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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餐饮服务 

主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餐饮服务主体管理办法（试行）》

已经 2020年 12月 24日院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3月 3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云农院发〔202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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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餐饮服务主体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餐饮监督与管理工作，确保学院师生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保护消

费者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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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精神的相关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餐饮服务工作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在学院各

部门和广大师生的关心支持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制止餐饮浪费的相关工作，认真按照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要

求和规范执行，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把核心价值观引领贯穿

后勤保障服务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不断提升后勤保障工作质量，

优化服务细节，强化服务育人。 

第三条  学校餐饮服务主体的各项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的

规定。本办法中餐饮服务主体指校内为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的实

体。 

第二章  餐饮监督与管理 

第四条  学院后勤管理服务中心代表学院对学校餐饮服务

主体行使日常监督管理职责。具体职责如下： 

（一）负责学院餐饮服务主体日常管理工作，监督和检查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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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服务主体履行经营管理合同、落实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情

况。 

（二）负责对学院餐饮服务主体环境卫生、食品安全、食品

价格的监管、整治。 

（三）及时了解师生对餐饮服务主体的意见、建议，受理餐

饮服务主体服务中的投诉事宜。 

第五条  餐饮服务主体须指定负责人，负责食品安全卫生工

作。 

第六条  餐饮服务主体的经营活动必须在规定区域内进行，

不得在其他场所从事相关经营活动。 

第三章  餐饮服务主体 

第七条  学院餐饮服务主体分为保障性大伙食堂和经营性

风味小吃。保障性大伙食堂分为中心区大伙食堂和商业区大伙食

堂；经营性风味小吃包括美食城和各类风味小吃档口。组织图见

附图 1。 

 

 

 

 

 

 

 

 

附图 1 学院餐饮服务主体组织机构图 

餐饮服务主体 

保障性大伙食堂 经营性风味小吃 

中心区大伙食堂 商业区大伙食堂 美食城 各类风味小吃 

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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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凡在校内从事餐饮活动的经营单位，须为餐饮企业

或个体工商户，且必须取得从事餐饮经营活动的相应资质。 

第九条  餐饮服务主体享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

约定的管理经营权利，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的各项规章

制度，保证服务质量。 

第十条  餐饮服务主体必须履行服务育人义务，高度重视和

确保食品安全工作，履行以下责任和义务： 

（一）提供在校师生的就餐服务，确保饭菜价格合理，不得

随意调整菜价，菜品搭配，做到服务热情周到并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 

（二）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特别是《食品安全法》

等有关食品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学院和卫

生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自觉执行学院管理的各项规定，

做到依法经营。 

（三）餐饮服务主体必须取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许可证

照，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效的健康证上岗。 

（四）建立、健全餐饮服务相关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

食堂大宗物资采购制度、食品采购台帐制度、食品留样制度、从

业人员培训制度、食品用具清洗消毒制度、安全保卫制度、食物

中毒应急预案、责任追究制度等规章制度，对食品的采购、加工、

储存和销售等环节做到层层把关，层层监控，保证食品安全。健

全食品安全检查制度，专人专职，形成安全检查长效机制。 

（五）不得随意改变建筑原貌，装修或增加经营范围，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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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审核批准。 

