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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 9 月 7 日电(“新华视点”记
者董小红、陈聪、毛伟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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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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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 3 年多 只有近三成餐

饮单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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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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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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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馆不愿“明厨亮灶”，有何难言之隐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记者丁静)记
者 7 日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北京市决定暂
停共享自行车新增投放，并明确不发展电动
自行车作为共享自行车。

7日，北京市交通委召集各区管理部门和
15 家共享自行车企业负责人，听取共享自行
车投放和管理的意见建议，经研究决定并下
发通知，暂停在北京市新增投放共享自行车。

一年来，北京市共享自行车迅猛发展。
据统计，北京市已有 15 家共享自行车企业，
投放运营车辆达 235 万辆。

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共享自
行车在推动绿色出行、缓解交通拥堵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存在投放和停放无序的
问题。特别在一些地铁、大型商圈等区域，共
享自行车过度投放、堆积占道等现象，给城
市交通秩序和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为此，
北京市按照鼓励规范发展的原则，决定暂停
共享自行车新增投放，并开展停放秩序整治。

下一步，北京市交通委将牵头出台鼓励
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并制定相
关技术导则和服务规范，建设监管与服务平
台，建立和完善承租人信用体系。

同时，综合考虑公共服务特性、骑行安
全和停放秩序、道路通行条件、充换电配套
设施安全等因素，北京市不发展电动自行车
作为共享自行车，相关部门将加大执法和处
罚力度。

北京决定暂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
明确不发展电动自行车共享

▲ 9 月 7 日，一名工作人员在清理停放在北京国贸桥下一公交车站周围的共享自行车。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新业态遭遇新难题。没膝荒草中，数不清
的红、绿、黄各色单车密密麻麻，无人问津。这
是记者近日在合肥市一所废弃学校内看到的
情景。类似的共享单车违停暂扣点在合肥还
不止一处，数以万计的共享单车闲置浪费，受
到舆论关注，被网民称为“共享单车坟场”。

一边是共享单车快速成长，一边是违停
问题耗费公共市政资源，共享经济发展与公
共资源适配面临的难题如何破解？

多地现“共享单车坟场”

记者近日实地调查时看到，在合肥市清
溪路和潜山路交口附近的一个院子内，堆积
如山的各种品牌的共享单车，有小红车、小黄
车、小绿车等。有一些摆放得较为整齐，还有
大量的共享单车横七竖八堆挤在一起，形成
“小山头”。

“这些共享单车已经堆放好几个月了，好
多都还是大半新的。就这样胡乱堆在一起风
吹日晒的，太浪费了！”市民孙女士说。

类似的“共享单车坟场”不是孤例。在合
肥蒙城北路附近一所废弃的学校内，也有类
似的大量共享单车堆满了整个足球场。同样
现象，在杭州、上海等地也频现报端，备受舆
论关注。

合肥市城管局宣传处处长李大勇介绍，
城管部门主要查扣两大类违停车辆：一是对
城市交通秩序的破坏行为，比如违规占用人
行道、盲道等；二是对市政公共设施以及园林
绿化设施的占用和破坏行为，比如将车辆停
放到绿化带内、架靠到消防栓和路灯杆上、占

用消防通道等。

政府发愁企业心忧

李大勇说，近 7 个月来，合肥因为共享
单车违停导致的各类城市管理案件达
16000 多起，很多城市管理工作者每天要
耗费大量精力用于规范单车停放，造成了
城市管理资源的巨大消耗。

他说，城管部门今年以来多次和共享
单车企业洽谈，力争寻找有效的管理方法，
先后设置了 300 多处共享单车停放点，还
组织各街道辖区志愿者一起规范单车停
放。但是这些都不是治本之策。他呼吁，共
享单车在方便市民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起
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政府部门为违停单车问题发愁的同
时，共享单车企业也表示希望此问题尽快
解决。摩拜单车安徽区域有关负责人说，被
扣车辆得不到使用，价值得不到体现，企业
巨额投入就没有现金流回收，而且还有巨
大的资金成本在无形中被消耗。

