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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国标
经国家标准委

批准的《小麦粉馒
头》国家标准2008
年1月起在全国实
施，标准要求馒头
外观形态完整，色
泽正常，表面无皱
缩、塌陷，无黄斑等
缺陷，无异物。口感
上要求无生感，不
粘牙，不牙碜。但这
只是推荐性标准。
■扬州炒饭标准

江苏省扬州市
质监局今年10月22
日发布了“扬州炒
饭”新标准，要求“扬
州炒饭”在形态上要
达到米饭颗粒分明、
晶莹透亮；色泽上要
做到红绿黄白橙，明
快、谐和；口感上要
咸鲜、软硬适度，香、
润、爽口。
■湘菜标准

2013 年，湖南
省质监局发布 38
项湘菜地方标准，
湘菜被“标准化”到
一份辣椒炒肉中辣
椒与肉的比例，毛
氏红烧肉需要何种
猪肉、切割大小为
多少等等。

眼前有“污染源地图”，心中有法律，手中有“武器”，成都全市317个
乡镇（街道）的环保专员凭着这身装备，走通了环境保护“最后一公里”。
成都通过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创新，在全国范围内首批实现
了全域环境保护管理网格化、标准化、系统化、全覆盖。

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的环境生态可谓天赋
异禀，可以说，正是天然的“绿色”基础设施，赋予城市发展的强大竞争
力。相较于城区与工业园区，乡镇污染具有更分散、无序、隐蔽而难以监
管的特征，其生态破坏性不容忽视，比如养殖业非法排污，影响的不仅是
当地水质，更可能殃及下游水源。基层环保机构与人员的标准化配置，彻
底改变了以往环保体制对于乡村鞭长莫及、屡有“盲点”的状态。

鉴于环境生态有着“公地悲剧”的脆弱性，用制度保护环境，用法律
捍卫生态，才是长久之计。成都还在全国率先立法，按照“把生态作为绿
色的基础设施来优先打造”的思路，出台环城生态区保护条例，在城市的
近郊设立生态隔离区，通过立法形式予以保护，创造性地运用法治手段
破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难题。

成都正在全力建设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作为10年前就跻
身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如今更达到国家生态市考核要求的“先行”城市，
成都的制度创新意犹未尽，比如启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和重点用能
单位碳盘查工作，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和节能量交易制度等。

为解决环境保护“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成都在去年年底实现了全市317个乡镇（街
道）环保机构全覆盖，成都也成为了全国第
一个在全域实现环境保护网格化、标准化、
全覆盖的特大城市。统一标准后的基层环保
机构将环保监管触角伸向田间地头，也让基
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扫除环保盲点
自制“镇域污染源地图”

不久前，青霞镇环保办接到群众举报，
说分水社区一家养鸭场非法排污。接到举
报后，环保办公室的三个工作人员带上由
成都市环保部门统一配备的仪器到现场取
证。经查实，该养鸭场违法排污，确实已对
周围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不仅如此，工作
人员还发现，该养鸭场位于青霞镇的“禁养
区”内，于是立即联系县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对其实施限期关闭措施。
如此迅速、高效率的处理，得益于青霞

镇政府环保办正在绘制的一张“镇域污染源
地图”，这张“地图”上，散布着用红圈标注的
5个“重点污染源”和17个“一般污染源”。这
22个污染源，就是管理职能归属于青霞镇环
保办的“C类污染源”。

“依靠着‘镇域污染源地图’，可以实现
网格化管理，能有效解决环保‘监管盲点’
和处理及时性的问题。”大邑县环境监察执
法大队大队长尹川介绍，“目前这张地图仅
在青霞镇试点，如果效果好，我们计划在全
县推广，同时将向电子化发展。”

破解“不专业”
技能培训和装备全覆盖

成都市乡镇环保机构的工作人员，绝
大多数由乡镇或街道原来的政府工作人员
调剂而来，如何破解基层环保机构工作“不
专业”的问题？

成都市环保局下发了一份《成都市乡
镇环境保护现场巡查工作指南（试行）》，对

“怎样判断污染防治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有无偷漏排情况”等内容进行详细解释，
用于指导乡镇环保机构工作人员。

“今年开始，我们对龙泉驿区的12个基
层环保办的工作人员全部进行了轮训，培
训内容从新《环保法》到大气污染防治、日
常巡查工作指南等。”龙泉驿区环保局机关
党委书记陈伶告诉记者，基层环保的力量
加强了，也要让他们的环保技能达到“专
业”级。除此之外，龙泉驿区环保局还为基
层环保机构配备了水污染检测仪、噪音超
标检测仪等日常巡查装备。

