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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餐饮服务主体检查

考核细则（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餐饮服务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确保

饮食安全和伙食供应，丰富师生餐饮种类，打造高质量的餐

饮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餐饮业食

品卫生管理办法》和《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

等法规，按照《云南省教育厅等 11 部门关于印发云南省高

等学院学生食堂长效运行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教后

〔2013〕7 号）以及《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服务

中心餐饮监督与管理办法（讨论稿）》文件精神、高校食堂

“六 T”实务管理的相关要求，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细则。

一、校内餐饮服务主体工作人员和车辆管理

（一）餐饮管理监督

餐饮管理是一项经常性的管理工作，学院后勤管理服务

中心配备食堂工作管理人员和食品安全督查小组（由勤工岗

学生组成），负责定期和不定期对餐饮服务主体卫生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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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督检查。餐饮服务主体必须安排具有强烈责任心的专

职管理人员，在岗认真履行各项食堂管理职责。学院管理人

员将不定期对餐饮服务主体专职管理人员进行查岗，检查在

岗情况。如发现专职管理人员无故不在岗，则学院有权按照

有关管理规定，对餐饮服务主体进行处罚。

（二）餐饮服务主体工作人员岗位设置

保障性大伙食堂应该配备与就餐人数相匹配的服务团

队，服务团队由厨师和服务人员组成。工作人员信息必须向

后勤管理服务中心报备，经过定期体检合格，持有健康证及

卫生知识培训证等必须证照上岗。餐饮服务主体必须遵守和

执行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聘用工作人员，保证员工

合法权益，按时支付员工的工资、劳务报酬、保险等费用；

必须承担经营管理餐饮服务主体期间所涉及的债权、债务，

以及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奖金、

保险、设备修理费、卫生费、职工体检费、培训费、工作服

及劳保等费用），若发生纠纷，应由餐饮服务主体负责处理

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学院不负责处理任何纠纷，且不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若因此而给学院造成损失，由餐饮服务主体

负责赔偿。

经营性风味小吃参照执行。

（三）工作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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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主体相关工作人员在校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

要求和学校规章制度。具体要求如下：

1.餐饮服务主体工作人员必须参加每年一次的健康体

检，体检合格取得健康证，并经卫生培训合格方可上岗。

2.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包括病原携带者，活

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

疾病的人员不得校内从事餐饮服务工作。

3.凡出现有碍食品卫生的病症，如咳嗽、腹泻、发热、

呕吐、烫伤、手外伤、咽喉痛等时，应立即脱离工作岗位，

查明病因，治疗康复后，方可重新上岗。

4.餐饮服务主体工作人员的应聘由餐饮服务主体自行

完成，招聘条件合格的员工试用期为一个月，试用期间发放

正常工资，试用期满不合格者将被辞退；

5.餐饮服务主体必须做好相关工作人员信息登记和相

关证件复印件存档工作，并将相关资料提交至后勤管理服务

中心一份存档。

6.餐饮服务主体相关工作人员须严格遵守学院制定的

宿舍管理规定及相关要求：

（1）宿舍为员工提供的集体休息区域，除员工本人外

不得将外人带入，发生事故（如失物）由本人承担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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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宿舍内不得大声喧哗，以影响到其他人员休息，

上早班的员工早起时尽量不弄出噪声以影响其他员工休息；

（3）宿舍内不得存放危险物品和具有剧烈气味或毒气

的物品；

（4）保持宿舍内卫生，员工轮流保持每天打扫卫生，

并保持个人卫生，勤洗澡，勤换洗衣物；

（5）宿舍内不得饮酒，赌博，以妨碍公共安全；

（6）不得在宿舍内使用电饭煲、电老虎、电加热水器

等大功率电器；

（7）按照规定时间作息，晚上 11 点钟准时休息；

7.餐饮服务主体相关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各项法律法规，

若发生交通事故、人身安全等事件，由餐饮服务主体处理相

关事项，与学校无关。

（四）车辆管理

餐饮服务主体相关运输车辆及工作人员自有车辆确有

需要出入校园的，必须由各餐饮服务主体将相关车辆信息

（包含车主姓名、性别、隶属部门、身份证号、车辆号码以

及联系电话等）登记完全，连同相关证件复印件交给后勤管

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审核通过签字盖章后交给保卫处，

将相关信息录入系统后方可出入校园，若经营期间车辆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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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餐饮服务主体须及时将变更信息上报至后勤管理服务中

