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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单位堂食外卖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餐饮单位堂食外卖服务的基本要求、原料管理、原料加工、包装要求、运输工具及配

送要求、签收、追溯及召回。

本标准适用于向消费者提供堂食外卖服务的餐饮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806.1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930.1 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剂卫生标准

SB/T 10426 餐饮企业经营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堂食外卖

餐饮单位按照消费者的订购要求，将原本只能在餐饮服务场所里进食的菜品进行简易包装，配送到

消费者指定用餐地点的服务行为。

注：菜品包括即食菜品和仅需加热即可进食的菜品。

3.2

食材

指制作食物时所需要使用的原料，包括预包装食品及食品原料。

3.3

食品拼箱

在餐饮配送过程中,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食品装在同一个运输厢体内进行运输的做法。

4 基本要求

4.1 餐饮单位应符合 SB/T 10426 的要求。

4.2 餐饮单位应取得依据《广东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规定》评定，获得食品安全等级 B

级及以上资质证书。《餐饮服务许可证》及相关牌证应悬挂或者摆放在就餐场所醒目位置，并按照许可

证范围依法经营。



T/STMS 1—2020

2

4.3 堂食配送人员必须持有健康合格证明，并遵守相应的岗位职责。

4.4 堂食配送人员应经过专业知识和安全知识培训后方能上岗,安全知识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安全知

识、交通安全常识和法规、鉴别钞票方式及个人自我保护常识等。

5 原料管理

5.1 进货验收

5.1.1 建立原料供应商评价和退出制度,对供应商的供货能力、产品质量保证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确定

合格供应商名单，及时更换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

5.1.2 与合格供应商签订供货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责任和义务，确保从固定渠道购进原料。

5.1.3 应建立采购物品的查验制度和索证索票制度，查验、索取并留存供货者的相关许可证照和产品

合格证明文件，并如实记录验收情况。

5.1.4 应建立采购记录，采购记录应当如实记录采购货品名称、规格、数量、批号、保质期、供货者

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或者保留载有上述信息的进货票据，记录、票据的保存期限不得少

于 2 年。

5.2 储存

5.2.1 食品库与非食品库应分开设置；储存条件要求不同的食材应分别储存于不同的储存库内。

5.2.2 食材储存库应清洁、卫生，不应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如杀鼠剂、洗涤剂、消毒剂等)及个人生

活用品。

5.2.3 物品应采用货架存放，货架要求离地 15 cm，离墙 10 cm。

5.2.4 冷藏（冻）库应设置温度显示装置并定期校验。

5.2.5 物品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变质和过期食品应及时清理。

6 原料加工

6.1 加工前应当先检查待加工的食材，发现有腐败变质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不得加工或者使用。

6.2 用于加工操作的工具、设备必须无毒无害，定位存放，用后洗净，保持清洁，洗涤剂使用符合 GB

14930.1 的规定，加工工具应生熟分开。

6.3 生鲜食材加工前应清洗干净，禽畜类、水产类、植物类食材应使用不同的清洗池进行清洗，清洗

用水符合 GB 5749 的要求。需要熟制加工的食品，应当烧熟煮透；需要冷藏的熟制品，应当在冷却后及

时冷藏；制作凉菜应当达到专人负责、专室制作、工具专用、消毒专用和冷藏专用的要求。

6.4 应根据每日订单量组织加工配送，在不影响品质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库存量。

6.5 菜品加工完成后，应根据温控要求分类贮存，并做好记录便于追溯。

7 包装要求、运输工具及配送要求

7.1 包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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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应根据菜品的类型、形状及特性等因素合理选择包装材料和包装技术,确保菜品在配送过程中的

质量和安全。

7.1.2 配送包装材料和容器应完整、无污染、无异味并符合 GB 4806.1 的要求。

7.1.3 配送包装应对食材具有一定的保护性,在装卸、运输和储存过程中避免内部食材受到损伤。

7.1.4 包装不耐压食材时,应在包装容器内加支撑物或衬垫物，以减少食材的震荡和碰撞；包装易渗漏

食材时，应使用防渗漏包装材料。

7.1.5 菜品外包装上应贴上统一标准的“餐饮外卖一次性封签”，封签宜采用特殊材料制作，一旦开

启封签或外包装损坏后就无法恢复原状。

7.2 运输工具

7.2.1 运输工具应无毒、无害、无异味、无污染，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7.2.2 运输工具不得搭载与配送食材无关的人员和物品。

7.2.3 运输工具应定期检查和保养，发现设备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进行维修。

7.2.4 运输工具配送箱应具有密封性好、耐热、耐低温、耐腐蚀的特性。

7.2.5 完成运输作业后，应及时对运输工具厢体进行清洗、消毒。

7.3 配送要求

7.3.1 配送方式可包括餐饮单位配送、委托第三方平台配送、客户自提。

7.3.2 一般情况下，允许温度要求接近的多种食品拼箱装运，但是具有强烈气味的食品和容易吸收异

味的食品不得进行拼箱。

8 签收

8.1 除客户自提外，餐饮单位应在客户约定的时间内将菜品配送到客户手中，并保证菜品质量。

8.2 货物送达后，接收方验收签字，配送人员应及时将电子签收回执交回餐饮单位。

8.3 无论客户采取现金、支票或是电子汇款等方式支付货款，送货员都应当面核对、点清、确认。

9 追溯及召回

9.1 餐饮单位应建立菜品追溯系统，可采用二维码技术集成菜品制作单位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信息。

9.2 应建立并实施菜品召回制度，以确保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菜品能够被相关方及时的获知和控制，

降低危害扩散。

9.3 召回的菜品应经评价后处理。对有问题的菜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并将召回和处理情

况向有关部门汇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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