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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厨房”建设，是指餐
饮单位使用可视化玻璃隔断或视
频直播等方式，向消费者展示食
品制作加工的过程，公示食品安
全相关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在
给消费者提供可视化消费信息的
同时，也能促使餐饮单位不断完
善其内部管理制度。

6 年前，“阳光厨房”建设
在海曙的大中型餐饮单位、中式
连锁快餐店率先试点。以后，

“阳光厨房”建设面向全市推
广，并逐步从餐饮单位拓展到学
校和幼儿园的食堂。目前，我市

多层次、全方位、全业态的“阳光
厨房”示范群体已基本形成。从
2014 年的 733 家到 2017 年的 3144
家，3 年时间，我市“阳光厨房”
总数翻了两番。

“重厅堂，轻厨房”，原本是餐
饮行业的一大痼疾，监管难度很
大。“阳光厨房”建设的不断推
进，有助于提升我市餐饮行业的自
律管理意识，形成良好的经营秩
序，并有助于建立长效的食品安全
监管机制。那一块块展示“阳光厨
房”操作程序的小屏幕，正逐渐成
为社会监督的大平台。（王 芳）

让后厨更“阳光”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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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城市荣誉称号中，“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这一称号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息息相关。而打
造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支撑在背后的，是食品安全体系的“精耕细作”。

近年来，我市着力构建食品安全无缝监管网络，努力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的有效管控。
其中，“阳光厨房”建设的持续推进，成为我市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重要“助推器”，同时也成

为民生实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去年底，我市已完成“阳光厨房”建设3144家，其中社会餐饮1446家、学校食堂1482家、养老

机构食堂34家、企事业单位食堂182家。

北京的“阳光餐饮”是一个
系统工程，而让餐饮服务从过去
看不见的、封闭式的厨房转变为

“明厨亮灶”，只是其中一部分。
该市的“阳光餐饮”包括

“信息阳光”“过程阳光”“阳光
评价”“阳光管理”“阳光惩戒”
等五个部分，从餐饮服务单位食
品安全信息的全面公开，到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公示系统
和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再到面向

社会公开违法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等，均包含在内。

通过“阳光评价”体系的建
立，北京将进一步构建起以企业主
责为基础，消费者、网络订餐平
台、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价机构、
新闻媒体广泛参与的社会评价“六
位一体”综合性系统工程，把单一
的政府监管向社会共治转变，也真
正把民心、实事工程做到实处。

（孙佳丽 整理）

北京：“五个阳光”呵护“舌尖安全”

在江北区湖滨幼儿园，还没走
进食堂，笔者就被放置在食堂外面
的显示器所吸引。画面中，戴着白
色厨师帽、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厨师
们正在进行原料清洗、切配、烹饪
和餐具消毒等。“烹调间、清洗
间、配餐间等多个区域可以切换着
看，家长能全面了解幼儿园后厨的
真实情况和各个操作环节，不用再
为孩子们的吃饭安全问题牵肠挂肚
了。”湖滨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说。

这种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展示
食品加工各环节的方式被称为“视
频厨房”，属于“阳光厨房”的其
中一种形式。根据餐饮单位不同业

态，分别采取玻璃幕墙或视频直播
方式，让消费者实时直观地看到餐
饮单位切配间、烹饪间、凉菜间、
餐用具洗消间等重点区域的硬件条
件和现场操作，这就是“阳光厨
房”。

据了解，目前，我市“阳光厨
房”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像湖滨
幼儿园那样，通过在后厨安装监控
探头、在就餐大厅设置电子显示屏
的方式，将后厨食品加工操作现场
直接显示在电子屏幕上，消费者在
就餐时可以通过屏幕实时监督食品
加工过程，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大型
餐饮单位。

而另一种“阳光厨房”也可称
为“玻璃厨房”，就是指餐饮服务
单位在厨房与餐厅之间使用玻璃幕
墙进行隔断，消费者可透过玻璃清
晰地看见食品制作加工全过程。

“玻璃厨房”既保持了操作间的独
立性，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这种形式在各类餐饮单位均可采
用，尤其适用于中小型餐饮单位。

位于来福士广场的西贝餐饮连
锁店采取的就是这种形式。该店把
厨房间墙面中间部位改造成窗户大
小的玻璃隔断。每天上午 10 时以
后，师傅们就忙开了，烧水、和
面、蒸点心，后厨成了向消费者展

示厨艺的舞台。“在这里吃饭，不
仅能品尝到令人放心的美食，还能
观赏现场版‘舌尖上的中国’，也
不失为一种乐趣。”市民卢女士说。

“‘阳光厨房’的寓意就是让
餐 饮 单 位 的 后 厨 房 彻 底 ‘ 阳 光
化’，即面对消费者无遮掩全方位
展示菜品制作的全过程。”市市场
监管局餐饮处相关负责人告诉笔
者，目前，我市点、线、面结合，
多层次、全方位、全业态的“阳光
厨房”示范群体已基本形成，并不
断发挥着示范、带动及辐射作用。
展示着“阳光厨房”的小屏幕，正
逐渐成为社会监督的大平台。

