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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增强
“免疫力” 用好
“安全锁”

农贸市场精细化管理加速跑
■ 本报记者 曲晓丽

置与管理规范》，郑州市进入农贸市场规
范 化 、智 能 化 、精 细 化 管 理 的 加 速 度 时
新冠疫情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北京
代。
新发地市场的暴发，让农贸市场的防疫安
在农贸市场改造上，郑州市坚持硬件、
全工作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8 月 12
软件“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农
在硬件上，针对传统农贸市场大棚式、交易
贸（集贸）市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
环境差的现状进行标准化改造，制定了改
南》，从日常卫生管理制度、环境卫生设施
造标准并出台了相关的奖补政策。
要求等六方面对农贸市场提出了要求。
“对郑州市 136 家农贸市场，我们采取
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朱勇毅对国际商
分批次、分层次改造的模式，目前已经改造
报记者表示，在疫情常态化的当下，
《指南》
了近 90 家，在这一动态调整的过程中不断
中的防疫要求对各大农贸市场来说已经驾
有新建的批发市场。
”
房广明表示。
轻就熟。消防、卫生、安全、追溯、检疫都已
智慧化监管、智慧化交易……软件上
成为农贸市场规范化管理、精细化管理的
的改造则令郑州市的农贸市场科技味儿十
一部分，疫情也促使各农贸市场对精细化
足。在房广明看来，智慧化是农贸市场未
管理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
来的发展趋势，也是适应老百姓消费习惯
转变的必然选择。
轻点手机下单、菜场接单、小哥配送到
绸缪 软硬齐抓见规范
家，
逛菜场也能像点外卖一样轻松搞定——
这便是当下智慧型农贸市场的模样。
“我们
走进郑州市经开区民乐集农贸市场，
正在与阿里巴巴合作推进智慧化农贸市场
消费者需要在入口处经过扫码和测温两道
建设，方案已经完成，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防控程序后才能进入。除了肉眼可见的防
预计年底将有多家市场上线。”房广明介绍
控举措，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还对全市所
道。
有标准化农贸市场实现高清摄像头全覆
可以说，过去几年，对规范化管理、精
盖，通过实时视频监控掌握各农贸市场的
细化管理的重视极大地增强了郑州市农贸
卫生环境、市场交易秩序等信息。
市场对疫情的“免疫力”。但面对疫情，以
“《指南》发布之前，郑州市的农贸市场
房广明为代表的农贸市场从业者们也对精
防疫工作也一直是这样执行的，有的方面
细化管理有着更深的思考。
甚至更加严格。”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副主
“我国很多城市在规划时没有按照人
任房广明对国际商报记者介绍道。
口规模从空间、规模上规划相适应的大型
早在 2016 年，一场以政府为主导的
批发市场，造成农产品供应渠道单一，缺少
农贸市场“大手术”就在郑州市铺开。根
‘备份’
。当疫情这种突发事件发生后，一
据 当 年 7 月 郑 州 市 政 府 出 台 的《关 于 加
个市场出现问题会使整个城市的供应出现
快推进农贸市场规划建设和提升改造工
大问题，从而引起居民消费恐慌。”他表示，
作的实施意见》以及《郑州市农贸市场设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鼓励消费，并不是
鼓励浪费。乱点一气，
并不是真的阔气。”年近
60 的 景 女 士 退 休 前 在
一家饭店上班，对于餐
饮浪费现象，她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
“ 对于点
餐吃不完也不打包，一
大桌子菜白白被倒掉的
行为早该管管了。只能
要求自己和家人多注
意”
。
但 几 天 前 ，景 女 士
和家人在外出就餐时却
发现不少餐厅门口都新
添了“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
“ 光盘行动”等宣传
海报，点餐时也被提醒
可 以 点 半 份 菜 、小 份
菜。
“听旁边收拾桌子翻
台的服务员说，这两天
大多是光盘，好收多了，
垃圾也少多了。”
“餐饮浪费现象，
触目惊心、令人痛心！”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针对
餐饮浪费现象作出的重
要指示，也在餐饮业掀
起一股杜绝浪费、倡导
节约的新风。社会团
体、相关行业协会和餐
饮企业纷纷行动起来，
发布倡议书、引导合理
消费，以在全链条推节
约、反浪费。

