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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整治工程建设领域

﹃
挂证

﹄
等行为

违规专业技术人员将被列入

﹃
黑名单

﹄

网络订餐，如何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石家庄实施“互联网+监管”保障食品安全探访

本报讯（记者杨玉）近日，为
遏制我省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现象，省住
建厅联合省人社厅等部门制定了

《开展全省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
规行为专项整治的方案》，对工程
建设领域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注册建筑师、建造师、监理工程
师、造价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
及相关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进行全面排查，严肃查处持证人
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不符、
持证人拥有不同专业的证书分别
在两家单位注册使用、买卖租借

（专业）资格（注册）证书等“挂证”
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提供虚假就
业信息、以职业介绍为名提供“挂
证”信息服务等违法违规行为，建
立对建设工程领域注册执业人员
规范化管理长效机制。

依法从严查处。遵循“全覆
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
则，依法从严查处工程建设领域
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
为。对违规的专业技术人员撤销
其注册许可，自撤销注册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并记
入不良行为记录且列入建筑市场
主体“黑名单”，向社会公布；对违
规使用“挂证”人员的单位予以通
报，记入不良行为记录，并列入建
筑市场主体“黑名单”，向社会公
布；对违规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依法从严查处，限期责令整改，情
节严重的，依法从严给予行政处
罚，直至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证。对发现存在“挂证”等违规行为的国家机关和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通报其实际工作单位和监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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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主题为“脱贫攻坚 益路相随”的2018河北第六届公益盛典暨河
北最美公益人物颁奖晚会在石家庄圆满落幕。盛典自201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连
续举办六届，至今已吸引一大批热衷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家和爱心人士（机构）积
极参与，现已成为我省每年一度弘扬爱心互助精神、助推公益慈善事业的大型品牌
活动。

本届盛典由我省慈善组织登记管理部门指导，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与河北

日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盛典围绕乡村素质教育、大病急症救助、空巢
老人关爱、慈善精准扶贫四个篇章展开，针对性地对梦想口袋、生命续航、暖巢行
动、代理爸妈四个慈善援助项目进行呈现，营造了良好的公益慈善氛围。

经过评选委员会客观、公正的遴选，在本届盛典现场，“2018年度河北十大公
益人物（团体）”从 532 名（含电话、信函、电子邮箱、微信公众号、网站等方式报
名）参选者中脱颖而出。

2018年度河北十大公益人物（团体）

南开宇 燕赵晚报记者。从业18年，采

写各类新闻报道近万篇。多年来，他热心公益

事业，用文字服务群众，为需要帮助的困难人

群呼吁奔走。对这位年近“不惑”的新闻人而

言，为爱充能是他希望一直坚守的事业。

刘湘贵 石家庄铁路退休工人。“生命
不息，行善不止”是他的座右铭。他先后主
动捐资进行修复桥梁、助老助孤、绿化林建
设等，用平凡的事迹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雨涵 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46 帮帮团》节目主持人。她通过媒体积
极呼吁爱心人士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困难
人群。她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发挥自身的
光和热，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随处
可在的正能量！

王万华 冀商公益基金理事长、河北
省室内装饰集团董事长。企业与公益齐
奏。在他的帮助下，病残者升起了希望，小
朋友腾飞了梦想。带领大家共同脱贫致
富，才是他人生的最终理想，是他最大的满
足。

黄飞跃 益童善基金负责人。他的

行程遍布北京、上海等十余个省市，发起

爱心义卖、公益市集、跳蚤市场等公益活

动,积极救助众多白血病患者，在公益的

道路上奋力前行。

郭红星 石家庄蓝天救援队队长。
他兢兢业业、身先士卒，带领团队一次次

“冲锋陷阵”；他不分昼夜，“征战”于各种
灾难危急之间，一次次地参与排查、消杀、
运送物资、护送伤困人员，用行动实践着
自己的誓言！

姚洁 河北省儿童医院医疗联合办公
室副主任。勤劳、专业、务实、干练是她的
代名词，她多方奔走、协调联络、下乡筛查、
精准落实，因医德高尚而赢得社会的广泛
赞誉。

吴春红 保定市望都县庄里学校校
长、望都县人大代表。20 多年来，她怀着
对教育事业无比崇尚的神圣情感，捐资助
学、圆梦贫困学子。洒爱于学生，是她无悔
的选择；服务于他人，是她无悔的追求；参
与公益服务社会，是她永远的快乐。