（六）采购、生产、经营以及劳动用工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

纠纷、债权、债务关系，或涉及国家法律、法规等方面的问题概

由餐饮服务主体自行解决。 

第四章  引入、考核、退出 

第十一条 引入机制 

学院餐饮服务主体的引入严格按照相关机制执行。 

（一）保障性大伙食堂的经营管理资格引入均采用公开招标

或比选的方式引进餐饮服务企业，引入企业必须持有有效期内的

《工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相关从业人员《健

康证明》，且具有高校餐饮经营项目 1项及以上经营管理业绩，

在以往餐饮经营中信誉良好及银行征信好，经营期间未发生过食

物中毒事故、安全责任事故或债务纠纷。其中，中心区大伙食堂

由学院提供食堂经营所需的房屋、设施、设备，通过公开招投标

对外引进合作餐饮企业经营的模式，并由学院负责监管。商业区

大伙食堂由商业区负责企业通过比选自行完成餐饮企业招募经

营等程序，其经营管理受学院监督。 

（二）经营性风味小吃的经营资格确定参照保障性大伙食堂

引入办法执行。其中美食城的经营资格确定，由各经营企业负责

按照相关要求和规范引入，引入的经营方为餐饮企业，也可以为

个体户，引入后需要及时办理相关证件并作好各项备案登记。 

第十二条  考核机制 

学院餐饮服务主体必须服从学院的检查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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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性大伙食堂。为加强大伙食堂的管理，提高服务

水平，建设标准化食堂，达到云南省教育厅关于推行高校食堂

“6T”实务管理的要求，按照相关要求，学院每学期将不少于一次

对保障性大伙食堂进行考核，考评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考核结

果将作为学院是否与食堂经营者续签协议的依据。考核实行“考

核淘汰制”，考核不合格的，协议自动终止，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由企业自行承担。 

（二）经营性风味小吃。经营性风味小吃必须达到市场监督

管理局相关要求和规范经营，学院每周将不少于一次对小吃店进

行检查，检查结果将作为是否续签协议的依据。在检查中发现存

在重大问题，检查不合格的，将责令其主管企业终止其经营合同，

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企业或个人自行承担。各类小吃店参照高校

食堂“6T”实务管理规范进行经营管理。 

第十三条  退出机制 

大伙食堂在合作经营期间，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经营管理。协

议上必须写明承包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三年），承包期满后，自

然退出。在协议执行期间，若因企业违反协议约束条款或主动提

出要中止协议，实行退出制度。 

按照学院与餐饮企业的协议约定，餐饮服务主体在承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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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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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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食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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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食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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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经营食堂内或商业街区各类小吃店的餐饮企业和个体户

违反学校相关规定，不按照要求操作，将由学院责令其主管企业

终止其经营合同，且应赔偿学院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第五章  经营范围及卫生安全要求 

第十四条  餐饮服务主体经营范围为大伙食和各类小吃。保

障性大伙食为保证学生日常用餐习惯的米饭和家常菜，保证菜品

数量丰富多样，常更新。经营性风味小吃经营按照合同相关要求

设置，为保证就餐的多样性，原则上各个小吃经营种类不得重叠，

不得超范围经营。 

第十五条  经营的证件要求 

餐饮服务主体在经营中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保证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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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按期办理《健康证》，持证上岗；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

经营许可证》。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要求 

必须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餐

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2017年云南省高校六 T达标食堂评分

标准”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定和要求。 

第十七条  建立健全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 

餐饮服务主体应建立严格的食品安全、质量监督、自检自查、

留样、应急处理等制度和各项操作规程，食材采购等建立物资采

购台账等信息登记表，在经营中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信息登

记，并坚持遵守各项制度要求。 

第十八条  完善管理加强自查 

按照学院的管理要求和规定，餐饮服务主体应定期对食品安

全、食堂卫生条件、工作设施、用餐环境、食品器具进行自查，

对所销售的食品从采购、运输、验收、制作等多个环节进行监控，

预防食品安全风险；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严禁患

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以及有碍食

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事食品购销及加工工作。 

第十九条  提高思想认识，杜绝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餐饮服务主体应该提高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食品安全工作

放在第一位，自觉接受政府食品监督、学院的监督与管理，包括

接受学院对餐饮服务部门的调整（或取消）、饮食安全、环境及

个人卫生、食堂卫生、服务态度、饭菜质量及价格等进行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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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指导，应当按学院要求及时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确保无

食品中毒、无治安、消防等事故发生，若发生食物中毒、伤亡事

故或其它安全事故，由餐饮服务主体承担全部责任和损失，学院

不承担任何责任及连带责任，若因此而给学院造成的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赔偿金等，由餐饮服务主体承担全部