心备案。

（五）交通安全管理

所有餐饮服务主体车辆出入校园必须遵守相关规定，不

得随意按喇叭、变道，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20 千米/时，车辆

必须停放在指定区域。若发生交通事故、人身安全等事件，

由餐饮服务主体处理相关事项，与学校无关。

二、餐饮服务主体物资采购、储存及加工管理

（一）物资采购管理

1.大米、面粉、油、干货等物资由学校监督通过公开招

标定点采购，与供应商建立长期供货合同，每月定期结算一

次，餐饮服务主体不得拖欠供应商货款；

2.蔬菜等物资采购必须保证新鲜，无变质、萎等特征；

3.餐饮服务主体购买的各类物品须凭票登记入账，肉类

等食品须有检疫证明，包装食品须有检验合格证明。

（二）物资储存管理

1.餐饮服务主体设置仓库负责人。负责人对入库的食品

做好入库验收工作，变质、标识不齐全食品不得入库，食品

入库后做好登记，出库时做到先入先出，防止食品过量存储

变质，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2.仓库内做好防火、防盗、防毒、防尘、防蝇、防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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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蛀虫、防潮、防腐“十防”工作；

3.库房内保持通风良好，每天清扫，保持干燥和整洁，

禁止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及个人生活物品；

4.严格做好物品的分类标注工作，食品原料标注内容：

品名、保质截至期、最低库存警示数；

5.对易变质物品做到每天观察一次，并做好记录。如有

异常情况，及时汇报领导，做出妥善处理，确保库存物品无

变质的情况；

6.每天检查库房安全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妥善处理，

根据库存物资最低保障数，及时做好库存物资的采购申请工

作，确保正常供应、合理储存；

7.做好仓库物资出库统计工作，对领取物资人要求在出

库单上签字签名。入库人员必须得到负责人许可并登记方可

进入，严禁闲杂人等进入；

8.肉类保鲜柜，冷冻品存入冷冻柜，蔬菜不能随地摆放，

必须上菜架；

（三）初加工管理

1.在拣菜的过程中始终将质量问题放在首位，腐败变质、

有毒有害的蔬菜坚决不加工，可用部分尽量使用，杜绝浪费；

2.蔬菜清洗要仔细、认真，发现虫卵、沙石等要及时清

理，洗两遍，肉类清洗后必须无血、毛、污，鱼类洗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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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污、杂、异物；

3.切的菜大小适宜、均匀，切完菜必须把砧板打扫干净，

将砧板立起，防止积水；

4.绞肉机使用后必须认真负责做好清理打扫工作，不允

许出现有剩肉残渣附着在绞肉机上，防止病虫害的生长；

5.拣洗过程中注意节约原材料，杜绝浪费，规范存放，

合理安排加工和使用。

（四）热加工管理

1.加工前，必须认真检查食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不得

加工变质食品,加强安全意识；

2.正确使用、保管和维护餐饮用具；炊事机械、设备严

格按操作规程使用，注意操作过程的安全问题; 勤洗勤刷加

工工具，容器和用具做到生熟分开，加工前一般还要对加工

工具进行简单的清理；

3.规范食品加工程序（必须充分加热、防止里生外熟），

隔顿、隔夜及外购熟食回烧后方可供应；

4.加工前各类调料应摆放有序、卫生；

5.严格按照食堂制定的配料比进行加工

6.工作结束后调料缸等应放入食品柜保存，及时清洗工

具、厨具及工作环境；

（五）面点加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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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格挑选原料，不得使用发霉，虫蛀、变质的原料；