鸿飞志愿服务大队 由河北经贸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志愿从事社会公益与社会保
障事业的在校生组成的爱心组织。他们秉
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主动开展文化、教育、环保等各类志愿
活动。

武邑春晖义工协会 社会爱心团体，
经武邑县民政局批准成立。烈日下他们的
身影投在乡村，进出农户；风雪中他们的
脚步徘徊在街道和养老院。汗水是付出的
见证，微笑是心灵的写照。爱是奉献，是不
求回报，他们让爱延续、让善传承。

欢迎关注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微信公众号（请搜索cishanlianhe添加）。

□记者 马彦铭

近年来，网络订餐行业蓬勃发展，在给
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食品安全问题也
受到人们关注。无实体门店、食品加工环境
脏乱差、超范围经营等问题隐患，威胁着消
费者健康，也给监管者提出了新的考验。

近年来，石家庄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针对网络订餐出现的问题，在督促网络订
餐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餐饮经营主体落实主
体责任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网络订餐行业，“快”和“乱”
现象并存

小区内的一间平房，两年多时间几度
改头换面，这让见证了平房不断改换门庭
的石家庄市康华园居民李先生很感慨。李
先生介绍，这间平房先后做过理发厅、蛋糕
房、包子铺和面馆，现在变成了裁缝铺。由
于在小区里面，经营食品时客源很少，网络
订餐就成为销售主渠道。“小店曾经一度很
红火，不少送外卖的‘骑士’来取包子和面
条。但由于食品质量一般，慢慢地‘骑士’很
少来了，小店只能转行。”李先生说。

这家小店的变迁，反映出网络订餐行
业发展的一些特点。

原石家庄市食药监局食品餐饮监管处
处长闫士开介绍，网络订餐具有交易双方
不见面、订餐配送链条长、问题商家隐蔽性
强等特点，存在较大食品安全隐患。

网络订餐行业“快”和“乱”现象同时并
存。“快”主要体现在行业发展快、主体变化
快。短短几年，经营网络订餐业务的餐饮店
几乎遍布城市各个角落。一段时间，由于经
营成本低、平台准入不严等原因，只要具备
一个厨房和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或手机，就
可以在第三方平台注册账户开店。

“乱”主要体现在经营场所分布乱、经
营环境差、超范围经营。网络餐饮经营主体
除有实体店面的有证餐饮单位外，还包括
无实体店面全部依靠订餐外送经营的小作
坊。部分小作坊经营者未履行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要求，生产加工环境脏乱差，从业人
员未取得有效的健康合格证明，未对食品
原料进行查验，未进行索证索票并建立台

账记录。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登记证的经营项目为热食类制售，但
普遍存在超范围经营凉拌菜等情况。

闫士开介绍，2018年9月10日到11月
20 日，原石家庄市食药监局在全市开展了
网络订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对入网
餐饮单位未按规定实施经营过程控制要
求，特别是对没有实体门店、无食品经营许
可证、一证多用、许可证过期、超范围经营
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和取缔。整
治行动中，实地检查网络餐饮经营主体
18082 家 ，其 中 责 令 整 改 1597 家 ，下 线
1262家，取缔无证经营125家。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关键在
于主体责任落实

业内专家介绍，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而言，依靠传统监管方法对网络订餐行业
进行有效监管存在一些难点。

加工场所发现难。为降低成本，一些经
营者选择居民楼、城乡接合部等作为经营
场所。如果没有收到投诉或举报，监管部门
在日常监管中很难发现这类场所。查处取
缔难。一些从事网络餐饮服务的餐饮店，由
于经营成本低，如被取缔就会更换地址后
继续经营。日常管理难。不规范的餐饮店设
备设施简陋，环境卫生条件差，从业人员流
动性强，对食品安全不重视，监管者难以对
其生产加工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管。

