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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学校食堂记分管理实施方案（试行）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提升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法制意识，规范其食品安全操作行为，有效预防和控

制食品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学校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规定》《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已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证》的学校食堂的记分管理工作。 

本方案所称的记分管理，是指苏州市级以上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组织的监督检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单独或与市教育局联

合组织的监督检查、各级业务类监督抽检或投诉举报核查中发现

的学校食堂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记分的监督管理措施。 

第三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开展本市行政区域内学校

食堂记分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记分记分记分记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第四条  本方案所指的年度累积记分周期为 12 个月，满分

为 12分，从每年的 7月 1日起至次年 6月 30日止。 

第五条  对学校食堂违法违规行为，处罚与记分同时执行。 

学校食堂一次有两个以上记分项目的，应当分别计算，累加

分值。 

第六条  学校食堂年度累积记分满 12 分的，学校食堂的食

品生产经营风险等级调高一级；连续三年年度累积记分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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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食堂的食品生产经营风险等级调低一级。 

第七条  学校食堂年度累积记分满 12 分的，其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重新参加餐饮服务从业人员食品安

全培训，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评估考

核。 

第八条  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未按本方案第七条

规定参加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或者参加培训后未通过评估考核

的，相关学校应当立即更换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应当将相关学校食堂的累计记分情况和相关人员未按规定参

加培训，或者未通过评估考核的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学校食堂年度累积记分周期内记分满 12 分，扣分

项整改完成，已经参加餐饮服务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培训，并通过

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评估考核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重新记

分。 

学校食堂年度累积记分周期内记分未满 12 分的，记分予以

清除，下一年度重新记分。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记分标准记分标准记分标准记分标准 

第十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检查人员根据《食品生产经

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江苏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

管理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实施日常监督检查和量化

分级管理，有下列两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记相应分数；如一次同

时有本条两种情形记分的，应当选择记分较多一项记分，不重复

记分： 

（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检查人员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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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结果分为符合、基本符合与不符合 3种形式。按照以下

规定进行记分： 

检查结果为符合，不记分；检查结果为基本符合，记 6分；

检查结果不符合，记 12分。 

（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检查人员进行餐饮服务量化分

级评定，评定结果分为优秀、良好、一般、不予评级四个等级。

按照以下规定进行记分： 

90分以上（含 90分）评价为优秀等级不记分；90分以下至

75分（含 75分）评价为良好等级记 3分； 75分以下至 60分（含

60 分）评价为一般等级记 6 分，低于 60 分不予评级的，记 12

分。 

第十一条  学校食堂受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

措施的，按照以下规定进行记分： 

受到警告行政处罚的记 3分；受到警告（不含警告）以上行

政处罚记 6分；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造成影响的记 12分。 

第十二条  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指导（责令整改）后，

学校食堂主体责任人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重视程度和配合

度较差，闭环整改措施不力，环境卫生状况整改仍较差的，由监

管人员对整体管理综合评分，最多记 6分。 

第十三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学校食堂实施记分管理措

施，应当在每次监督检查结束时，告知所记的分值情况和有关要

求。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结果运用结果运用结果运用结果运用 

第十四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当分析行政区域内学校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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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记分管理情况和风险等级情况，确定重点检查对象，调整监

督检查和监督抽检频次。 

第十五条  市教育局将学校食堂的记分管理情况纳入全市

学校年终考核与文明单位评比内容，并作为承包食堂招标评分的

重要指标。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十六条  本方案自 2019年 9月 1日起实施。 

 

 

附件：1.学校食堂记分管理项目表 

2.学校食堂日常监督检查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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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校食堂记分学校食堂记分学校食堂记分学校食堂记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项目表项目表项目表项目表    

学校食堂名称：                                承包单位名称：                                项目 序号 内容 分值 扣分及原因 
日常监督检查 与 量化分级评定 1    

1.1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人员对该食堂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检查结果为符合，不扣分；检查结果为基本符合，扣6分；检查结果不符合，扣12分。 12  

1.2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检查人员进行餐饮服务量化分级评定，评定结果分为优秀、良好、一般、不予评级四个等级。按照以下规定进行记分：90分以上（含90分）评价为优秀等级不记分；90分以下至75分（含75分）评价为良好等级记3分； 75分以下至60分（含60分）评价为一般等级记6分，低于60分不予评级的，记12分。 
12  

行政处罚 2 受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警告行政处罚的扣3分；受到警告（不含警告）以上行政处罚扣6分；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造成影响的扣12分。 12  