2.操作前必须清洗双手，穿戴清洁的工作服，必须佩带

厨师帽；

3.所使用工具使用前及使用后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

剩余的原料及配料需要放入冰箱保存，保存做到生熟分开；

4.添加剂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

准》规定使用，实行“五专”管理；

5.面食做到不酸、不黄、软硬适度，不允许销售生产超

过三天以上的面食。

（六）食品售卖管理

1.保障性大伙食堂必须服从学院安排，统一使用学院一

卡通系统。经营收入实行统一管理，使用学院一卡通系统消

费，严禁自制自售饭菜票、直接收取现金或使用微信等二维

码。若有违反，对食堂进行单经济处罚，经多次处罚还不改

正的取消其经营合同；

2.禁止销售政府卫生防疫部门明令禁止销售的食品（如

野生菌、鲜黄花菜、四季豆、发芽土豆等）、腐烂变质食品、

冷荤菜、隔夜素菜等；

3.大伙食堂应当遵守学院对经营品种规定的价格、质量

和数量，不得擅自涨价，或以克扣数量或降低质量等变相涨

价。大伙食所经营食品的质量和数量符合要求，品种尽量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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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食品售价低于市场价，要求与公办类似院校或周边院校

基本持平。若因市场物价上涨等因素导致食堂成本有所变动，

需调整食品价格时，须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同意后方可实

施；

4.为确保贫困学生日常生活不受影响，大伙食堂应设立

经济窗口，每餐应向学生提供限价特价菜。且接受校方的限

价管理规定。指定限价菜品根据大伙食堂经营面积核定，限

价菜的分量和价格详见附表 1《食堂限价菜品清单》，并且

保证在每日上午 11:00-13:00，下午 16:30-18:30 两时段期

间均有售限价菜品。每个大伙食堂需要售卖特价菜的种类详

见合同。

附表 1 大伙食堂限价菜品清单

菜品类型 份量 价格

米饭 ≥100 克/份 ≤0.4 元/份

特价素菜 ≥120 克/份 ≤0.8 元/份

特价素菜 ≥120 克/份 ≤1 元/份

特价荤菜 ≥120 克/份 ≤3 元/份

特价荤菜 ≥120 克/份 ≤3.5 元/份

工作人员应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与服务态度，在售

卖过程中提倡“微笑服务”，为师生提供热情周到的供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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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师生提出的疑问要端正回答，若发生争执，服务员必

须忍让，不允许和师生发生口角之争。

三、餐具洗消、留样及应急管理

（一）餐具洗消管理

1.将使用后的餐具、厨具、工具等统一收回洗消间进行

清洗，清洗消毒按一刮、二洗、三漂、四消毒、五保洁的顺

序；

2.将洗净后的餐具倒放于消毒柜中，进行消毒，消毒时

间一般 30 分钟以上；

3.将消过毒的餐具及时放置于保洁柜中，防止再次污染；

4.餐具清洗完后及时对洗池进行清洗消毒，整理环境。

（二）留样管理

1.留样工作由专人负责，专人操作，专人记录。留样食

品应使用专用器具，留样冷藏柜由专人管理。

2.留样食品范围为每日经厨房加工后的所有主副食品，

不得缺样。

3.餐饮单位须购置与留样食品数量相适应的冷藏设施

及留样工具，留样容器要大小适宜，便于盛放与清洗消毒。

冷藏设备要贴有明显的“食品留样专用”标识。

4.留样主副食品冷却后,必须用保鲜膜密封好，放入专

用器皿中加盖,并在外面贴上标签，标明编号、留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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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别、餐名、留样量、消毒时间、销毁时间、留样人等，并

按早、中、晚餐的顺序分类保存。

5.每种主副食品留样量不少于 100g，并分别盛放在己清

洗消毒的专用留样容器内。冷藏温度为 0-10℃，留样时间

48 小时以上。

（三）应急管理

1.食物中毒应急预案

（1）当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后当即向单位主要领导上报，

根据事件需要经领导同意后向卫生防疫部门上报；

（2）以最快速度将疑似中毒人员送往就近医院，情况

紧急时拨打急救中心电话“120”或“110”请求救助；

（3）由餐饮管理人员封存现有食物，无关人员不允许

到操作间或售卖处；

（4）立即组织应急小分队组成陪护员队伍，由领导安

排负责陪护；

（5）稳定职工人员情绪，要求各类人员不以个人名义

向外扩散消息，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并组织人员做好食

物中毒人员的思想工作；

（6）迅速向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

（7）做好所食用食物取样工作，以备卫生部门检验，

若是校外食物所致，也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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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做好诊治、调查、事故处理等工作。

