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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自流黑”
净化成品油市场

■ 本报记者 郑莉

近期 ，宿州市开展 “劣质成品油及非法流动加油车专
项整治”行动，从严、从重、从快查处流动车辆非法改装销
售成品油行为。

“自流黑”是指自建油罐、流动加油车 、黑加油站 ，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 ， 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属于严重违法行为。 “自建油罐 、流动加油车 、黑加油
站进行成品油非法销售的行为 ，一般消防器材配备不足 、
甚至根本不配备 ， 且现场管理混乱 ，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
患。 ”业内专家指出，一些“自流黑 ”所销售的油品来源不
明，多为未经精炼的走私油 、仅供轮船使用的燃料油或人
工勾兑的合成油 ，其质量不符合国家车用油质量标准 ，尾
气排放超标 ， 甚至有些人工勾兑油的原料中还含有有毒
物质。

去年以来， 我省多地开展行动严厉打击 “自流黑”等
各类成品油违法经营活动 ，进一步规范成品油市场 ，消除
安全隐患。

六安市金安区召开联合整治集中打击非法经营成品
油专项行动工作会议 ，明确以加强油品管控 、取缔 “黑加
（调）油窝点、黑储油库（罐）、黑油罐车、黑流动加油车辆 ”
为重点，严肃执法检查，实现源头严防 、过程严管 、后果严
惩。 去年 11 月以来，合肥市肥西县政府牵头，组织该县多
部门联合开展打击取缔“黑加油站、黑加油点、黑流动加油
车”专项整治行动。 执法人员不定期夜晚对合肥市肥西县
杨桃路、合安路、六合路以及建筑工地等场所开展动态、蹲
点式巡查，一经发现非法流动加油车，一律依法取缔。

“截至目前，合肥、蚌埠、宣城、亳州等 6 个地区成立了
成品油流通行业协会，并积极邀请品牌规模型民营主体加
入，助力成品油市场的规范和净化。 ”中国石油安徽分公司
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积极主动配合我
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开展“自流黑”专项治理工作，主动参
与黑油点的排查 ，提供技术和专业支持 ，协助安全处理罚
没油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成品油市场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协同我省各地成品油销售企业成立成品油流通
行业协会，推动行业自律，达成行业共识。

“限塑令”升级
市场升级了吗

■ 本报记者 何珂

喝奶茶随手取用一根塑料吸管、餐厅打包塑料袋兜起就
走、逛超市花几毛钱买个塑料袋……这些日常使用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场景，在进入 2021 年之后，可能都将发生变化。

去年底 ，国家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等 9 部门联合印发
了 《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直辖
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地级以上城市结合实际需求 ，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在城区的商场、超市、药店等场所以及
餐饮打包外卖服务等各类展会活动中 ， 禁止使用不可降
解塑料购物袋。 升级版“限塑令”已至，市场情况如何？ 近
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1 月 6 日 ，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家连锁奶茶店内 ，不少
顾客正在排队点单 。 吧台上的吸管全部放在一个开放式
的盒子里 ， 顾客可直接免费取用 。 记者拿起一根吸管看
到 ，其外包装上印着 “美好再生 ，环保吸管 ”字样 ，上面还
有使用建议：“0~55 摄氏度， 耐温 4 小时；55~80 摄氏度 ，
耐温 2 小时。 ”该奶茶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吸
管有两种，一种是塑料的 ，一种是纸质的 。 最近这一个礼
拜开始 ，提供给顾客的都是纸质的吸管 ，以后也会如此 。
这样的吸管更加环保一些。 ”

在合肥街头的很多大型餐饮企业 ， 包括各品牌奶茶
店 、咖啡店都已经不再提供一次性塑料吸管 ，大部分换成
了纸质吸管，还有一部分用可直接饮用的杯盖来代替。 也
有一些饮品店工作人员表示 ，纸质吸管已经到货 ，但目前
塑料吸管仍在使用中 ，“目前属于清库存状态 ， 使用完这
批吸管，就不会再提供塑料吸管了”。

“可降解购物袋来啦！大号环保购物袋 1.2 元一个，中
号环保购物袋 0.8 元一个。 ”1 月 7 日，在合肥市经开区芙
蓉路与翡翠路交口的一家超市内 ， 收银台前购物袋的标
识牌很醒目，工作人员表示 ：“元旦之后 ，已经开始向消费
者推荐使用可降解的购物袋 ， 也鼓励大家自带购物袋前
来消费。 ”

