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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后厨”难在哪儿？

近期， 一则山东网友跨省
举报一家江苏餐馆的消息引发
关注。 这位网友通过 “淮安透
明食药监” 网络平台发现， 位
于江苏淮安的一家全聚德加盟
店后厨 ， 画面中 ３个身穿厨
师服的人疑似有不戴口罩 、
用手拿东西吃 、 配餐期间玩
手机等不符合 《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 的行为。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
中心副主任钟凯表示， 虽然明
厨亮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万能钥匙 ， 但这将成为公众
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的重
要途径 ， 也将成为对食品生
产经营违法行为的重要威慑
手段。

多地食药监部门表示， 餐
饮服务单位一方面应自觉打开
后厨， 接受社会监督； 另一方
面应切实加强后厨管理， 提升
服务质量。

日前 ， 北京市海 淀 区 提
出 ， 区域内各类服务餐饮单
位 后 厨 可 视 部 分 需 连 接 到

“海淀阳光餐饮 ” 手机ＡＰＰ平
台， 在申请办理食品经营许可
的同时， 需达到明厨亮灶硬件
要求。

“再过几年 ， 这些措施和
设备可能会成为北京餐饮业的
标配， 没有这些标配， 消费者
就认为你不敢晒， 可能就不去
你的餐厅就餐， 不敢晒的企业
就可能被淘汰。” 北京市食药
监局餐饮服务监管处负责人段
志永表示。

据新华社

在成都市大蓉和餐饮店 ，
店门口的一块电子显示屏非常
醒目。 显示屏２４小时实时直播
该店后厨情况， 厨师炒菜、 服
务员端菜等过程一清二楚。 显
示屏上还可以查询营业执照、
服务人员健康资质、 食材溯源
等信息。

“顾客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员工的操作是否规范， 后厨卫
生是否合格， 是否有一些不应
该出现的物品。” 该店工作人
员赵萍说， 明厨亮灶对员工是
一种监督， 消费者的时刻关注

让员工更自律。
在北京西单一家商场的餐

饮区 ， 记者看到 ， 西贝莜面
村、 鼎泰丰的后厨完全开放，
消费者可以清楚看到厨师、 服
务员的操作。

据记者了解， ２０１４年２月，
食药监总局部署各地在餐饮业
开展明厨亮灶工作； 从２０１５年
起， 正式在全国推广， 推动餐
饮服务提供者通过采用透视
明档 （透明玻璃窗或玻璃幕
墙 ） 、 视 频 显 示 、 隔 断 矮
墙 、 开放式厨房或设置窗口

等多种形式 ， 对餐饮食品加
工过程进行公示 ， 将餐饮服
务关键部位与环节置于社会监
督之下。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 全国各地
已实施明厨亮灶的餐饮服务单
位达 ９０．２６万户 ， 较 ２０１５年同
期增长１１５％， 占持证餐饮服
务单位总数的２７．５２％。

食药监总局食监二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 通过推进明厨亮
灶， 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进一
步保障， 公众的社会监督热情
得到提升。

有餐馆称 “没必要为了应付检查花钱改造厨房”

推行３年多 只有近三成餐饮单位落实

记者调查发现， 虽然不少
餐馆均在推进明厨亮灶， 但部
分餐饮单位有自己的 “小算
盘”， 落实的主动性不够。

———后厨因不规范不敢公
开。 成都市高新区桂溪食药监
所监管员卢明说， 很多餐饮单
位后厨很简陋， 卫生不达标，
所以积极性不高。

一位负责安装监控探头的
工程师介绍了一个细节： 当大
厨得知所有的市民都能随时随
地看到后厨情况后， 要求工程
师 “马上关掉”， 得知无法关
掉之后， 大厨又提出， “就关
半小时！ 我立即组织搞卫生，
这样让老百姓看， 我们的饭店

还有人来吗？”
———不愿增加投入。 实施

明厨亮灶需要投入资金购置、
安装和维护视频传输设备等 ，
需要时间进行厨房改造 ，部
分餐饮服务单位不愿意增加
投入。

“一块显示屏成本约 ２万
元，我们负责安装维护，餐饮店
不用花一分钱， 只负责电费和
定期更新数据。 ”明厨亮灶显示
屏安装公司、 东方天辰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西南大区总监王俊
说，有一些企业斤斤计较，觉得
多花了电费，不大愿意装。

成都一家餐饮店负责人坦
言， 日常监管都是抽查， 一年

就来几次， 没有必要为了应付
检查花钱改造厨房。

———缺乏强制措施。 《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
五十五条规定， 倡导餐饮服务
提供者公开加工过程， 公示食
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息。 公开
加工过程不属于强制性规定。

食药监总局食监二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 食药监总局出台
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均将餐
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工过程作
为倡导性行为， 不具有强制约
束力。 餐饮服务提供者有一个
适应接受的过程， 通过已实施
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 覆盖面
有望进一步扩大。

亮出后厨、 加强管理 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北京市食药监局８月下
旬责任约谈餐饮企业海底
捞， 限其一个月内完成后厨
可视化、信息化等全面整改，
明厨亮灶话题再次引起社会
关注。 记者近日了解到，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拟
研究出台明厨亮灶工作指导
意见，进一步加强对各地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相关工作的
指导。

据了解，２０１４年，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部署
开展明厨亮灶工作，截至去
年底，全国已实施明厨亮灶
的餐饮服务单位占持证总数
的２７．５２％。 为何多数餐饮企
业不愿意实施明厨亮灶？

几个月来，“淘咖啡”“缤果盒
子”“Ｆ５未来商店”等各类“无人超
市”在中国近１０座城市迅速铺开。
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
报》 等多家外国媒体日前纷纷报
道这一“新气象”，认为中国将在
又一个创新领域占得先机。