由于大多数入网餐饮经营主体都是通

过美团点评和饿了么&星选外卖等网络订
餐第三方平台开展经营，因此，加强对网络
订餐第三方平台的监督检查，督促其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进而倒逼入网餐饮经
营主体提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就成为监
管的有效手段之一。

近年来，原石家庄市食药监局联合有
关部门，多次约谈入驻省会的网络订餐第
三方平台负责人，要求其严格规范经营行
为，严格入网餐饮服务企业审查，落实平台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在监管部门督促和市场竞争激励下，
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也在提高自身食品安
全管理能力。

美团点评外卖事业部石家庄分公司城
市团队负责人程毅伟告诉记者，餐饮经营
主体要入驻美团点评，需要通过网络上传
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有效证件的
图片，经总部审核合格后才具备入驻资格。
同时，石家庄当地品控部门需派人实地查
看，核查资质证照是否过期、店内和后厨卫
生等情况。审核合格后，餐饮经营主体才能
入驻美团点评开展网络订餐业务。

2018 年 9 月，一家经营预包装麻辣小
龙虾的餐饮店要入驻美团点评。品控人员
根据其预留的地址却无法找到该餐饮店，
最终驳回了其入驻申请。“实际审核中，约
有一半左右的餐饮经营主体存在问题。”程
毅伟说，由于审核日益严格，加之前期入驻
商家已经很多，石家庄市入驻美团点评的
餐饮经营主体呈减少趋势，2018 年以来新

入驻的商家不足2000户。
在石家庄市开展的网络订餐食品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中，饿了么&星选外卖联系入
驻餐饮经营主体上传相关资质证明 1810
家，其中下线不合规餐饮经营主体 753 家。
饿了么&星选外卖石家庄办事处有关人员
表示，他们将继续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加强对入驻餐饮经营主体的审核。

探索“以网管网”，网络订餐
监管任重道远

为督促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餐
饮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原省食药监局
积极探索创新监管方式，利用“以网治网”
技术手段，组织开发了餐饮 O2O 网络监管
工作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实时监测辖区
内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信息公示情况，并
对虚假证照、超经营范围、一证多用、证照
过期等违法线索进行分析比对，为一线执
法人员提供及时可靠的核查信息。

闫士开说，原石家庄市食药监局充分利
用餐饮 O2O 网络监管工作平台开展工作。
落实审查责任，确保入网商家具有实体经营
门店，确保其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等信息
真实可靠，不超范围经营。落实监督责任，确
保线上线下餐饮服务同标同质。并探索建立
入网餐饮经营主体审查登记、违法行为制止
报告、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制度。

“对网络订餐行业实施有效监管是一个
长期性工作，需要在探索中不断完善。”闫士
开说，餐饮 O2O 网络监管平台运行时间不
长，一些功能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改进。同
时，有的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还没有办理相
关证照，主体资格不明确，这些都给监管工
作提出了挑战。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共建食品
安全大数据信息共享网、入网经营企业信用
公示网和入网企业社会监管网，探索网络食
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充分发挥网络管理技
术优势，实现“以网管网”的网络订餐监管新
模式。同时，鼓励入网餐饮经营主体实行“明
厨亮灶”，将外卖食品制作过程视频直接嵌
入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主页面，让监管部门
和订餐者能直观看到食品加工制作过程。

记者了解到，石家庄市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与相关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正计划开
展对“骑士”的培训，既加强对“骑士”送餐
过程的管理，又通过“骑士”更多地掌握入
网餐饮经营主体的食品安全状况，从而保
障食品安全。

1月1日22时，一位送外卖的“骑士”在路边核对配送信息。 记者 马彦铭摄

近日，巨鹿县董坚台村村民董敬克在整理、挑拣
柳编枝条。近年来，巨鹿县把家庭手工业作为脱贫
攻坚的重要产业，大力推广发展庭院经济，实现居家
就业。目前，全县从事手工业加工的村达 50 多个，
带动2000余户群众增收。

记者 杜柏桦 通讯员 郅风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