据了解，有外卖平台已在商家端服务市场设立环保专
区 ， 引入多样化环保包装供应商 ， 解决商户环保选购需
求。 此外，还有外卖平台在试点采用生产技术较为成熟的
淋膜纸碗替代塑料送餐盒。

合肥市民林女士告诉记者，她常点的某家面食连锁餐
饮品牌 ， 以往小食炸鸡排是用塑料袋包装好 ， 放在面盒
上。 而最近一周点外卖，她发现塑料袋改成了纸袋。 “虽然
纸袋容易渗油，但这样更环保些，我很支持。 ”林女士说。

不过 ， 记者在农贸市场和街边小餐饮店的走访中发
现 ，不少商户并没有改用可降解餐盒和塑料袋 。 “可降解
餐盒和塑料袋主要是成本有些高 ， 再加上还有一些没用
完，等全部用完后计划购买可降解的纸餐盒 。 ”合肥市一
家熟食店的店主对记者说。

据了解 ，因为材质不同和生产技术上的差别 ，目前可
降解吸管的生产成本明显要高于传统的一次性塑料吸
管。记者在电商采购批发平台搜索发现，直径 1.1 厘米、长
度 19 厘米的塑料吸管 ，100 支售价为 3.3 元 ，算下来 1 支
吸管不到 4 分钱 ， 而同等尺寸的纸吸管 ，100 支价格为
7.84 元， 平均每支约 8 分钱， 可降解聚乳酸吸管 5000 支
价格为 510 元，平均每支约 0.1 元。

业内专家指出， 推进塑料循环使用和再生资源利用，
一方面要用更低价的环保产品占据市场 ， 让不环保塑料
制品的成本不再具有优势 ，进而逐步取代不环保制品 ；另
一方面，也要不断提升环保替代产品的品质 ，比如很多人
提到的纸质吸管体验感不好等问题 ， 让减塑拥有生态价
值的同时也不丧失实用性和经济性。

选民宿不能像选“盲盒”
■ 韩小乔

外出旅行中， 民宿已成为当前很多人的
住宿选择，然而，飘忽不定的民宿定价让不少
人直呼“看不懂”。 不久前的元旦期间中，全国
多地民宿价格上涨。有的民宿价格甚至超过 3
万元一晚，平时的价格却只有几百元至千元。
部分民宿让人“高攀不起”的同时，也因为品
质不高，让人质疑“选民宿就像选盲盒，不到
入住的那刻， 就不知道房间的真实情况到底
如何。 等知道时，也已不能反悔。 ”

节假日房价适当上涨可以理解， 但部分
民宿价格涨幅过大， 显然是经营者想趁着旺
季大赚一笔。 若是名副其实也就罢了，一些民
宿由农家乐改建而成，设备陈设老旧，卫生状
况堪忧；一些民宿缺乏文化底蕴、民间特色，
存在“千宿一面”等现象，甚至踩踏生态红线。
江苏省消协的调查结果显示， 超 6 成消费者
担心民宿卫生状况，很多民宿没有跟治安、消
防系统联网，38%的民宿没有明码标价的收费
标准、 住客须知，43%的民宿没有公布投诉电
话和负责人电话， 对消费者维权造成一定的

障碍。
选民宿不能像选“盲盒”。 民宿不同于标

准化的酒店产品， 经营者来自于社会各行各
业，对于住宿业的标准规范和专业化运营，没
有清晰全面的认知，容易导致房价虚高。 只有
尽早完善行业标准和评价体系， 提高民宿定
价的透明度，才能促进民宿规范化经营，为消
费者挑选合适的民宿提供依据。 2019 年，北京
发布《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将旅游民
宿从低到高分为不同等级，明确了划分条件，
对于违规违法经营、发生重大投诉的民宿，建

立退出机制。
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背景下， 多地政

府出台文件支持民宿行业发展， 对经营者来
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合理定价可以增强民
宿竞争力，吸引更多消费者，因而价格制定要
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 若是民宿定了和星级
酒店一样的价格， 却提供不了同等质量的服
务，消费者自然会用脚投票。