“上周，我们接到一起噪音投诉，到场后
用便携式仪器进行监测，10分钟内就协调处
理了这项投诉。”龙泉驿区柏合镇主管环保
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仅用了半年时间，
他就从一个环保工作的“门外汉”变成了现
在迅速处理各类环保问题的环保专干。

正因为熟悉基层，同时又具备相应专
业知识的基层环保专干，基层环保问题的
死角和盲区被逐一消除。“相比于以前偏远
一点的乡村非法排污现象难掌握，我们现
在都能及时掌握、及时处理，还大大缩短了
执法时间。”陈伶说。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水煮肉要用郫县豆瓣
鱼香肉丝要切 厘米10

吃到酸甜味回锅肉，
算假冒伪劣商品吗？

馒头的“国标”要求“外观形态完整,无黄斑”，扬州炒饭的标准是三个鸡
蛋加海参……近年来，老百姓餐桌上吃的家常菜也开始有了标准。一道菜应
该包括哪些原材料，制作的工序是怎样的，都是标准明文规定的内容。

川菜作为风靡全国的八大菜系之一，日前也陆续出台标准，部分甚至已
上升至国家级行业规范标准。无论是回锅肉、夫妻肺片等川菜的经典菜肴，
还是豆豉、酸菜鱼调料等调料技术要求，都能在不同的标准中找到依据。

记者从四川省质监局标准化处了解到，
四川省质监局目前已制定了12项川菜的标准。
除了经典菜肴烹饪和面点制作，目前对川菜的
规范还包括了火锅调料底料、豆腐乳、豆豉、香
肠调料、川式泡菜等10余项食料。同时，随着市
场口味的变迁和卫生标准的提升，川菜的地方
标准也在与时俱进，每3年就要更新一次。

除此以外，我省制定的《中国川菜烹饪

工艺规范》已上升至“国内贸易行业标准”，
由商务部向全国发布，成为“国标”，迈向了
川菜标准化的重要一步。

这项国家行业标准对各类菜系的工
艺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水煮类的菜肴，
要求采用郫县豆瓣；清汤要用喂养一年以
上的母鸡来炖。

12项地方标准则对具体的菜，比如回

锅肉等进行了规范，其中的《中国川菜经典
菜肴制作工艺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共
收录了49道川菜代表作，涉及畜肉、禽肉、
水产、蔬果等常见的4类，回锅肉、咸烧白、
鱼香肉丝、麻婆豆腐，这些家家户户能做、
路边餐馆也常见的特色川菜成了《规范》里
量化的标准。对照《规范》来看，很多简单快
捷易上手的家常菜，其实做得“不标准”。

以怪味鸡丝和红油鸡片为例，在原材
料的选择上，应选取“饲龄为1年左右的公
鸡肉”，才能保证“肉质软嫩”，在端上桌时
保持常温，且“在菜品制作完成后1个小时
内食用为宜”。

热菜的温度要求则更高，上桌时中心
温度在70摄氏度以上，“出锅至食用在10分
钟内为宜”。有的菜在制作过程中对油温精
确到了度，且同一道菜对不同的材料要求

不同的油温。比如大蒜烧鲢鱼，预处理时需
把鲢鱼“在210度的热油中炸至皮酥、色金
黄”，把大蒜“在130度的热油中炸至皮酥”。

此外，正宗的川菜多数离不开郫县豆
瓣，它不仅是豆瓣鱼、麻婆豆腐的必备调
料，也是水煮牛肉、家常海参、魔芋烧鸭的
调味佳品。在家常川菜的味道江湖中，郫县
豆瓣与酸辣泡菜一起，平分了配料的天下。

如果原材料和温度还算比较好控制，

《规范》上的一些“感官要求”就给厨师出
了难题。红油鸡片“色泽红亮”，宫保鸡丁

“色泽棕红”，芙蓉鸡片“汤色洁白”，白果
炖鸡“汤色乳白”……这些微弱的“色差”
也成了菜肴的标准之一。至于锅巴肉片

“咸鲜微酸”，盐煎肉“干香滋润”，东坡肘
子“质地软糯”，这些依靠舌尖上的味觉才
能品出的细腻质感，同样是菜肴是否标准
的重要参考。

标准中还有一些要求则更为苛刻，是
考验厨师的刀功。光是切丝，就分为头粗
丝、二粗丝、细丝、银针丝4种。名闻全国的
鱼香肉丝需要的原材料，是切成二粗丝的
猪肉和青笋，而二粗丝的标准具体到数字
是长10厘米、宽0.3厘米、高0.3厘米。