过程管理有效性 3 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指导（责令整改）后，学校食堂主体责任人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重视程度和配合度较差，闭环整改措施不力，环境卫生状况整改仍较差的，由监管人员对整体管理综合评分，最多记6分。 6  

 本次检查共扣分：             分，序号分别是：                                             承包方（盖章）：                              学校方（签字）：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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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校食堂学校食堂学校食堂学校食堂日常监督日常监督日常监督日常监督检查评分检查评分检查评分检查评分表表表表    

 

学校食堂名称：                                       评定时间：      年    月   日 

学校食堂承包/管理者名称：                                                            

 

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要点及处理建议 
学校食堂 

检查结果 权重% 得分 

一、许可管理 1 
食品经营许可证合法有效，经营场所、主体业态、经营项目等事项与食品经营许可证一致。 1.该场所持真实许可证，无伪造、涂改许可证等情况，（如存在按照食安法 122 条处理） 2.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未变更，不在有效期内（-2，责改并警告）； 3.实际经营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与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不一致（-2 可按未经许可处理）。 □是 □否 2  

二、信息公示 

2 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 未悬挂在就餐场所显著位置（-2） □是 □否 2  

3 
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公示的时间、位置等符合要求。 未张贴（-2，按照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29 条处理） 上一次日常监督检查时间：              ，检查结果：重点项发现问题（  ）项，项目序号分别是（  ）；一般项发现问题（  ）项，项目序号分别是（  ）。 □是 □否 2  

4 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量化等级标识。 未张贴（-1） □是 □否 1  

三、制度管理 
*5 

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安全自查与报告、进货查验记录、餐饮具清洗消毒保洁制度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1.未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4，责改并警告） 2.重点检查是否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餐具清洗消毒保洁、自查与报告、从业人员培训管理、场所及设施设备维护、过程与控制、食品添加剂、餐厨废弃物处置制度。（缺一项-2；未执行食品安全自查与报告制度，责改并警告） □是 □否 4  

*6 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未建立 （-2，责改并警告），未演练（-1） □是 □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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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员管理 

*7 
主要负责人知晓食品安全责任，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1.实施校长负责制，无制度或文件(-2) 2.无专职管理员(-5,责改并警告） □是 □否 5  

*8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 1.无健康档案 (-1) 2.无晨检记录( -2) 3.抽查至少 5 人，有一人缺少健康证明( -3,责改并警告） □是 □否 3  

9 具有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培训记录。 1.未按规定组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未对其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进行考核(-3,责改并警告） 2.对食品安全管理员进行监督抽查考核，不合格(-3) 3..抽查上年度从业人员培训资料，未能提供(-3)，不全（-2） □是 □否 3  

10 
从业人员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双手清洁，保持个人卫生。 1.未穿戴工作衣帽，佩带外露饰物，发现一人(-2) 2.专间未穿戴专用工作服、口罩，发现一人(-3) 3.专间未配制消毒用品 （-3） □是 □否 5  

五、环境卫生 

11 食品经营场所保持清洁、卫生。 1.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4，责改并警告） 2.地面不洁，物品杂乱( -4) 3.缺少四防设施 (-3) 4.有积水，排水不畅( -3) 5.墙壁、顶棚不清洁，有积垢霉变(-3) □是 □否 6  

12 烹饪场所配置排风设备，定期清洁。 1.产生油烟的设备和场所未安装排风设备 （-2） 2.排风口缺少网罩 （-1） 3.排风设备未定期维护清洁（-1） □是 □否 3  

13 用水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否 （-2） □是 □否 2  

14 卫生间保持清洁、卫生，定期清理。 否 （-1） □是 □否 1  

六、原料控制

（含食品添

加剂） 

*15 

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其他合格证明，企业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保存相关凭证。 1.抽查 5 件食品，发现一件索证索票不符合要求的-3 2.未建立并执行索证索票制度的（-6责改并警告） □是 □否 6  

16 

原料外包装标识符合要求，按照外包装标识的条件和要求规范贮存，并定期检查，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1.贮存场所脏乱，未离地离墙（-2） 2.食杂混放 （-2） 3.查见未及时清流过期或霉变食品及原料（-4，责改并警告） □是 □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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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食品添加剂由专人负责保管、领用、登记，并有相关记录。 否 （-3） □是 □否 3  

