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重粮食、爱惜粮食，完全可以体现
在个人对待粮食的种种消费行为上。网友
们对于制止粮食浪费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网络投票调查中，超过 1.8 万名网友
参与投票，其中近 8000 名网友表示支持
饭店普及半份菜，5000多名网友认为日常
生活中应该把打包变成习惯，也有很多网
友支持推行分餐制，控制用餐量；以及对
吃光盘的消费者进行奖励，对严重浪费
的行为进行罚款。有网友留言表示，点菜
的时候可以少点一些，不够再加，好面子
是最浪费的。还有网友建议，疫情防控之
下，分餐制应该大力推广，可以有效减少
浪费。 综合央视新闻、澎湃新闻

中国食物资源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竹立家表示，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等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称，
世界76.33亿人口中至少还有8.2亿
面临饥饿，相当于世界上每9人中就
有1人挨饿。今年在旱灾、水灾、蝗灾
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范
围内的粮食安全问题值得注意。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
中国始终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
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十八大以来，
中国树立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
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
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
全之路，就是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陈君石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
长期性的话题，食物浪费是其中之
一。严格来说，粮食安全是指食物的
供应安全。中国现在粮食年年丰收，
看起来供应很丰富，但中国的食物
资源远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
一方面中国人要有忧患意识，就是
要加强生产食物的供给侧，加强自
我保障；另一方面要杜绝食物浪费。

根源在于人的认识
建议道德立法正面引导

总书记在指示中提出，要加强

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
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对此，陈君石认为，现在餐桌的
浪费，在国际上的一些国家都是有
数据的，而不管是针对家庭或工作
单位，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全国性
数据。造成食物浪费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一个认识问题。制止餐饮浪费
不像垃圾分类、公共场所禁烟，还
没有一套规章制度。总体来讲，人
们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感觉到浪
费是一种压力。

竹立家表示，从立法来看，餐桌
上的事情要以道德立法的角度，从
正面引导大家杜绝餐饮浪费。因为
餐饮浪费是个人品质方面的瑕疵，
量化较难，且不构成行政违法或犯
罪，所以要通过伦理法、道德法来纠
正。从监管来看，可以尝试以成立社
区或学校餐饮监督委员会等方法，
加强在采购、供应、餐食垃圾处理等
环节的管理，减少浪费。管理要细
化，要具有可操作性，一环扣一环，
包括食品流程、监管过程、可操作性
的处罚措施等，实现监管的体系化、
规范化、科学化。

加强宣传教育
营造节俭的社会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
门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
采取出台相关文件、开展“光盘行
动”等措施，大力整治浪费之风，“舌
尖上的浪费”现象有所改观，特别是
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餐饮浪费行为
得到有效遏制。

对于如何营造氛围，不断培养
健康、理性的饮食习惯，培育现代餐
桌上的文明，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
待每一粒粮食，专家认为，当前我们
社会相关文化还比较缺失，尤其是
在教育和宣传上，要进一步树立勤
俭节约的观念。在陈君石院士看来，
教育一定要跟上，要在政府主导下
加强学校的规划教育，以及范围更
广的科普宣传教育。规章制度也要
跟上。竹立家教授表示，要对网络媒
体、商业广告等宣扬的奢侈消费加
以严格约束。要加大宣传教育，从培
育消费环境入手，真正形成一个节
俭的社会风气和氛围。

据人民网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
为何还始终要有危机意识？

专家告诉你原因

吃播是近两年很火的一种网上直播
形式，很多人都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吃
播，不仅可以学到做饭小常识，看到品尝
美食的吃播，还很下饭。然而，随着做吃播
的博主越来越多，吃播的也有些“变味”。
据央视新闻官方微博，现在有些所谓大胃
王吃播秀浪费严重，有的甚至吃了再把食
物吐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成升魁表示：“我觉得这是
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这种消费导向是非
常让人担忧的。这与我们建立全社会的节
约意识，减少食物浪费来讲完全是背道而
驰的。”

“变味”的吃播
吃了又把食物吐掉？

武汉的探索
10人进餐先点9人菜

8月11日，武汉餐饮业协会向武汉餐
饮企业发出倡议书，提出坚决响应总书记
号召，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社会氛围。

武汉餐饮协会提出的具体措施非常
具体，包括：推行 N-1 点餐模式，即 10 位
进餐客人只能点9个人的菜，不够再增加
菜品，确保顾客吃好的同时，从源头杜绝
餐饮浪费；针对两三位客人进餐，餐厅推
出半份菜和小份菜，在节约的前提下，以
满足消费者品种多样化的需求；所有餐厅
为顾客服务，必须以节约的原则作为前
提，每家餐厅要准备打包盒，对万一有剩
菜、剩饭的顾客提供打包服务，体现餐饮
行业的光盘行动。

此外，倡议书还提到，要认真执行长
江、汉江禁渔规定：不购买、不烹饪、不销
售长江、汉江鱼。

网友的建议
日常打包 普及半份菜

一种
声音

央视
狠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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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