包容不能纵容

共享单车方便了老百姓短距离出行，
拓展了城市绿色交通的内涵。对于新兴业
态，应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但是包容不等于
纵容，专家建议，治理共享单车管理乱象，
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需要政府、企业、
市民协同发力。

城管部门呼吁，应依据相关部委出台

的指导意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首先，要
明确各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责，增强各部门
之间的联动配合，加强源头管理，改变目前
出现问题后采取末端管理的被动局面。同
时，还要出台共享单车的行业发展管理规
定，引导企业理性投放，加强共享单车的管
理维护，健全企业的退出管理机制。

摩拜单车安徽区域有关负责人徐晓景
建议，由政府有关部门牵头主导，定期或不
定期召集共享单车企业研讨并持续改进共
享单车治理，比如单车投放总量控制的情
况下，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如何约束各自投
放量。“如果形成这样的常态机制，对早日
形成创新管理机制大有裨益。”他说。

还有共享单车企业负责人提出，目前
的单车停放点还不能与城市共享单车数量
相匹配，希望城管、交通、交警等有关部门
协商，增加城区单车停放点，通过划线、明
确设置醒目标识等措施。探索兼职聘用环
卫工人等增加路面巡查频次，薪酬费用企
业负担，但是需要政府牵头成立类似行业
基金的资金池，出资比例根据市场份额确
定。同时，加大公益宣传，培养市民正确文
明使用共享单车、按照交通标志停放的主
动意识。

另外，对于目前被查扣的万余辆共享
单车，业内人士建议，可让各企业以每辆单
车支付一定金额的违规车辆托运费，然后
取回车辆，该费用金额可由企业与政府协
商确定。

(“中国网事”记者程士华、王菲、刘美子)
据新华社合肥 9 月 6 日电

多地出现“共享单车坟场”

新华社长春 9 月 7 日电
(“中国网事”记者郎秋红、
李双溪)高高兴兴去上学，却
要为班级各种莫名其妙的开销
埋单。新学期伊始，一张包含
各种名目的交费清单在长春市
的家长微信群里“火”了，也
引发了更多质疑：这些钱该不
该家长花？家长委员会在其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

家委会收钱 财

务软件管账

近日，长春市某初中家长
在班级微信群晒了一张收费
清单：“铁卷柜 400 元，窗
边桌 550 元，窗帘 480 元，
桌子垫 500 元，椅子垫 415
元，饮水机 500 元……共计
3710 元”，还有一些没在清
单上的内容，如刮大白(刷墙
面)、打印机等。此外还有温
馨提示，“咱班几位家长今
天冒雨采购，班级必用品及
刮大白全部完毕，总费用为
3085 元。上述费用均由 xxx
妈妈先行垫付，望各位家长
明天把 61 . 7 元让自家孩子带
到学校。收到消息请接龙回
复。”事情曝出后，学校叫
停了家长交费给班级装修的
行为，但该事件却在朋友圈中发酵，引发了网友对家长
委员会收费话题的讨论。

一些家长反映，实行“一费制”后，不许学校乱收
费，都是由家委会出面收钱。长春市朝阳区一所小学的家
长告诉记者， 8 月底女儿幼升小第一天，一些热心家长自
发成立家委会，拉了一个班级群，把老师也加了进来，班
级有什么需要，老师会在群里发布，然后由家长去买。小
到打扫卫生的拖布、水桶，大到上千元的打印机，小来小
去的由热心家长自己买了，数目较大的 AA 制分摊。为
此，家委会做主先向每位家长收了 100 元。

这位家长说，因为从事财务工作，她被指定管账。为
此她还专门下载了一个财务软件。“第一次收了 4600
元，现在已经花了 1800 多元。”

另一位家长反映， 100 元是收得比较少的，她孩子
上初中，班级要装修，每个家长要交 200-500 元不等。
“刚开始收钱还都是刷刷墙面、买些绿植，买着买着就
升级了。不光刮大白、铺地板，有的家长还要装空
调。”