未来应从城市规划、应急储备方面发力，提
升城市供应渠道的多样性。

坚持

追溯建设不停歇

“十多年来，
相关追溯服务企业从最
初的上百家发展到上千家、
上万家，
追溯
业也成为在统计局立项的一个独立行
业。
”
李振中表示，
食品安全整体治理水
平已取得了长足进步，
瘦肉精、
注水肉、
健美猪等在人民生活中逐渐消失。而
在此次疫情中，
追溯体系更为农贸市场
疫情防控加了一把
“安全锁”
。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持续关注推
动了产品追溯、质量检测、环境消杀、
责任保障等食品安全保障机制的不
断进步。北京农学院首都农产品安
全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赵春雷对
国际商报记者表示，农贸市场不应
仅停留在提供商品流通空间服务的
初级阶段，更应围绕商品流通开展
空间、交易、信用、金融、物流等全
流通要素经营，以及产品、环境、秩
序、人员、场地等全方位的安全保
障管理。
为保障农贸市场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北京农学院首都农产品
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出了“农
安云”平台。
“农安云”平台以自主
研发的多维码技术为基础，集成
码上合格证、码上追溯、码上保
险、码上监督以及光谱快检、环
境消杀等服务，为农贸市场提供
了以产品安全保障为核心的综
合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其
码上保险系统联合人保、平安、
阳光三大保险公司推出产品责
任保险，共同为农贸市场的产
品质量安全和产品责任保障保
驾护航。