但是，川菜的制作工艺规范只是川菜
标准的一部分，更多的标准集中于食品的
卫生规范。厨房的设施、设备、工具必须符
合卫生安全标准，食品生产过程不得添加
食品添加剂，食品的包装、标志、运输、存放
应符合一定规格，食品的食盐等理化指标、

大肠杆菌等卫生指标不得超标等等，都是
各类地方标准要规范的内容。与工艺标准
不同的是，涉及食品安全的卫生标准是强
制执行的，只要从事该产业的生产工作，就
必须受其约束和监督，带有强制性；工艺标
准则是推荐标准，我省规定，不带强制性。

省质监制定川菜标准

这些家常菜“手到擒来”？
快来看看你做得标准不
原材料
红油鸡片
选取“饲龄为1年左右的
公鸡肉”，才能保证“肉
质软嫩”，在端上桌时
保持常温，且“在菜品
制作完成后1个小时内
食用为宜”。

温度
大蒜烧鲢鱼
预处理时需把鲢鱼“在
210度的热油中炸至皮
酥、色金黄”，把大蒜

“在130度的热油中炸至
皮酥”。

刀工
鱼香肉丝
原材料是切成二粗丝的
猪肉和青笋，而二粗丝的
标准为长10厘米、宽0.3
厘米、高0.3厘米。

色泽
宫保鸡丁

“色泽棕红”
红油鸡片“色泽红亮”
芙蓉鸡片“汤色洁白”
白果炖鸡“汤色乳白”
……

口感
东坡肘子

“质地软糯”
锅巴肉片“咸鲜微酸”
盐煎肉“干香滋润”
……

国标到省标：制定12项标准 收录49道川菜

标准很细化：红油鸡片要用公鸡肉 颜色要红亮

刀工有要求：鱼香肉丝要切10厘米长、3毫米宽

省质监局标准化处处长和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解释：
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工艺制作标准只是推荐

省质监局标准化处处长宋毅表示，我省是农业大省，积极推进川猪、川
茶、川果的标准化建设，有利于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尤其是全面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创新以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第三产业也需要
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建设。所以，制定川菜标准，是为了避免老百姓“病从口
入”，同时也是为了规范市场、提供技术依据、倒逼生产企业修正其行为。

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曾亢说，过去馒头制定国标引发很大争
议，因为标准提到馒头的外观形态。其实馒头的国标更多是针对原材料、卫
生指标制定规范，而外观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却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对
于标准，大家应该更关注卫生标准的部分，因为这部分才是具有强制性的。

宋毅称，工艺方法标准是整个标准体系的组成部分，对食品产业发展、
风险防控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不在食品制作的每一步过程中做出具体要
求，直接对企业要求结果，那么监控的力量很微弱。比如，孕妇想要诞生一
个健康的婴儿，必须在十月怀胎的过程中，定期孕检，才能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补救。食品安全不能只做事后监控，而要将风险在生产过程中降低到
最小，过程的管理才有效果的安全。

宋毅回答，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性的，只要你生产制作川式泡菜，你
就必须按照DB51/T396《川式泡菜技术要求》中对微生物、饮用水、包装袋
等标准的要求来制作，而这些标准，很多是写在《食品安全法》中的，违反
标准也就是违法。但是具体到制作工艺是否带强制性，各地没有统一规
定。一些地方可能处于品牌保护的需要，规定有强制性；我省的执行的是
推荐标准，因为我们的观念是，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百花齐放。川菜
需要适应市场需求，保留当地特色。至于一家餐馆制作出味道偏离常规的
回锅肉，那也只是市场行为，政府部门不会横加干预。

为什么要制定川菜标准？问1

问2 既然出发点是维护食品安全，为什么对菜肴的制作
方法、程序和规格都做出了详细要求？

问3 如果我在餐馆吃了一份酸甜味的回锅肉，是否可以用
标准为依据，指责该餐馆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那些食品类的

行业标准

317处环保“眼线”盯紧田间地头
成都在全域实现环境保护网格化、标准化、全覆盖，解决环境保护“最后一公里”问题

述

评
生态优先：绿色是最好的基础设施
□成都商报评论员 徐琼

鱼香肉丝、红油鸡片、大蒜烧鲶鱼、宫保鸡丁、东坡肘子等经典川菜有了制作工艺规范 (图片作者请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