从长远来说， 经营民宿不能只盯着装修
升级、风格变换，还要在标准化服务和特色化
经营上下功夫。 好的民宿，不应是农家乐的替
代品，而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除了提供好的
吃住体验，还要注重文化挖掘和内容打造。 深
挖当地的文化特色，提升服务细节品质，让游
客真正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独特性，
民宿行业才能实现良性发展。

日前，我省出台《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市场若干措
施》，提出以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新型消费，加快推广农产品“中央厨
房+食材冷链配送”等服务新模式———

中央厨房，“ ”出大市场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集中采购、加工、配送

餐饮迈向标准化

24 小时便利店的冷柜里包装精美的
便当盒、 连锁餐饮店里迅速端上桌的可口
饭菜、 超市冷鲜柜里的速食面点……你知
道这些食物都从哪里来吗？

上料、加水、和面、切团、蒸制、回凉……
1月 6日，位于合肥市高新区宁西路的青松
食品加工厂里， 透过参观通道的玻璃墙可
以看到， 自动化、 全封闭的流水线上有 10
来个工人在工作，在流水线的尽头，一个个
软香的面点被包装好，将被送往早餐摊位、
学校食堂、商场超市等地。 这个 3.5 万多平
方米的加工厂正是青松食品的中央厨房，
所有生产环节 24小时全程录像监控管理。

什么是中央厨房？ 它是服务于餐饮业
生产经营的集中采购、仓储、生产、配送为
一体的加工中心。 除了像青松食品一类的
食品加工企业，一些高校食堂、连锁餐饮店
等也常采用中央厨房模式。在中央厨房，工
人对菜品进行初步加工，比如清洗、切菜、
调味等，制成半成品或成品，再由冷藏车以
最快的速度运到各个分店进行最后的加
工，以保证食品的新鲜度和及时性。

“一口大锅一次可以熬制几百甚至上
千斤淮南牛肉汤。”淮南市白蓝集团近年来
也致力于中央厨房的打造， 企业负责人余
明清告诉记者， 由中央厨房十余口大锅生
产的同一种牛肉汤配料将“打包”运往各个
门店，如今在江苏等地，有 40 多家淮南牛
肉汤专营店使用该配料 ，“每天要消耗约
1000 斤牛肉。 ”

余明清说：“建设中央厨房可以解决各
地消费者对正宗淮南牛肉汤的需求， 也可
以解决外地牛肉汤门店对原料、 技术的渴
求， 进一步推动淮南牛肉汤规模化、 标准
化、品牌化、规范化发展。 ”

“食客们在饭店里常吃到的菜肴，如四
喜丸子、梅菜扣肉等，很多都是由酒店自有
的中央厨房提前制成， 而不是后厨现做现
卖的。”省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朱邦鸿告诉
记者，“‘中央厨房+食材冷链配送’ 的模式
已广泛应用在餐饮行业中， 尤其是具有一
定规模的餐饮企业。 ”

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19 中国餐饮
业年度报告 》 显示 ， 在调查的企业中有
47.89%的企业拥有中央厨房， 其中拥有 1
个中央厨房的企业占比 80.88%，拥有 2 个
中央厨房的企业占比 14.71%，拥有 3 个中
央厨房的企业占比 2.94%， 拥有 4 个及以
上中央厨房的企业占比 1.47%。

降成本、更安全、能应急
中央厨房显优势

独自经营一家小吃店， 每天需要做
哪些准备？ 买菜、备料、加工等必不可少，
要耗费大量精力。 相对于“单打独斗”的
经营模式， 中央厨房的集约化生产模式
优势明显。

“千张、粉丝、豆饼等淮南牛肉汤里的
主要食材，由公司统一采购，因为需求量
大，大批量进货减少中间环节，可有效降
低原料成本。集中加工还提高了原料综合
利用能力，边角余料可以通过再加工进行
使用，减少浪费，从而降低成本。 ”余明清
说，另一方面，人力资源成本也进一步降
低，有了中央厨房，各地经营网点的后厨

面积变小了，需要的员工变少了，反过来，
用餐大堂的面积变大了， 有利于经营管
理。有数据显示，采用中央厨房配送，比传
统的配送要节约 30%左右的成本。

以往，餐饮企业采用前店后厨作坊化
经营， 无法达到对食品的标准化要求，中
央厨房模式使品控更有保障。 “做餐饮行
业，最重要的就是口感，如果每个单店都
是自己采购食材和加工，那么食品的品质
就不容易控制。 ”朱邦鸿指出，通常小餐馆
前期先进行初加工，客人点菜后现烹制现
出售，是靠师傅个人掌握火候，控制原料
配比。 由于主观因素的影响，制出的菜肴

