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072020年 1月21日 星期二

●● ●● ●●

食品安全“政企互信”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风行水上，河南小餐饮行业迎发展良机

广厦万间，容身不过七尺；

珍馐千味，一日不过三餐。

与老百姓美好生活息息相

关的餐饮业近年来蓬勃发展。

2020 年 1 月 17 日，国家统计

局发布最新数据，2019年全国

餐 饮 收 入 46721 亿 元 ，同 比

增长 9.4%。我省餐饮业的表

现同样抢眼，据省商务厅统计，

2018 年河南省餐饮业收入达

3018.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7%，其中网上销售额突破

200亿元。

在多如繁星的餐饮经营主

体中，经营规模小、条件简单的

小餐饮商户占据“半壁江山”。

尤其是随着美团等互联网餐饮

平台的异军突起，小餐饮行业在

便利群众、吸纳就业、促进消费、

传承美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日

益重要的作用。

面对互联网+不断发展的

新形势，如何推动食品安全监管

领域“放管服”改革，在实现小餐

饮规范治理的同时，保障餐饮经

济发展和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近期，记者通过走访发现，

我省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没

有选择“一刀切”的关停整治方

式，而是“因地制宜”推动改革，

通过告知许可承诺制等优化营

商环境举措，形成了食品安全

“政企互信”的良好氛围，找准了

食品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平

衡点，实现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的线上线下协同治理提升。

小餐饮登记制度改革前后，消费者有什么
感受？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工作的陈先生告诉
记者，现在他点外卖更放心了。

“工作比较忙，买菜做饭没时间，在外卖平
台上订餐是常态。以前也对食品安全有过担
心，但现在基本上没这种担忧了。”他告诉记
者，小区附近的小餐饮店自己去实地看过，都
亮证亮照很规范，不少小餐饮店在本地都开了
多年了，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很方便。

“小餐饮店主也都是靠这个店来养家糊口，监
管部门对小餐饮有具体的管理措施，让他们合
法经营有渠道，食品安全有保障，作为消费者
还是挺放心的。”他说。

长期关注食品安全的郑州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曹明睿表示，河南通过专门地方立法将小

餐饮纳入监管，为各级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规
范指引。其中对小餐饮登记和优化审批改革
的探索，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以市场主体
需求为导向，符合国家对于营商环境优化的要
求。对于互联网餐饮新业态的规范发展，河南
能够出台政策予以回应，依法允许取得许可登
记等食品经营资格的小餐饮从事网络食品交
易和线下经营，为全国其他省市的放管服改革
提供了示范。

河南烹饪协会专家表示，与“网络餐饮服
务”这一更为规范化的概念相比，消费者普遍
更爱用“外卖”这一概念。但外卖本质上仍属
于餐饮服务的范畴，并未改变餐饮服务的本质
特征。对于小餐饮入网问题，河南省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不是视而不见或者一刀切关停处理，

而是积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变化，运用登记
入网新模式先将小餐饮纳入监管，再通过实地
检查、失信惩戒、政企协作等事中事后的方式
保障食品安全，这种科学治理、精准治理的做
法，值得提倡。

正在推行的小餐饮登记制度改革等，将给
市民带来哪些便利？又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利
好？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表示，结合互联
网+发展趋势，借助我省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根
植于河南美食沃土的小餐饮业，将在未来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有利于夜经济的发展。在各地出台
的新一轮促消费政策中，“培育夜经济”一词频
频出现。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美团研究院发布
的调查报告，目前国内夜间消费订单占比明显

提升。餐饮、购物等传统上以白天活动为主的
服务行业逐渐向夜晚延伸，成为夜间消费的重
头戏，通过小餐饮等餐饮业态的规范治理，为
夜经济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二是有利于小餐饮更好地发挥服务本地社
区的作用。曹明睿认为，餐饮服务属于典型的
本地生活服务范畴，主要服务于附近1-3公里
的本地社区群众。河南积极探索小餐饮规范管
理的各种举措，使得小餐饮借助外卖平台，服务
本地社区群众的作用得以更好发挥。