据报道，中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
量为每人每餐 93 克，浪费率为 11.7%，
大型聚会浪费达 38%，学生盒饭有 1/3
被扔掉。初步测算，2015 年中国城市餐
饮业仅餐桌食物浪费量就在 1700 万至
1800 万吨，相当于 3000 万至 5000 万人
一年的食物量。杜绝餐饮浪费，不仅关
系到改变消费陋习，更指向粮食安全这
个事关国运的重大命题。
制 止 餐 饮 浪 费 行 为 ，培 养 节 约 习
惯，8 月 12 日，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连
锁经营协会、中国烹饪协会、中国饭店
协会联合美团点评向全国餐饮行业发
出倡议，提出要弘扬节俭美德，倡导文
明风尚；转变经营方式，推动健康消费；
加快创新步伐，满足餐饮需求；建立惩
戒机制，制止浪费行为；倡导信息透明，
方便顾客选择。
中国烹饪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2013 年以来，在各级政府部门和行业协
会的共同推动下，众多餐饮企业积极响
应，通过张贴宣传标语、放置提示牌等
形式，营造了避免餐饮浪费的良好氛
围。当下，要进一步创新宣传手段，利
用企业宣传屏幕、公众号、小程序、直播
等方式，将倡导文明风尚，厉行节约的
行动推向深入。同时，餐饮企业要总结
“光盘行动”的经验和成果，在开发小份
菜和套餐、提供公筷公勺、分餐制服务
上不断推陈出新，将转变经营方式与满
足消费者需要相结合，将提升经济效益
与推动健康消费相结合，回应和满足社
会期待。
8 月 14 日 ，全 国 工 商 联 餐 饮 业 委
员会也向所有委员单位发出倡议，要
加强行业自律，将制止餐饮浪费纳入
到餐饮生产、加工、服务的全过程。要
营造理性消费环境，在餐厅摆放“节约
食 物、杜 绝 浪 费 ”
“ 适 量 点 餐 ，剩 餐 打
包”提示牌或宣传画，引导消费者适量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8 月 14 日，特斯拉拒绝向一位湖北消费者交付
Model
3 新车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
北京新发地疫情的发生使全国农贸市
据悉，这位消费者是在特斯拉官网上下的单，
场防控趋紧，食品安全排查和溯源建设工
购车合同上也是交易双方的名字，
但在支付环节上
作也再次展开。
《指南》在日常卫生管理制
的弯弯绕让特斯拉
“绕不出来了”
，认定这位车主
度中也要求，农贸市场应建立产品溯源制
“涉嫌违反了特斯拉禁止转卖条款”
，因此决定“砍
度。
单”
不交车。
“扫一下二维码，不仅能看到摊主信
而事件的起因还要追溯到更早。7 月 22 日拼多
息，还能了解菜从哪儿进的，菜品合不合
多上线了一个特斯拉秒杀万人团活动，活动页面显
格，到农贸市场买菜越来越放心了。”在郑
示，
拼多多与平台商家宜买车合作，为消费者提供了
州市科学大道农贸市场买完菜的李女士对
2
万元的现金补贴。而这位湖北消费者成了活动的
农贸市场的菜品追溯体系赞不绝口。
五名幸运儿之一，其买车的动力也是因拼多多的补
房广明介绍说，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后，
贴，
原价 27.115 万元的 Model 3 只需 25.115 万元即可
每家摊位都装有追溯屏，显示商家工商信
入手。而对特斯拉支付的
27 万元车款会由拼多多代
息、菜品产地、菜价等信息。
“郑州市大多数
付。
农贸市场都有一套菜肉可追溯系统，对产
如果互联网时代的记忆足够长，相信有人会记得
品从种植基地到销售终端进行全程追溯管
这个团购一上线，
特斯拉官微就发声急于撇清关系，称
理，
等于说产品有了身份证。
”
“未与拼多多就该团购活动有任何合作或任何形式的
“肉菜追溯体系在我国主要的农贸市
委托销售服务，亦未就此次团购活动向拼多多销售过
场已经基本形成。”商务部原市场秩序司
任何本司生产车辆”
。
副司长、全国双打办公室副主任李振中向
按照老美
“钢铁直男”
的思维，这一公开表态，依据
国际商报记者介绍道，早在 2010 年，按照
商业原则，
这个
“师出无名”
的团购活动就得被叫停了，
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商务部、财政部率
消费者也会“擦亮眼”。但中国市场的多元化和中国企
先在上海、大连等 10 个大中城市开展肉菜
业的
“新玩儿法”，
让特斯拉开了眼。
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在第一阶段试
不拥有车源，
也能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没被授权，
点工作的五年时间内，追溯体系覆盖了全
也能既保证正品交易又赚得眼球……这让价格体系透
国的省会城市、直辖市以及上百个重点地
明、只做直营直销的特斯拉感觉“受了伤”，为了捍卫调
级市。
性，
不为第三方左右，
只得作出
“砍单”
的选择。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
但显然这是一个下下策的选择，品牌商对渠道商的
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商
不满，
对平台傍营销的气愤，没有公对公，却让消费者裹挟
务部在前期示范工作的基础上围绕七大类
其间。此事一出，
“凭什么直接向消费者开刀”
“不妨对消
产品着力开展追溯工作。
费者多些善意”……舆论似乎有一边倒的态势。而法律界
人士也都在为这一交易的
“正当性”
站台。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认为，
拼多多及宜买车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特斯拉车辆的买
卖关系，双方是委托支付的关系，受消费者委托，代为支付
了汽车价款。特斯拉的条款中并未禁止消费者在购车时找
第三方代付，因此车主的行为并不违反“禁止转卖”条款，特
斯拉单方面拒绝交付才是违约。
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则表示，特斯拉订购条款中有“对