一家自助餐厅内提醒消费者“勤拿少取”的提示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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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成都倡议这样干:

半份半价
小份适价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
心、令人痛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餐饮同业公会获悉，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8月11日，成都餐饮同业公会联合成都市消费者协会发出倡议书，倡议包含传承勤俭节约美德、创新经营服务方式、推动绿
色厨房创建、坚持诚信守法经营、践行成都市文明餐桌公约等五个方面，倡议书发布后得到了成都餐饮行业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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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成都市经信局获悉，
日前《成都市进一步优化电力接
入营商环境实施办法》印发，成
都将通过改造电力接入流程、简
化审批、时限压缩等综合举措，
进一步提升电力接入的服务效
率和水平，其中，低压小微企业
办电用时原则上不超过两天。

此次印发的《办法》适用于
全市申请新装、增容等业扩服
务的10千伏及以下普通非居用
户。相比于过去，这次的“再提
升”将压缩获得电力耗时。针对
高压用户办理，推行高压用电

“省力、省时、省钱”服务，办电
环节压减为申请受理、供电方
案答复、外部工程实施和装表
接电4个，普通用户用时（不含
外线施工）原则上不超过15天。

针对低压用户办理，推行
低压小微企业用电“零上门、零
审批、零投资”服务，办电环节
压减为申请受理和装表接电两

个，用时原则上不超过两天，有
外线施工的，用时原则上不超
过7天。此外，低压用户办理可
以实现全程网办，线上提交后，
供电企业1天内完成申请受理
签约。

办电所需要的申请资料也
有所精简。申请受理环节，低压
非居用户申请资料精简为用户
有效身份证明、用电地址物业
权属证明两项，其中通过“水电
气信市政综合服务平台”提交

《申请登记表》的，可免交申请
资料；高压用户申请资料精简
为用户主体资格证明、用电地
址产权证明两项。

《办法》提出，成都将显著
提升供电可靠性和供电服务水
平，目标是将中心城区2020年
平均停电时间降至1.8小时/户
以内，平均停电频率降至 0.4
次/户以内，全市平均停电时间
低于全国平均停电时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低压小微企业办电用时不超过两天

成都电力接入再优化

未取得开发企业委托擅自发布项目相关信息

成都大唐房屋中介被通报
8月12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获
悉，该局发布了《关于对成都大
唐房屋中介有限公司违规行为
的通报》。

《通报》显示，经查，成都大
唐房屋中介有限公司在未取得
开发企业委托的情况下，擅自
发布项目相关信息，扰乱成都
市房地产市场秩序。经研究，决
定对成都大唐房屋中介有限公
司通报批评信用记减分，暂停
其成都市总部和所有直营店、
加盟店网上签约权限，纳入行
业重点监管。责令成都大唐房
屋中介有限公司立即组织旗下
直营店、加盟店开展自查自纠，
并将自查自纠及整改情况报成
都市住建局及各区（市）县住建

行政主管部门。
《通报》显示，建议成都市

房地产经纪协会组织成都大唐
房屋中介有限公司名下所有房
地产销售服务人员重新进行执
业培训，加强规范执业意识，提
高经纪服务水平，强化职业道
德操守。建议成都全市各房地
产开发企业、经纪机构在成都
大唐房屋中介有限公司整改完
毕前，暂停与其开展相关合作。

成都市住建局在《通报》中
提出，希望各房地产经纪机构引
以为戒，严格遵守房地产相关法
律法规，切实规范经营服务行
为，塑造良好口碑，珍视成都市
优良的营商环境，共同促进成都
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减少原材料采购、备料中的浪费

《倡议书》中提到，要积极传承中华
民族优秀饮食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
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大力弘扬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积极倡导

“文明就餐，杜绝浪费”的用餐文化。切实
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的良好氛围。

倡议书中还提出积极推行“分餐制、
公筷制、双筷制”，提供“半份、半价”“小
份、适价”服务方式，倡导“光盘行动”。同
时还提出要加强厨师队伍建设，减少原
材料采购、备料中的浪费行为，以匠心提
升烹饪技艺，以出品品质杜绝浪费。

成都蓉庭花园餐厅店长欧先生向记者
表示，目前自己所在餐厅顾客粮食浪费的
情况已经很少见，尤其是疫情过后。“现在
做餐饮成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去年就
把成本控制提上了日程，现在基本上采用
定量生产的模式。我们每天会对当天营业
额进行预估，然后提前准备定量的食材，对
于食材的质和量我们也会每天严格把关。
同时我们还会对员工进行关于“杜绝粮食
浪费”方面的宣讲。”对于此次餐饮同业公
会发出的倡议，欧先生表示十分支持。

成都叁口煮火锅创始人鲍哥在杜绝
粮食浪费这一块上也有他的经验。“我们
的定位是市井火锅，菜品本来就是小盘
菜，一份分量不会太多，可以有效避免客
人点一份吃不完的情况。”他对记者表
示，除此之外服务员还会在客人点菜下
单的时候根据该桌客数适当提醒客人点
菜饱和量，让客人合理点单避免点多浪