从原料规格到色香味都有差异，甚至同一
师傅在不同时间制出的菜肴也有质量差
别。 “中央厨房因为采用集中化采购和加
工，能够很好地控制产品品质。 ”

因中央厨房独有的优势，在需求量激
增时，它发挥着重要作用。去年初，在疫情
防控后勤保障工作中，全国各地就曾纷纷
出台政策鼓励建立中央厨房 ,为有集体用
餐服务需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重点保
障医院、疫情防控部门及民生服务部门提
供配送服务。

从制止餐饮浪费的层面看， 中央厨
房实行统一原料采购 、加工 、配送 ，也减
少了制作环节的浪费。 “中央厨房建设是
餐饮企业转型升级实现现代化管理和标
准化生产的重要手段。 减少浪费，推进绿
色餐饮发展， 集中采购和加工的集约化
生产方式是中式餐饮的发展趋势之一。 ”
朱邦鸿说。

题图：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老乡鸡中央
厨房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生鸡分装车间
里忙碌着。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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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经营、优化品控、顺应需求

完善服务新模式

日前，我省出台《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加快形成强大市场若干措施》，提出以新
业态新模式推动新型消费， 加快推广农
产品 “中央厨房+食材冷链配送 ”等服务
新模式。

在当下食品安全监管趋严背景下，标
准化、 规模化的中央厨房的崛起势不可
挡。低温锁鲜技术的不断升级，也为“中央
厨房+食材冷链配送” 这一服务模式提供
了必要条件。随着餐饮业下游市场需求持
续增加，上游供应链随之快速扩增，以中
央厨房为核心的餐食加工与高效供应已
成为餐饮业发展的新趋势。

余明清说：“长期以来， 淮南牛肉汤
基本以作坊式生产、摊点式经营为主，在
规模化以及专业化、 标准化方面有所欠
缺，原材料的质量、卫生状况及加工等方
面难以控制， 产品的质量安全得不到有
效的保障， 不利于淮南牛肉汤的流通及
品牌推广，我们希望通过中央厨房，实现
高质量、 统一稳定的原料供给， 打造品
牌，让淮南牛肉汤的名号越来越响亮。 ”

�瞄准行业新趋势 ，越来越多餐饮企
业开始打造中央厨房 。 对此 ，朱邦鸿认
为 ， 中央厨房为保证原料质量的稳定 ，
最佳方式是建立原料基地或定点品牌
供应企业。 拥有了自己的专业原料生产
基地和厂家 ， 在原料达到规范的前提
下 ，产品才有统一的保证 ，产品质量才
可能达到稳定一致 。 “食品安全是大前
提 。 中央厨房应对原料的规格标准 、质

量要求 、 运送方式等做出全面规定 ，保
证原料新鲜优质， 为生产制作统一优质
的菜品提供前期保证 ； 在流水线布局
上 ，要注意素食 、豆制品 、荤菜等分类处
理，确保食品安全。 ”

“中央厨房工厂的选址条件较为苛
刻，因占地面积大，通常在城郊，鼓励中央
厨房模式发展， 政府可在用地方面给
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朱邦鸿说，
工厂的落地， 也将反哺当地
经济发展，帮助解决就
业问题等。

站在市
场末

端，消费者对中央厨房怎么看？近日，记者
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虽然不少人认为
标准化的美食缺乏特色，但大多数人都认
同在生活节奏快、 餐饮需求大的当下，这
种高效、安全、便捷的餐饮模式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在合肥一家民营企业上班的徐岳说：
“中央厨房加工出来的半成品， 再进行二
次烹制，自然没有现做的好吃，但我理解
它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希望，中央厨房
能多多从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出发，在色
香味上做改善，不断推出好吃的新菜。 毕
竟，好吃大家才会买单。 ”物质极大丰富的
今天，消费不断升级，消费者对餐饮的

要求更为多样化， 如何在集约化
生产的基础上， 兼顾消费需

求，或许是摆在中央厨
房模式面前的新

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