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明厨亮灶”对视频技术
提出很高的要求。据介绍，实施视频
技术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应配备视频信
息采集设备、足够的网络带宽等，使采
集的信息能够清晰流畅展示在就餐场
所显示屏和上传至指定网络平台。支
持公众通过电脑、手机等固定或移动
终端随时点播指定监控点的实时监控
图像，不同用户可对同一图像资源同

时点播，用户人数无限制。同时，支持
监管部门对指定监控点监控图像的实
时点播，具备图像显示、抓拍、回放以
及手动切换、单画面定时切换、全屏多
画面切换及双向语音对讲功能。按照
规定，视频信息采集设备的规格“不低
于200W像素、1080P高清制式”等。

根据该工程的规划，我省计划通
过五年时间，按照省辖市城区、县（市）

城区、农村中小学校食堂的顺序逐步
在全省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

具体时间表为：2016年在全省省
辖市城区中小学校食堂开始实施，
2017年3月底完成；2017年3月在各
县（市）城区中小学食堂开始实施，
2018年底完成；2019年在全省农村中
小学食堂开始实施，力争2020年底完
成。

核心提示丨作为家长，不知道每天孩子在学校吃的啥？忧心他们在学校的饮食健康问题？不久，想了解这些问题，
家长只需要打开手机，答案就在眼前了。为加强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全监管，促进全省学校食堂健康发展，我省决
定在中小学校食堂全面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以借全社会的监管力量来保证学校食堂安全。

□记者 韩聪聪 实习生 申义强

动动手指，你就能看到孩子的午餐

今后，您只需打开手机、电脑，或
者显示屏，就能看到孩子所在学校的
厨房环境、加工过程、清洗消毒、食品
原料储存状态（以下简称餐饮重点环
节）等。

这些，就是“互联网+明厨亮灶”的
核心信息。事实上，它是我省“明厨亮
灶”建设的升级版，借助安装在加工制
作场所的设备，依托网络传输技术，保

证监管部门和公众能够通过电脑、手
机、显示屏等终端设备，实时观看餐饮
重点环节的技术手段。

据介绍，相关责任单位须在食品
库房、专间（含凉菜间、裱花间、备餐
间、分装间等）、粗加工间、切配间、烹
饪间、面点制作间、餐具清洗消毒间等
餐饮场所安装足够数量的视频信息采
集设备，以保障餐饮重点环节的实时

操作情况可被采录。
为啥我省中小学师生以及家长能

享受这样的福利？原来，新《食品安全
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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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促使我省开展“互联网+明厨
亮灶”工作，就是充分发挥“互联网+”
的作用，吸引广大师生、学生家长，以
及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共同监督。

五年时间，中小学食堂信息就能透明化

“明厨亮灶”的实施，无论对学生来
说还是对学校来说都有益处，学生吃起
来放心，对于学校食堂既是监督也是保
护。如若出现问题，可以通过追溯操作
流程或视频，及时查出问题的根源，对症
解决问题。

当前，“舌尖上的安全”引起社会共
鸣，这样的惠民工程不仅适用于学校，还
适用于整个餐饮行业。此举一方面保障
消费者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加强商家的
自律性，有助于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建立
牢固的互信关系。“亮后厨，明良心”，将
食品生产过程完整地呈现在消费者眼
前，就是商家最好的宣传和口碑。

明厨亮灶：亮后厨，明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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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3803890443
●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转让物资设备 ●桌椅床旧锅炉空调62165999

机械物资

恒升电动叉车
厂家直销电话：13703920641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考电工焊工登高证66662829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 聘
●广告媒介业务 17737199292
●诚聘招生代理 13849099717
●聘招生老师 18838299099
●招聘医护 13007538999

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招 商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小投入免加盟 15093373737
●郑州北环3000m2家具厂寻合

作，设备齐全 18638289292。
●全通快运招商 18639499991
●恒路物流加盟 17639501777
●综合门诊合作 13323856681
●郑州韵达快递总部诚聘

加盟商王经理 15939049304

公司求合作
关注人类健康专注菌类研发

诚寻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中国

菌类市场！徐 15603750968

信息窗口

●水果、干果配送 66663355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上门安装车辆 GPS定位

追踪器 260元/套 88880812

转 让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7
●位佳宾馆转让 15713870691
●名烟名酒超市 18039552122
●纬五路空房转 18339801668

●富田理发店转 18339801668
●石磨面粉设备及厂地全套

急转（郑州）15639252369
急转巩义酒店

4000m2，客房66间，两个歺厅，

设施齐，正常经营13213203666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3067保养充氟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格力美的移机洗 55273355

软件网站

●建分销系统APP13373919238

寻人启事
●程阁楼男 53岁
1.69 米新乡 2012
年秋离家出走望

知情者与 137819
58686联系定重谢

家人都盼望你早日回来

●李玉芝 女
45岁身高 1.54
米短发长相清
秀精神状态不
佳会自言自语
说话 于 5 月 3 日在郑州市
金水区金水路与未来路交
叉口附近走失 走时上身
穿浅黑色衣服胸前有印花
下身穿灰色裤子，脚穿土黄
色小布鞋。如有朋友看见后
请速与我们联系，并重谢
联系人卢彦彦 13526867104
15136242687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650平13569694869

声 明
●郑州市郑东新区尊太五金百
货商行（注册号 410101600
217805）营业执照正副本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侯国民郑房权字第11010490
68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
●戴俊民丢失信阳广播电视大
学审计专业毕业证，编号为 8
604657，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小河小学原财
务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平顶山姚孟电力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董瑞，女，不慎将
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
书丢失，证书编号豫 06D0026
0JA。签发日期2006年6月30日，
特此声明
●由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委员会、郑州大学颁发的孙
新锋、新闻学专业、本科，第 4
05480号毕业证书遗失作废。
特此声明。
●郑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系
纪童童（学号 20135320211）、
王方豫（学号 20135310321）、
李春源（学号 20135320215）
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圣客炒货商店
营业执照副本（4101056009
54560）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金地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41010077942227
3H（1-3）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张钊，不慎将郑州元龙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车位收据 1059554，1059557
丢失，特此声明。
●张新英，中原工学院毕业证
104651200705000825，学
士学位证 10465420070024
55，河南大学硕士毕业证 10
4751201002001181，硕士
学位证 1047532010001243
高校教师资格证 201041001
72003948丢失，声明作废。

●朱一兵丢失信阳广播电视大
学审计专业毕业证，编号为 8
604437，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开发区宋氏修开锁
具店营业执照副本丢，作废
●张莹护士执业证书丢失，编
号 200841095694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2015
届毕业生冯晓凯（学号 100211
103）三方协议丢失，特此声明
●土地证丢失声明
土地证号：郑国用（2008）
字第 GC6491 号。窦红，管
城回族区城东路107号院25号
楼 1 单元 3 层 5 号住宅用地，
特此声明。
●赵宽宏一级建造师证书遗失，
编号：00371534 声明作废。
●李冬子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注册号：4110026
03973576，声明作废。
●李冬子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026
03962994，声明作废。
●河南《经济视点报》社于 20
16年5月9日将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4910003481503）
和机构信用代码证（G10410
105003481502）不慎丢失，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公司中牟三山彩钢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491001653202，账号：25330
7301840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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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孩子在学校吃的啥？
打开手机就能看！

我省中小学校食堂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