赔偿和违约责任。 

第二十条  餐饮服务部门原料（物资）采购管理 

不得采购及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及辅料、食

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经营所需的大米、食用油、食用盐、

猪肉、鸡肉、禽蛋类、冷冻食品、调味品等主副食品由学院统一

实行公开招标采购。其他物资自行采购，但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

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禁止购买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各

类食品相关产品。所采购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禁止购买无

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各类食品相关产品。 

第二十一条  食品加工管理 

蔬菜挑拣和清洗要仔细、认真，发现虫卵、沙石等要及时清

理，生熟食品刀具和砧板要分开使用，制作菜品时，要注意掌握

火候，加热要彻底，肉类内部温度达到摄氏 70度以上，加工好

的饭和所有菜品均需要由专人进行留样，留样时间为 48小时以

上，数量不得低于 150克，并做好相关留样登记。 

第二十二条  餐饮用具管理 

餐饮服务主体不允许售卖一次性餐盒。提倡师生自带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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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供公共餐具服务（特殊时期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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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消毒的顺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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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消过毒的餐具及时放置于保洁柜中，

防止再次污染。 

第二十三条  场地卫生管理 

餐饮服务主体负责承包区域卫生保洁等工作，保证承包区域

内所有设施、工具物品及不动产的安全完好。并保证生产现场、

室内外环境卫生必须符合有关餐饮业卫生要求，做好保洁区域的

卫生工作。 

第二十四条  治安、消防安全管理 

严格遵守消防管理法规和学院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工作人

员消防知识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一个学期组织培训一次。同时，

餐饮服务主体负责承包区域治安保卫、安全防火、防盗等工作，

保证承包区域内所有设施、工具物品及不动产的安全完好。 

第二十五条  用电、装修和改造管理 

餐饮服务主体必须爱护食堂房屋及设施，未经学院书面同

意，不得擅自进行任何改造，用电工具总功率不得超过核定负荷。

若确实需进行必要的装修或增加用电设备，应事先将申请书、装

修方案和施工图纸报学院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装修施工。凡经

学院同意并由餐饮服务主体自费出资进行食堂装修改造，本协议

终止或解除时，对食堂装修改造部分，本着来装去留的原则进行

处理，学院对餐饮企业不进行任何经济补偿，餐饮企业也不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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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拆除，并应保持房屋、装修、水电设施、结构完好；若有损坏，

由餐饮服务主体负责修复，属于自行添置并可带走的设备、货柜

和物品由餐饮服务主体自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  食堂安全责任保险 

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指学生或者其他第三者因食用、饮

用大伙食堂提供的食品导致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病，应由餐饮服

务主体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险种。按照云教保（2015）6号文件

精神的相关要求，经营大伙食堂的餐饮服务主体须为我校范围内

所经营食堂购买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具体保额根据食堂经营

面积核定，食堂面积一个平方米购买一万元/年的保险，以此累

加。 

各类小吃店根据自身情况酌情购买保险。 

第二十七条  建立健全食物中毒及疫情、病情等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如发生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故后，餐饮服务主体

应采取下列措施： 

（一）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并立即向学院后勤保障部上

报发生中毒事故地址、时间、中毒人数、可疑食物，再由学院逐

级报告给政府、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           

（二）协助医疗机构救治病人； 

（三）保留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及其

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 

（四）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公安部门进行调查，按卫生行政

部门、公安部门的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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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实卫生行政部门要求采取的其他措施，把事态控制

在最小范围。 

第七章  检查与责任追究 

第二十八条  为加强监督检查，学院制定《云南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餐饮服务主体检查考核细则》（试行），《细则》为本办法

的有效组成部分。 

第二十九条  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如发现餐饮服务主体违反

本办法规定，学院根据本办法及相关规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

则，以事实为根据，视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情况，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后勤管理服务中心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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