2.食堂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食堂内各配电箱应标识清晰，当电路发生故障时

应及时切

断总电源，通知经理及水电维修人员进行逐项排查，并修复

故障电路；

（2）当发生天然气管路泄漏时应及时关掉总阀门，并

拨打电话“0871-63357329”或“0871-63350956”，及时报

告昆明燃气公司，请对方进行抢修；

（3）当加工食品时锅里着起火来，应尽快使用密闭性

好的盆或盖子将其盖住，阻断其着火处与空气接触，扑灭火

种，防止火势进一步发展。

（4）当食堂内部因电路，燃油或油烟管道引起的突发

着火事件，应及时取下灭火器，对事故点集中灭火，在没有

食用油着火或电路起火的情况下可采取喷水，防止火情进一

步扩大，当火情通过灭火器或喷水难以控制时，应立即拨打

消防报警电话“119”；

（5）当食堂员工工作期间发生安全事故（如烫伤、切

伤等）时，应立即拨打急救中心电话“120”或“110”请求

救助，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当应急处理完毕时，应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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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云南省公立医院进行救治。由餐饮服务主体负责联系和

一切费用。

四、资产管理及相关费用

（一）资产管理

餐饮企业对学院提供的食堂房屋、设备、设施等资产负

有管理、维护责任，并有权按照其用途进行正常使用。如食

堂里的大型设备发生故障、大型配套服务设施的更新费用由

餐饮企业承担，如果人为损坏导致资产发生损坏，由餐饮企

业负责修复并承担由此而发生的费用。若无法修复，发生丢

失或人为损坏，由餐饮企业按资产原价值金额进行赔偿。大

伙食堂内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和消毒等食堂正常经营相

关的费用由餐饮服务主体自行承担。

大伙食堂须保证加强厨具、设备、用具的管理，按要求

做好各类设备、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维修保养工作。在经营期

满或解除、终止协议时，完好无损地将学院提供的设备和设

施退还学院。学院提供的设备和设施待签协议时双方做好资

产清点工作和资料登记。

（二）相关费用

1.国有资产占用费、折旧费和管理费。大伙食堂的中标

餐饮企业按照中标价格在中标后 15 天内到相关部门缴纳相

关国有资产占用费、折旧费和管理费，超过 15 天未及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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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缴纳的，视为自动放弃经营，学院重新启动相关引入的程

序（招投标等程序）。

2.经营收入。学院大伙食堂消费统一使用学院一卡通系

统，消费金额每个月核对一次，经双方确认无误，由合作和

后勤管理服务中心扣减相关水电费等费用后，制成纸质材料

报批返款，返款时间一般定于次月中旬以前。

3.水、电、燃料等费用。学院对食堂的水、电费用在食

堂通过校内“食堂六 T 管理”检查验收合格后给予部分减免。

减免比例根据营业额核定，减免比例见《食堂大伙食水电费

减免比例参照表》（附表 1）。

附表 1 食堂大伙食水电费减免比例参照表

营业收入（一卡通数据）
减免比例

（全额电费/水费*比例）

10 万/月以内（不含 10万） 50%

10-20 万（含 10 万，不含 20 万） 60%

20-30 万（含 20 万，不含 30 万） 70%

30-40 万（含 30 万，不含 40 万） 80%

40-50 万（含 40 万，不含 50 万） 90%

50 万以上（含 50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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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小吃店的水电费用按照《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水