从微信的“国际化”到共享单
车进入欧美， 近年来中国的科技
创新应用屡屡吸引世界目光。这
背后， 是中国不断提升的创新活
力、 巨大的市场体量和人才储备
等优势。

超市“无人化” 科技“有门道”

店内没有服务人员， 自助选
取、自动结账，“拿了就走”。这种
听起来有些科幻的购物场景，如
今已经走进现实。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种新式
购物的好处在于方便快捷、 优化
体验。对于商家，则可节约成本。
据测算， 无人超市每个月的运营
成本不到传统门店的１５％。

这样一家小店， 科技含量可
不低。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
热门技术在其中各显神通。

去年年底， 美国技术巨头亚
马逊高调推出智能无人超市项目
“亚马逊 Ｇｏ”，可谓把各种 “黑
科技”用到了极致：货架上安装有
红外传感器、压力感应装置、荷载
传感器，智能摄像头进行人脸、图
像和手势识别， 计算机系统高速
运转、处理海量信息……

但因为相关技术尚未完全成
熟、店面改造成本过高等原因，亚
马逊无人超市目前仍处于内部测
试阶段。

中国目前推广开来的无人超
市则更加“务实”，大多以已经成
熟的射频识别技术 （ＲＦＩＤ）电子
标签为基础， 辅以人工智能图像
识别和一定的深度学习技术，更
易于落地和形成商业规模。

缤果盒子创始人陈子林对记
者介绍说：“我们的模式就是，融
合一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和成熟的
物联网技术， 打造可规模化复制
的无人便利店， 进行市场创新与
开拓。”在他看来，这种模式的优
势在于可以快速开拓增量、 占据
市场，积累无人业态的运营经验，

在此基础上进行后续的技术升
级， 同时优化操作系统。 陈子林
说， 坚持这一模式，“我们非常有
信心在这一领域做出全球领先的
产品”。

互联网研究机构艾瑞咨询发
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 ２０１７年中
国 无人零售商店交易额预计达
３８９．４亿元人民币， 未来５年无人
零售商店将会迎来发展红利期，
预计增长率非常可观。

领先世界 赢在创新

技术本身并非源于中国，但
与创新应用、商业模式结合后，率
先在中国取得成功， 这样的例子
近年来屡见不鲜。

这一现象绝非偶然。 中国人
工智能科技公司地平线机器人技
术创始人余凯认为，“中国强在与
场景结合的应用层创新上”，巨大
的人口红利可以转变为海量数据
红利和消费市场红利。 就拿人工
智能来说， 尽管基础研究仍是美
国占优， 但中国在行业应用和解
决方案层面领先世界。

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优异表
现， 还得益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
激发出的创新活力， 以及不断优
化的、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院日前发布的 《中国企业创新能
力评价报告２０１６》 显示， 中国企
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活跃度逐步提
高， 超过４０％的受访企业有创新
活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
布的“２０１７年全球创新指数”也显
示，中国在创新质量上再进一步，
连续５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创新
排行的“领头羊”。单项指标排名
则更加凸显了中国创新的优势：
国内市场体量、知识型员工、原创
专利等方面，中国都排名第一。

向来以创新见长的欧美国
家，也逐渐将目光投向东方。英国
《经济学人》、美国《纽约时报》等
知名媒体就曾刊文， 专门讨论西
方“借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功
创新的现象。美国《连线》杂志更
是直接指出， 未来的机会属于中
国，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改变对
中国创新的成见。 据新华社

无人超市，
这一次中国为何又走在前面

新华社电 记者７日从上海市
交通委获悉， 针对社会和市民反
映强烈的共享单车无序投放、 乱
停乱放、 车辆损坏、 车辆积压挤
占道路等问题， 上海将开展近１
个月的集中整治清理行动 。 此
前， 上海监管部门已要求单车企
业暂停在沪投放新车。

此次整治活动针对的是共享
单车存在的 “扎堆停放、 乱停乱
放、 妨碍通行、 处置迟缓” 等突
出问题， 将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
职责， 督促运营企业履行主体管
理责任 ， 治理共享单车无序发
展， 确保城市文明有序。

期间， 各区主管部门将根据
有关暂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的要
求，坚持多方联手，加强对企业新
增投放车辆的监管， 一旦发现新
增投放车辆， 通过查询车辆使用
记录等方式核查确认， 立即予以
制止， 并对相关企业予以曝光、
作为企业违规行为记录在案。

同时， 各区 （街镇） 将利用

网格化巡视、 道路巡查等机制，
加强巡视巡查， 积极探索实践与
运营企业建立 “共管共治” 的管
理机制。 排摸常态违规停放和车
辆潮汐现象严重区域， 加强现场
处置与运营调度， 清运违停和积
压车辆。

对于交通枢纽、 轨交与公交
站点 、 医院 、 行政与商务办公
区、 主要街道等一些重点区域，
交通部门将督促各企业及时对现
场乱停乱放、 超容量停放、 破损
故障车辆进行整理 、 调运和回
收。 对于企业未及时响应的， 属
地管理部门组织力量代为清理，
对无牌共享电动 （包括电助力）
自行车一律予以清理。

交通部门将在全面梳理排摸
中心城区非机动车停放设施的基
础上， 指导各区根据区域人口数
量和出行特征需求， 分析车辆停
放需求， 并结合现场实际条件，
因地制宜、 因需增设非机动车停
放点。

上海集中整治共享单车
发现新投放将予以曝光

七成持证餐饮企业尚未实施明厨亮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