费。进入餐饮行业以来，鲍哥对粮食浪费
的问题感受比过去更加深刻，他告诉记
者：“这次成都餐饮同业公会发布倡议，
倡导大家杜绝粮食浪费，我认为对培养
我们‘文明用餐，理性消费’价值观是一
件很好的事情。”

“文明餐桌行动”成都已做了八年

成都餐饮同业公会秘书长袁小然女
士向记者表示：“实际上从 2012 年开始
我们就在成都市文明办的指导下，率先
在全市启动了‘文明餐桌行动’。在政府
的牵头下我们做了三年，后来由行业自
己来推进，到现在为止总共做了八年。最
开始我们提出叫‘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之后我们又提出‘小餐桌，大文
明’，再到后来的‘吃多少，点多少’，每个
阶段都会有一个主题。”

谈到成都市餐饮行业在倡导文明餐
桌行为，杜绝餐饮浪费方面做出的努力，
袁女士颇为感慨：“最开始因为一些人包
括部分消费者和餐饮从业人员的不理
解，工作推进比较有难度，但随着‘文明
餐桌行动’的不断深入，我们发布了《成
都市餐饮诚信公约》《文明餐桌行动倡议
书》，之后又提出了《成都市文明餐桌公
约》，疫情期间我们还提出倡导使用公筷
公勺。这八年来我们看到了消费者的消
费观念逐渐发生转变，餐饮企业逐渐将
需要倡导文明餐桌行动变为主动的自律
行为。消费者坐下就餐，服务员会主动告
知提醒‘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加’，消费
者吃不完也多会主动想到打包带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陈应鹏

“成都共12次获评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11次蝉联冠军，
我认为这正是天府文化对成都
影响的集中体现。”8月12日上
午，天府文化研究院院长、成都
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谭平在成都博物馆进行了一场
关于“天府文化的新时代表达”
的讲座，以当下热点和生动实
例，全面展现天府文化的当代
价值和传承发展。

为推动全社会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巴蜀文明、发
展天府文化，成都市委宣传部
于6月至8月，在成都博物馆举
行了天府文化传承发展系列讲
座。随着此次讲座结束，该系列
讲座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改革开放42年来，成都人民诠
释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儒家精神。”近两个小时
的讲座中，谭平从儒化成都、道
化成都、佛化成都、诗化成都、
乐化成都、水化成都、群化成都
这七个方面论述了天府文化的
内涵和特性。他认为，儒家、道
教、佛教思想滋润了天府文化，
同时，成都人民及天府文化又
反过来丰富了它们的内涵。

谭平还特别提到：天府成
都是女性生活和创业的一块少
有的福地。成都女性自古地位
较高，受到了良好的养育，普遍
受到尊重。女性在家庭、职场充
满自信，挥洒自如，是天府文化
的一种别样风情，这也是这座
城市“创新创业、时尚优雅”的
特殊动力。同时，人际温和、友
善的城乡风貌，在困难面前互
助公益的悠久传统，使成都自
古以来就是一座充满仁爱、互
助的城市。“近代以来，成都在
友善公益方面，尤其有卓越的
表现。”

在谭平眼中，天府文化的
新时代内涵表现在：它是天府
成都的都市文化，是巴蜀文化
的高端部分，是立足于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应该具有的文化自
信、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所进
行的与时俱进的诠释与表达。

谭平认为，成都已形成了
天府文化独特的建设路径。成
都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
性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不断彰
显天府文化，满足市民不断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全面开展
天府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社
区、进乡村等“九进”系列活动，
不断提升天府文化影响力，坚
持以文化人、以文润城，以文化
的浸润力凝聚社会的向心力。
大力推进“三城三都”建设，推
动天府文化创新发展，让天府
文化真正浸润百姓生活，最终
走向世界，提升成都在全球范
围内的城市竞争力。

从6月17日开始，天府文化
传承发展系列讲座在成都博物
馆陆续举行。该系列讲座共计三
讲，分别邀请段玉明、刘兴全、谭
平三位嘉宾，从起源、发展及新
时代表达三方面，向市民展示天
府文化的魅力和底蕴。

系列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
节，市民纷纷就自己感兴趣的
问题向嘉宾提问。现场观众马
小玲表示：“嘉宾们讲的干货很
多，没想到天府文化和我们生
活、工作这么息息相关，也让我
们对天府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
认识。”她希望以后能多举办类
似的活动，一方面能丰富广大
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能提
升天府文化的影响力。“这种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有益
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邱峻峰 曾琦

以文化人 以文润城
谭平解读天府文化新时代内涵

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为何还要
始终有粮食安全危机意识？本次总书记
强调制止餐饮浪费有什么深远意义？昨
日，人民网强国论坛记者采访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研究员陈君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

粮食安全是一个长期性的话题，食物浪费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