电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和规定价格进行收取。

五、食堂监管考核

（一）保障性大伙食堂考核事项

1.按照学院与中心区大伙食堂经营企业的协议约定，餐

饮企业在承包经营食堂期间因其自身原因，导致出现以下情

况之一的，则应中止协议：

（1）发生食物中毒或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

（2）发生食品卫生安全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

（3）发生因伙食质量、食品卫生、服务质量或服务态

度等而引起学生罢餐等群体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

（4）发生弄虚作假、不按合同约定范围经营、有转包

分包行为的，经学院规劝整改无效且情节严重的；

（5）经营时，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利用学院资产搞不

法经营的；

（6）不按要求统一使用学院一卡通系统，学生消费款

直接进入私人或公司账户，情节严重的；

（7）未按照要求通过云南省教育厅“6T”实务管理检

查的。

如餐饮企业违反协议的约定或违反保证与承诺义务，学

院有权按照退出机制解除协议并追究其违约责任，学院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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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餐饮企业履约保证金，且餐饮企业应赔偿学院因此而遭受

的损失。商业区大伙食堂参照执行。

2.重点环节考核事项。经营过程中涉及食品安全、证照

不齐全、违规经营等现象依照《保障性大伙食堂重要环节考

核评估表》（附表 2）进行处罚，每学期由后勤管理服务中

心进行一次检查考核，罚没款项统一交财务处。

附表 2 保障性大伙食堂重点环节考核评估表
分类

检查项目
达标的内容 不达标的处罚标准 备注

食品质量

原材料无发霉、变质现象，坚持索票索证

和查验制度，无三无产品。建立采购台账，

件件食品有登记

单次罚款 500-2000 元/次

一

个月内

出现三

次以上

经警告

并处罚

还不整

改的，

将取消

其经营

合同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定期审核，

在公共区域公示
单次罚款 500-2000 元/次

制度健全
有完善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并做

好日常登记
单次罚款 500-2000 元/次

人员设置
按照要求设置足够的工作人员，并处理好

相关福利待遇
单次罚款 500-2000 元/次

食堂安全责

任保险

按照食堂面积额定，一个平方米购买一万

元/年的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单次罚款 500-2000 元/次

资产管理 保养好学院相关设施、设备，保证其完整 有损毁的照价赔偿

改造管理

爱护食堂房屋及设施，未经甲方书面同意，

不得擅自进行任何改造，不得擅自增加电

器

有损毁的照价赔偿单次罚

款 500-2000 元/次

经营管理 不随意变更档口经营，超范围经营 单次罚款 500-2000 元/次

3.日常检查考核事项。由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组织相关师

生成立食品安全督查小组，负责监督大伙食堂的日常经营活

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现场处理，由检查人员按照《保

障性大伙食堂日常检查评估表》（附表 3）中的相关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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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现场开具食堂检查评估处罚单，被处罚食堂带着处罚单

将处罚款交到云南农职学院餐饮副食协会。

附表 3 保障性大伙食堂日常检查评估表
分类

检查项目
达标的内容 不达标的处罚标准 备注

个人卫生

统一工作服，戴口罩、头巾或厨师帽，着装整洁，

不留长发、长指甲，不带首饰
单次罚款 50 元/人

有健康证，在公共区域公示 单次罚款 50 元/人

6T 知识 员工熟知 6T 知识 单次罚款 50 元/人

标示图表
标示标签图表没有脱落、翘起、受潮、损坏，张

贴整齐规范
单次罚款 50 元/次

视觉管理

所有设备、容器均规范摆放在固定位置 单次罚款 50 元/次

抹布、菜筐、洁具分色管理、存放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工具、用具对图悬挂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刀柄和砧板上有区别生熟的标识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地面保持

干燥

所有功能间地面无水迹，员工养成不将水泼向地

面的习惯
单次罚款 50 元/次

食物清洗后搬运和存放有防漏水的托盘或其它装

置
单次罚款 50 元/次

规范存放

冰箱内食品储存与标识相符，食品盒加盖或保鲜

膜存放
单次罚款 50 元/次

仓库内食品摆放整齐，左进右出原则，散装食品

加盖，并有最低和最高刻度线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各类小推车及设备摆放到位、整齐、整洁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小刀等工具悬挂或摆放规范到位 单次罚款 50 元/次

清洁卫生

食堂外围环境干净整洁 单次罚款 50 元/次

食堂定期灭蝇蚊虫蟑鼠等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各功能间地面整洁、无污物，阴沟无沉积物、异