三是有利于稳就业、稳增长，促进城市健康
发展。一方面，与小餐饮高度结合的送餐服务，
为相当一部分人群提供了生活自主和增加收入
的机会；另一方面，其购买的便捷性满足了消费
者的需求，拉动了内需，可谓一举多得。

“民以食为天”。对于人民群众的吃饭问
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我省各级党委政府
都高度重视，近年来，一系列规范和支持餐饮
业发展的利好政策相继出台。

2018年10月，《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
照分离”改革的通知》要求，地方自主决定小餐
饮监管制度改革。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
出，要打造公平便捷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中小
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2019年 5月 9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意见》明确指出，“所有提供网上订餐服务的餐
饮单位必须有实体店经营资格”，再次强调了网
络餐饮治理线上线下监管一致的原则。

以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为指导，近年来，我
省积极通过立法规范等释放政策红利，打造了
促进小餐饮治理质效提升的“河南模式”。

首先，将小餐饮业态归类为食品小经营
店，明确小餐饮经合法登记可入网经营。2017
年 12月 1日通过的《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
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将本省有
固定经营场所、使用面积较小，经营规模较小、
经营条件简单，从事食品销售、提供餐饮服务
的个体工商户小餐饮定义为“食品小经营店”，
并规定了食品小经营店登记管理制度，登记证
有效期三年,到期后可以申请延续，办理登记
证不收取费用。

为进一步抓好小餐饮规范提升行动，《条

例》还要求，各地应当通过奖励、资金资助、减
免场地租金、信贷支持等措施，支持小经营店
等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发展特色食品生产，创
建知名品牌。

面对互联网外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省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会同省通信管理局等，制定了
河南省网络订餐食品安全专门的监管规定，依
法推进餐饮行业线上线下协同治理，明确要求
线上线下餐饮服务均应依法取得合法的经营资
格（许可证、登记证），为包括小餐饮商户在内的
餐饮行业依法从事线上线下经营，提升规范化
经营水平，确保食品安全治理质效奠定了基础。

另一项重头戏，是推进“证照分离”改革，推
行证照联办，进一步破解“准入不准营”问题。

2019年 11月 30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
发《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试点实施方案》，决定于 12月 1日起
在河南自贸试验区内，对涉企经营的全部 526
个事项试点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进一
步压缩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数量、简化审批流
程，释放市场活力。

其中，“食品小经营店登记”成为河南省层
面设定“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也
就是说，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复印
件、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食品安全承
诺书三项材料，同时实行‘一网通办’，食品小
经营店与营业执照实行‘证照联办’。”河南自
贸试验区相关负责人说。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为兼顾人
民群众食品安全和餐饮行业健康发展，我省实
招迭出。

去年以来，我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通过“放
管服”食品经营许可改革，从尽量方便群众、有
利于群众就业的角度出发，不断提升河南餐饮
食品安全科学治理、精准治理的水平。省市场
监管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更大激发餐饮市场活力，探索食品安全互联网+
智慧监管新模式，让小餐饮在便利群众生活、吸
纳就业、促进消费上发挥更好作用。

根据省政府加快实现“一网通办”前提下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决策部署，省政府办公厅
发布《关于在全省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

知》等文件，目前，食品小经营店登记便利化
(“证照联办”，即食品小经营店《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和《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联合
办理)改革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展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证照联办”以商事
登记“先照后证”要求为基础，以食品小经营店
开办为“一件事”，按照“一窗受理、信息共享、
视情容缺、集成服务”的工作模式，采取“一窗
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多种方式出件”的方
法，推行食品小经营店“容缺受理”和“证照联
办”机制，实现准入准营事项“最多跑一次”的
目标。

一是实行一窗受理。申请人就近选择辖
区市场监管部门或通过“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

化服务平台”提交“证照联办”申请材料，辖区
监管部门一窗受理。

二是实行容缺受理。所谓“容缺受理”，是
针对那些具备基本条件、主要申报材料齐全且
符合法定条件，但次要条件或手续有欠缺的行
政审批事项，职能部门可以“暂时性容忍”办
理，办事群众和企业只需在相应时间内补齐相
应材料即可。申请人申请“证照联办”时，将作
为《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审批主体资
格认定要件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
作为允许容缺项实行容缺受理。此外，对相同
材料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填写、提交。