“阳光厨房”小屏幕，社会监督大平台

“阳光厨房”的建设，揭开了
厨房的神秘面纱，将原先的封闭空
间转变成了全方位公开空间，消费
者一眼就能看出餐饮企业的后厨环
境是否卫生、食材是否新鲜、加工
操作是否规范等。但是，建设“阳
光厨房”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无
形之中增加了餐饮单位的运营成
本。

笔者了解到，宁波的“阳光厨
房”建设已经开展了 6 年。其间，
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主动建设“阳
光厨房”，而已建成的企业对“阳
光厨房”的存在也是赞不绝口。

“对于餐饮企业来说，建设‘阳光
厨房’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西
贝餐饮连锁店相关负责人说，在消
费者面前工作，员工们会更加注重
后厨环境卫生、设备卫生和操作规
范，这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还能

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何乐而不为？
笔者采访相关市民后发现，同

等类型与价位的餐饮单位中，消费
者会更倾向于选择建有“阳光厨
房”的单位。“以往厨房厚厚的大
门上都会醒目地标示‘厨房重地，
闲人免进’。而在食品安全越来越
被重视的今天，消费者看得见厨
房，才能吃得放心。‘阳光厨房’
是对餐饮店和厨师的一种监督，
而对消费者来说，厨房‘透明’
的餐馆更有吸引力。”市民张先生
说。

为解决餐饮单位建设“阳光厨
房”的资金问题，我市各地监管部
门积极向当地财政争取补助经费。
北仑区、镇海区、奉化区以及保税
区等地均给予通过验收的餐饮单位
每 家 2000 元 至 5000 元 的 资 金 补
助，市总工会也给予安装“阳光厨

房”的“示范职工食堂”一定的物
质奖励。

我市还将“阳光厨房”作为学
校食堂硬件改造的必备项目，建设
经费纳入预算予以保障；将“阳光
厨房”建设与“餐饮服务示范创
建”“餐饮服务量化分级”“示范职
工食堂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逐
步将“阳光厨房”从原来的示范单
位“加分项”转变为“必备项”，
形成“阳光厨房”建设与“示范创
建”等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局
面。

此外，从 2016 年年底开始，
我市率先在余姚华润五彩城引入第
三 方 商 业 公 司 ， 共 建 “ 阳 光 厨
房”，并逐步向其他综合体和社会
餐饮拓展。截至目前，余姚的华润
五彩城和万达广场已有 65 家餐饮
单位进入“阳光厨房”建设周期。

据参与此项目的浙江易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商
业化的操作模式，餐饮单位能免费
使用建设“视频厨房”所需设备。
这一举措能为每个餐饮单位节省设
施费用2万元左右。

而笔者走访一些小餐馆后发
现，除了建设成本之外，后厨卫生
状况欠佳是他们不愿意建设“阳光
厨房”的根本原因。随着越来越多
的餐饮单位让“阳光”洒进后厨，
这些因不愿“家丑”外扬而拒绝

“阳光”的餐馆会慢慢被市场淘
汰，这对宁波的餐饮业来说是非常
有利的。

从 2014 年的 733 家到 2017 的
3144家，3年时间，我市“阳光厨
房”总数已翻了两番。截至目前，
我市重点餐饮企业、学校食堂“阳
光厨房”建成率已达70%。

让“阳光”洒进厨房，让餐饮业“晒出”自信

在餐饮单位“自愿、自主、自
觉”的基础上，各地因势利导、因
店制宜，遴选基础设施较好的餐饮
服务单位和学校食堂先行试点，出
现了一批特色鲜明的“阳光厨房”
建设典型。

海曙区 2012 年率先在月湖盛
园餐饮街区开展试点，使“阳光厨
房”成为该区域餐饮单位的一块

“金字招牌”；鄞州区、江北区利用

“印象城”“来福士”等大型商业综
合体招商开业之际，推进“阳光厨
房”餐饮一条街建设取得成功；鄞
州区还将“阳光厨房”视频监控接
至“东方热线”网站，接受市民监
督……

“‘重厅堂，轻厨房’，是餐
饮业的一大顽疾，监管难度很大。
想要攻克这个难点，需要政府部
门 、 餐 饮 单 位 和 市 民 的 共 同 参

与。”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处相关负
责人说。

目前，“阳光厨房”建设已从
政府扶持、企业投入为主向依靠第
三方力量建设为主的模式转变，这
就要求我市创造条件为第三方共建

“阳光厨房”增点扩面，以消费选
择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以更高
标准实现社会共治，提升全市餐饮
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未来将有更多

的餐饮单位加入我市“阳光厨房”
建设中来。

此外，我市还将建设“阳光厨
房”线上公众监督平台，在全市范
围内，在食品加工的关键流程中实
现全民监督，以“阳光厨房”的形式
做好“视频溯源”，利用移动互联网
视频云监控技术，让每一道加工环
节都在“阳光”下实现透明，并在我
市主流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开推广。

创新举措，保证“舌尖上的安全”

从2014年的733家到2017年的3144家，3年时间，我市“阳光厨房”总数翻了两番

让“阳光厨房”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见习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徐科杰 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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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万达广场缸鸭狗的“玻璃厨房”。

市场监管局指导餐饮店完善“阳光厨房”建设。

江北区来福士广场西贝餐饮连锁
店的“玻璃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