七、加工制作 

过程 

18 
食品原料、半成品与成品在盛放、贮存时相互分开。 1.食品原料、半成品与成品混放 （-4） 2.不同用途冷冻冷藏设施无明显标识区分（-2） 3.在冷冻冷藏设施内存放未加盖或覆盖保鲜膜（-2） □是 □否 4  

19 
制作食品的设施设备及加工工具、容器等具有显著标识，按标识区分使用。 1.各类水池无明显标识标明其用途 （-2） 2.动物性食品、水产品、植物性食品的工具和容器无明显的区分标识（-4）  3.接触原料、半成品、成品的容器和工具无明显区分并分开摆放 （-4） □是 □否 4  

20 
专间内由明确的专人进行操作，使用专用的加工工具。 1.无缓冲间-3 2.非专间操作人员进入专间 （-3） 3.人、物按未按要求分开进入专间（-3） 4.专间内设施设备及工具、容器未专用（-3） □是 □否 3  

21 食品留样符合规范。 1.未留样或主要菜品留样不全（-4） 2.留样容器未密闭（-2） 3.留样量不足（-2） 4.无留样记录（-2） 5.留样冰箱未专用（-2） □是 □否 4  

22 有毒有害物质不得与食品一同贮存、运输。 否 （-3 ，责改并警告） □是 □否 3  

八、设施设备 

及维护 

23 
专间内配备专用的消毒（含空气消毒）、冷藏、冷冻、空调等设施，设施运转正常。 1.无独立空调、紫外线灯或其他空气消毒设施（-4）； 2.无温湿度计（-2）； 3.专间室内温度高于 25℃ （-2）； 4.紫外灯不足或未及时更换造成照度不足（-2）； 5.专间不洁，设施设备未及时清洗维护（-3） 。  □是 □否 4  

24 食品处理区配备运转正常的洗手消毒设施。 1.洗手消毒设施不足（-3） 2.专间、专用操作场所洗手消毒未正常使用（-3） □是 □否 3  

25 食品处理区配备带盖的餐厨废弃物存放容器。 容器不带盖 （-2） □是 □否 2  

*26 
食品加工、贮存、陈列等设施设备运转正常，并保持清洁。 1.冷冻冷藏设施积霜 1cm 以上（-1） 2. 冷冻冷藏设施不洁或有明显异味（-2） 3.冷冻冷藏设施无温控，除霜，清洗维护记录（-1） 4.食品加工设施未定期清洗保持清洁（-2） □是 □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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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餐饮具清

洗消毒 

27 
具有餐具、饮具的清洗、消毒、保洁设备设施，并运转正常。 否（-4） □是 □否 4  

*28 
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用后洗净、消毒，炊具、用具用后洗净，保持清洁。 1.清洗消毒剂不符合要求（-2） 2.清洗消毒不彻底（-4，责改并警告） 3.保洁设施未正常使用（-3） 4.保洁间柜未密闭或存放有其他杂物（-2） □是 □否 4  

十、先进管理

方式及成效 
29 

采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ISO22000、色标管理、“5S”“5C”“6T等先进管理方式；实行透明厨房、视频实时监控等社会监督方式；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经营信息，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在国家或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创建中，被认定为示范单位的。 未实行（-5） □是 □否 5  

十一、过程管

理有效性 
30 

是否存在食品安全管理的痕迹；整体管理情况及整改的态度；对管理的认知度、重视程度和配合度等；专业水平的掌握程度等等，由监管人员综合评分。 酌情扣分（不超过 4 分）  
4  

实得分  
100  说明：1.表中*号项目为重点项，其他项目为一般项。 2.检查结果判定方法：①符合：未发现检查的重点项和一般项存在问题；②基本符合：发现检查的重点项存在1项及以下不合格且70%≤一般项合格率＜100%；③不符合：发现检查的重点项存在2项及以上不合格，或一般项合格率＜70%。 3．存在合理缺项时，一般项合格率的计算方法为：合格项目数/（检查的项目数－合理缺项的项目数）×100%。 4.实得分=各项实际得分总和，应得分=100-合理缺项总分，量化评分=（实得分/应得分）×100（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5.评定等级：量化分级等分 90分以上（含 90分）评价为优秀等级； 90 分以下至 75分（含 75分）评价为良好等级； 75 分以下至 60分（含 60分）评价为一般等级。 

 

检查结果：                  量化评分：                  评定等级：                                

负责人或管理人员（签字）：                    评定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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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抄送：苏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苏州

市教育局，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各镇政府、常阴沙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管委会。 

张家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8月 28日印发 

                                                       共印 4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