于其他任何我司认为有其他非善意目的的订单，
我司有权单
点餐，剩餐打包，不误导消费者超量点
剩餐打包等举措来倡导节约、避免浪
方解除本协议”
的约定，
虽然特斯拉可以给出很多非善意的
餐。
费。在宴请、聚会比较多的节假日，
说法，如未经授权销售、未经授权进行市场活动、代下单违反
而针对餐饮浪费现象，中国演出行
不少门店还通过给光盘的消费者发
销售政策等。但为维护交易安全，
我国法院对于已经缔结的
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也于日前
红包、提供优惠菜品等措施鼓励消
合同的解除向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
如果一方要解除合同，必
发文，提示各会员企业进一步加强直播
费者节约不浪费。
须给出非常有力的依据，
要证明拼多多代下的订单是构成非
内容管理，坚决禁止在直播中出现假
厉行节约不止在点餐环节，在
善意目的的订单，应当证明这个非善意目的订单给特斯拉利
吃、催吐、猎奇、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
餐饮后厨，不少企业也通过提高食
益造成了重大损害。而就目前的事实来看，
这个证明的难度
食，以及其他铺张浪费的直播行为。同
材出成率和利用率来减少厨余垃
是相当高的。
时也提醒广大美食类主播，追求刺激、
圾。同春园饭店就是其中之一，店
当然，拼多多更在理直气壮地力撑消费者：
“消费者在与特
过度娱乐、博取眼球、
“ 舌尖浪费”等行
里将鱼身做成鱼片，将鱼头做成砂
斯拉交易前已主动告知了特斯拉，
自己接受了拼多多的补贴，
为不可取；推荐美食、分享快乐、适度适
锅煲鱼头，将鱼尾做成红烧划水，
会由拼多多代为完成付款。消费者确系是本人在特斯拉官网
量方能行稳致远。
既不影响食用，又减少了厨余垃
下单，
独立签署订购合同，并且不会转卖，只会自用情况下被特
圾。无独有偶，同和居饭店也有
斯拉明确拒绝交付的。因此，
我们支持消费者依法维权，并将
不少提高食材利用率的妙招。该
企业、平台共响应
积极落实车辆交付工作。消费者理应被善待。
”
店每日接待消费者数千人，食材
但也有人对拼多多组织的这一万人团本身提出了质疑。中
使用量很大，为了减少浪费，店里
餐饮浪费的根治，引导、提示很重
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撰文指出，
发动厨师不断进行菜品创新，提
要。
“我们从 8 月 12 日起，要求各门店要
万人团购特斯拉活动，拼多多并没有准备好团购车辆，也无法保
高 食 材 利 用 率 ，如 常 见 的 食 材
重点执行这几项工作：在门口设置醒目
证团购活动得到有效落实，
很可能从开始就是一个炒作噱头。
笋，将笋身做成干烧冬笋，将笋
的
‘半份菜 吃饱饱’
等海报招贴，
在点餐
最终其只是提供
5
台车的补贴指标，
并用这些消费者的信息替其
尖作为糟溜三白的辅料；又如将
时要温馨提醒消费者适量点餐，用餐后
下单。如果活动方事先没有将这些信息真实、
全面地告知消费
雪梨挖出来的球做成醉雪梨，将
要提醒消费者打包等。
”
眉州东坡相关负
者，
很可能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甚至可能
其余部分熬成雪梨银耳汤等。
责人对国际商报记者说，
“我们还特制了
构成欺诈。
作为餐饮行业不容忽视的
光盘奖励，
对于点餐吃光的消费者，
给予
而事件最新的进展是，8 月 16 日，一位来自上海的秦先生表示
一部分，外卖平台也是减少餐
6 元小饭票，
可以下次消费抵用。
”
已经成功提到特斯拉
Model 3。据悉，秦先生也是拼多多“限时秒
饮浪费的主要阵地。日前，饿
据记者观察，眉州东坡新推出的半
杀”团购特斯拉的幸运儿之一，在抢到团购资格后，他授权宜买车
了么表示，今年以来，已有近
份菜多是消费者最常点的菜品，包括尖
以自己的邮箱与个人身份信息，在特斯拉官网下单。
“我可以随时
椒土豆丝、麻婆豆腐、东坡扣肉、干煸豆
60 万餐厅响应号召，主动推出
登录账号看到订单明细，付款金额是 27.155 万元，的确补贴了 2 万
角、辣子鸡丁等，价格在 9.9 元到 24.9 元
半份菜、半份饭。8 月，饿了么
元。之后对接特斯拉官方销售人员，他们服务态度都挺好的，约定
不等。
还与星展银行合作，推出“半
好提车时间后，
也提前办理了保险。
”
百胜中国旗下肯德基则在官方微
份计划”，消费者购买商家推
而一位接近拼多多的人士称，这位上海车主秦先生与武汉车主
博上作出了“拒绝浪费”的响应。其以
出的“公益半份”餐品，即可捐
的购车流程一模一样。
“宜买车用一个账户给特斯拉打了三笔订单，
漫画的形式介绍了一颗球生菜和一只
出相应款项用于贫困儿童营
在‘砍单’武汉车主后，也锁定了上海车主，但销售告知武汉车主‘公
白羽鸡的生长过程，落脚于营养来之不
养餐公益捐赠。
司已经开始在全国查付款账户，只能让朋友（宜买车）退款给你了’，
易，不能轻易浪费，倡导“每‘食’每刻，
美团点评相关负责人则
但上海车主就提车了，
这似乎是对消费者存在双标。
”
节约护粮”，并邀请网友在评论区打卡
表示，美团积极推动餐品信
目前，还有三台“前途未卜”的 Model 3 等待交付。不过，此事说
接力
“我承诺拒绝餐饮浪费”
。
息标准化，平台合作商家也
来说去，被标的、被架住，被吐槽有“走量”红利都不领情，甚至或许
“倡导‘光盘行动’是企业近年来一
通过实践、创新参与到
“食物
官司怎么打都赢不了的是特斯拉，而拼多多则再次展现了它的精明
直在做的事。”北京华天饮食集团相关
保卫战”中。有的商户会通
灵光，只花了 2 万元就做到了上调性、出话题，及消费者之所及，以至
负责人也表示，旗下门店均在醒目位置
过优化菜单为消费者提供
为消费者代言如此多的事。两个完全不合拍、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
设置了文明餐桌公约、倡导节约等宣传
更清晰的信息和更多样的
对立面，却由此捆绑，这估计是特斯拉最介怀的，就算“硬刚”都想摆
品，鼓楼马凯餐厅、华天二友居肉饼、庆
选择，辅助消费者做出准确
脱的。
丰包子铺等门店也通过倡导适量点餐、
决定，
避免食物浪费。

反对浪费，餐饮业合力出击
团体、协会齐倡导

特斯拉
“砍单”，
刀锋所向谁更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