既有家长“热心” 也有老师默许

对于家委会的这份“热心”，有的家长表示理解：
“都是为了孩子。”但是也有家长并不赞同：“我们到底
应该给孩子什么，什么才是真的为孩子好？”“这未见得
是老师本意，这么做未见得对老师是好事。”

许多学校对一些家委会的“越位”并不赞同。长春
52 中赫行实验学校校长助理宋振财说，作为一个学校，
班级的教学装备都够用。家长不需要把心思花在这上面。
“政府、学校和家长应该各司其职，不应该越界，不鼓励
家长去做政府或学校应该做的事情。”

长春市树勋小学校长任国权认为，有的家长为了让孩
子得到更优越的条件，会在班级做类似倡导，其他家长又
不好意思拒绝，导致了一种高额的班费开销。这样互相攀
比、无限制的投入，其实严重干扰了教学秩序和教学进
度，也会给孩子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让社会上的不良之
风进入校园。

但是也有一些家长反映，他们得到了老师的暗示，
“某某班级怎么弄了，我们是不是也弄一下”，或者至少
得到了默许。一位家长说，班主任都在群里，对一些家长
提出的过分建议，并未加以制止。

曾经也是家委会成员的一位家长告诉记者，收点班费
和装修钱都是小钱，而且还是在明面上。她女儿上初中
时，班主任私下办班，自己又不好出面，就暗示家委会组
织收费，一个假期一名学生至少收五六千元。“这些钱都
是拿不到台面上的”。

莫当“花架子”，更莫成“帮凶”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副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杨颖秀认为，家委会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家长参与学校
管理和决策，维护受教育者的权益，有时可以为学校当交
通安全之类的“义工”。如果通过家委会收费，给学校搞
建设，只会降低学校和教师的威信。

“现在，有的学校没有家委会，有的学校有家委会，
可却成为摆设和工具。”教育专家熊丙奇说，所谓“摆
设”，是指家委会只有“花架子”，不起任何作用；所谓
“工具”，是指家委会听命于学校，一些事关学生权益的
事项貌似通过家委会决策，由此变得“合法”，但这一家
委会却不代表家长的意见，甚至变味为不合理决策的“帮
凶”。

他说，要让家委会能真正代表全体家长，参与学校管
理和决策，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家委会必须由家长民主选
举参加，不能由校方指定，也不能想当然自动生成；二是
家委会必须独立运行，不受学校指派。他说：“眼下不少
学校并没有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家委会，因此，教育部门
应该努力推动、督促各校建立这样的家委会。”

此外，学校也应注意对教师和家长的引导。“学校
如果想限制这种行为其实很容易，只要向家长和教师明
确要求，不能随意增添班级的设施就可以。”宋振财
说。

长春市教育局相关部门表示，如果家长委员会违背多
数家长意愿，擅自收费为学校装修或购置物品，也属于乱
收费的一种行为，学校和老师应该予以及时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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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武汉叫停新增投放共享单车

据新华社武汉电(记者冯国栋、李劲峰)
武汉市文明办、交委、城管、公安交管等部门
4 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武汉共享单
车数量已近 70 万辆，自即日起将暂停共享单
车投放。

截至 9 月 3 日，武汉投放的共享单车共
计近 70 万辆。而武汉现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域
1 万处，仅能满足 40 万辆非机动车停放。从
共享单车目前快速发展运行情况看，发展规
模已严重超出武汉非机动车可停放区域承载
能力。同时，企业无序竞争、过度投放及乱停
乱放问题突出，给城市交通安全管理及市民
正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武汉市交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针对武
汉市共享单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社会各界
提出的意见建议，结合全市现有非机动车停
放实际容量，多部门共同研究，决定暂停共享
单车投放。

一些热心家长自

发成立家委会 ，拉了

一个班级群 ，班级有

什么需要 ，老师会在

群里发布 ，然后由家

长去买。小到打扫卫

生的拖布、水桶，大到

上千元的打印机 ，小

来小去的由热心家长

自己买了 ，数目较大

的 AA 制分摊

据新华社上海 9 月 7 日电(记者周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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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发现新投放将予以曝光
■新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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