三是压缩登记时限。优化和规范办事流
程，将食品小经营店“证照联办”时间压缩至 4

个工作日内，其中工商登记不超过2日，小经营
店登记不超过2日。

记者在郑州、洛阳、平顶山等地采访时观察
到，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均积极推行小经营店登
记证照联办和容缺受理，为实现小微业态的规
范治理，依法纳入监管视野提供了很好保障。

郑州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证照分离改革的意见要求，郑州市正在积极探
索小餐饮登记管理的改革，将小餐饮纳入到规
范治理的体系框架中，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
全。目前，相关职能部门也在积极通过与第三
方平台合作，通过大数据方式加强在网小餐饮
商户管理，协同开展商户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和
培训，积极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证照联办”、小餐饮登记政策等改革机制
已经实行一段时间，从业者反应如何？记者在
郑州市内采访时发现，绝大多数小餐饮商户都
对政府的改革非常拥护，也对未来的发展充满
信心。

在优胜北路经营“许之一脆皮馄饨”的商
家较早获得了小餐饮登记证，店主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监管部门制定的小餐饮登记政策
很接地气，作为餐饮行业的从业者，我们非常
拥护。这些政策切实考虑到小餐饮经营者的
实际情况，也为我们提供了合法经营的渠道，
让我们经营起来更省心了。”

在金水区国基路的珍功夫焖面官，店主告
诉记者，他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政府在推行放

管服改革，觉得小餐饮登记政策就是这种改革
的例子。“拿了登记证，我们可以安心经营了，
也能够接受到来自监管部门有关食品安全的
指导、检查，这样对行业发展有好处，对食品安
全也有好处。现在办证审批不用等了，大大节
省了开店的时间和房租，我们可以花更多力气
在日常的食材采购、烹饪加工上，更好地做良
心饭菜。”

在金水区宏达路上，汴梁高门台上当米线
砂锅的经营者忙得不亦乐乎，旁边美团外卖小
哥正在等待出餐。在把食品装盒的间隙，他告
诉记者：“现在我们店除了堂食，还上了外卖，
收入提升了，可以花更多钱添置设备，规范店
面环境了，现在就想着把店开得更好，经营有

了规矩，安全有了保障，回头客渐渐增多，客流
量越来越好。”

“实施小餐饮登记制度改革等，是落实放
管服改革的生动体现，有利于提升餐饮行业质
量安全水平。”省烹饪协会负责人认为。一方
面，对那些食品安全、卫生符合基本要求，但是
达不到许可条件的餐饮商户提供了规范发展
的渠道；另一方面，也通过推行小餐饮备案管
理等手段，把广大小餐饮商户“依法纳入了监
管视野”，促进了整个餐饮行业食品安全治理
的有效提升。对餐饮商户底数可以摸得更清
楚。拿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商户、拿了登记证
的商户，都可以被有效监管、被有效纳入食品
安全治理体系。

“这些改革，有利于实现餐饮服务线上线
下协同治理，对行业发展是规范更是利好。”美
团等互联网餐饮平台的河南区域相关负责人
纷纷表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治理必须坚持
线上线下协同治理的基本原则，河南通过立法
和监管政策明确允许小餐饮持许可或登记入
网经营，符合中国餐饮行业的实际情况，反映
出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顺应互联网+经济发展
趋势，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的积极
姿态。在规范线下餐饮服务的同时，有利于平
台更好地履行证照审查义务，提升证照合规
率，同时也为未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智慧监
管，政企协作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政策支持：小餐饮发展破难题得红利

监管助力：保舌尖安全促产业发展

行业前瞻：经营更安心发展更舒心

社会反响：吃得更放心未来更可期

□本报记者 归欣

郑州市陇海东路一家小餐馆，外卖员在等待取餐

郑州市优胜北路，店主把打包好的餐盒交给送餐员

郑州市金水区宏达路，一家小餐饮的工作人员在准备外卖

小餐饮商户在展示营业执照等证件

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一家小餐饮商户的
经营登记证摆在显眼位置

郑州市劳卫路的一家小餐馆干净又温馨

市民在一家主营米线的小餐馆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