味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台面、台后、厨内、厨外、容器、保洁用具、工

具、及其设备左右上下没有污垢、老垢、残物、

杂物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墙面整洁无污物、屋顶整洁无霉斑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冰箱内外没有污物、残物、积水，霜不厚 单次罚款 50 元/次

清洁卫生
垃圾桶带盖，当日垃圾当日清理 单次罚款 50 元/次

餐具当天洗净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登记 单次罚款 50 元/次

食品加工

食品加工过程规范，无隔夜素菜，食品烧熟煮透 单次罚款 200 元/次

所加工食品均要留样、登记，留样不少于 150 克，

存 48 小时
单次罚款 200 元/次

特价菜 按照合同约定售卖特价菜 单次罚款 500 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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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态度

文明用语，不得与师生发生争执 单次罚款 500 元/次

饭菜无异常或异物 单次罚款 200 元/次

明码标价，饭菜足量，菜品数量不少于 20-25 种 单次罚款 200 元/次

食堂相关工作人员配合检查，并积极改进 单次罚款 200 元/次

使用校园一卡通收费，未收取现金或使用微信等

收款
单次罚款 200 元/次

(二)经营性风味小吃考核事项

食品安全督查小组负责监督经营性风味小吃的日常经

营活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现场处理，由检查人员按照

《经营性风味小吃日常检查评估表》（附表 4）中的相关要

求和规定现场开具食堂检查评估处罚表，被处罚的小吃店带

着处罚单将处罚款交到云南农职学院餐饮副食协会。

附表 4 经营性风味小吃日常检查评估表
分类

检查项目
达标的内容 不达标的处罚标准 备注

个人卫生

统一工作服，戴口罩、头巾或厨师帽，着装整洁，

不留长发、长指甲，不带首饰
单次罚款 50 元/人

有健康证，在公共区域公示 单次罚款 50 元/人

6T 知识 员工熟知 6T 知识 单次罚款 50 元/人

标示图表
标示标签图表没有脱落、翘起、受潮、损坏，张

贴整齐规范
单次罚款 50 元/次

视觉管理

所有设备、容器均规范摆放在固定位置 单次罚款 50 元/次

抹布、菜筐、洁具分色管理、存放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工具、用具对图悬挂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刀柄和砧板上有区别生熟的标识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地面保持

干燥

所有功能间地面无水迹，员工养成不将水泼向地

面的习惯
单次罚款 50 元/次

食物清洗后搬运和存放有防漏水的托盘或其它装

置
单次罚款 50 元/次

规范存放

冰箱内食品储存与标识相符，食品盒加盖或保鲜

膜存放
单次罚款 50 元/次

仓库内食品摆放整齐，左进右出原则，散装食品

加盖，并有最低和最高刻度线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小刀等工具悬挂或摆放规范到位 单次罚款 50 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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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卫生

食堂外围环境干净整洁 单次罚款 50 元/次

食堂定期灭蝇蚊虫蟑鼠等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各功能间地面整洁、无污物，阴沟无沉积物、异

味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台面、台后、厨内、厨外、容器、保洁用具、工

具、及其设备左右上下没有污垢、老垢、残物、

杂物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墙面整洁无污物、屋顶整洁无霉斑 单次罚款 50 元/次

冰箱内外没有污物、残物、积水，霜不厚 单次罚款 50 元/次

清洁卫生
垃圾桶带盖，当日垃圾当日清理 单次罚款 50 元/次

餐具当天洗净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登记 单次罚款 50 元/次

食品加工

食品加工过程规范，无隔夜素菜，食品烧熟煮透 单次罚款 200 元/次

所加工食品均要留样、登记，留样不少于 150 克，

存 48 小时
单次罚款 200 元/次

服务态度

文明用语，不得与师生发生争执 单次罚款 500 元/次

饭菜无异常或异物 单次罚款 200 元/次

明码标价，饭菜足量 单次罚款 200 元/次

食堂相关工作人员配合检查，并积极改进 单次罚款 200 元/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