建设街道利
民社区网格员张杰的工作本，社区大小
事，一件件记得清清楚楚。

一张嘴一双腿，穿梭大街小巷；一
个人一网格，服务辖区百姓。近年来，
内蒙古建立1.3万个嘎查村（社区）治理
平台，推动城镇、农村、牧区网格化服务
管理基本全覆盖，实现“事在格中办、难
在格中解、情在格中结”。

湖北武汉充分调动居民力量参与
社区平安重点工作，把居民从社区治理
的旁观者变成了实打实的参与者；福建
厦门，通过党组织引领、党员带头，不断
拉近居民与居民、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
系，大幅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牢记党
的宗旨，各地区各部门加快建设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形成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

“底线”加紧筑牢，保障网更为坚
实，社区更为温馨，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传递出中国的发展温度，新征程上的幸
福乐章响彻神州大地。（人民日报）

社会建设 幸福安康暖民心

近日，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在新时代民政工作有关情况发布会
上表示，十年来，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这一体系年
均保障低保人员4000万人以上、特困人员近500万人、临时救助人
员1000万人次、各类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230万人次以上。

詹成付指出，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
性、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民政部门把让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
聚焦群众关切，在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上持
续用心用情用力。十年奋斗不寻常，十年成就甚辉煌，十年发展具
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基本民生保障迈上新台阶，助力了特殊困难群体与全国
人民一道步入全面小康社会。

十年来，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这一体系年均保
障低保人员 4000万人以上、特困人员近 500万人、临时救助人员
1000万人次、各类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230万人次以上。

圆满地完成了脱贫攻坚“兜底一批”的任务，1936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实现了兜底脱贫，同时不断健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实施
低保扩围政策，对 6200多万低收入人口实施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
助帮扶，巩固拓展了兜底保障的成果，有力有序衔接了乡村振兴战
略。

十年来，基本民生保障标准不断提高。2012年—2021年全国
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增长了1.2倍和2.1倍；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达到或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集中和分散养育的孤儿平均
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1728元和每人每月1288元，比2012年
分别增长了77.9%和83.1%。

十年来，基本民生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将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纳入保障范围，建立了农村留守老年人、妇女、儿童关爱服务制
度，构建起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建立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每年惠及近2000万残疾人。

十年来，慈善事业蓬勃发展。2020年慈善捐赠已突破 2000亿
元，2012年—2021年发行福利彩票 18600亿元，总共筹集彩票公益
金5408亿元。

第二，基层社会治理走深走实，助力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
迹。

十年来，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基层
民主渠道不断拓展，基层民主形式日益丰富，基层民主成效持续提
升，在发展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持续创新城乡社区治理，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城市和农村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已分别达到100%和79.5%，400多万社区工作
者在为民服务特别是近三年来的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强社会组织工作，推动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如期完成行业协
会商会脱钩改革，依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生态环
境进一步优化。目前，全国登记管理的社会组织总量已达90万个，
比2012年增长1.7倍。

持续壮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达73.7
万人，比2012年增长近9倍；志愿者队伍超过129万支，注册志愿者
已达2.2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9%。

第三，基本社会服务加快发展，助力了群众生活品质的不断提
高。

十年来，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日趋健全。截
至目前，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 36万个、床位 812万多张，床位数是
2012年的近2倍。老年人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综合补贴
等制度不断完善，惠及近3700万老年人。

全面取消婚姻登记收费，开展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促进家庭和谐美满。
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在殡葬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制定出台《行
政区划管理条例》，修订出台《地名管理条例》，统筹推进重大行政区划调整，向社会
提供地名公共服务。

詹成付提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级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
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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