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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亚市海鲜排档监管信息
化建设实施方案"#月$%日至&%日为
调研摸底阶段# 期间"三亚有关部门
对海鲜排档进行经营规模分级"分高

中低三个档次"为餐饮软件厂商实施
前端技术选型提供依据# "月%日至&'

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开始应用监管
后台"餐饮软件厂商进入各辖区海鲜

排档铺开实施# (月"工商$科工信$物
价等部门共同对项目进行验收"对不
合格的商家进行淘汰"已建设的商家
进行总结#

&'( )12

3456789(!:";<

=>34?@

*

$ABCDEF GHIJKLMHNOPQ

!

!

"#

"#$!%&'()*+,-./0123456789:;<

$%&'

!=678>?@ABCD;

EFGHIJ!KKLMNO!EFPQRSBGTU!VW=XYKKZ[!\]^D_`abcQGd>e

fghi!jj`klmn^op"qr>stBGuv#

wxy!z{|}~������/�!����}~������!-.�=��}~�������

������$ }~�����IJ�Z=

(

!������!�=

)

!E�l���$

w%&�� ¡¢£¤¥>¦§¨5ef!©IJª«hist¤¬N%BGIJ"®��¯°$ ±²³

´µ<¶·s¸BGAH!GH�µ<¹º»¼½®��¯°!¾¿±²³ÀÁg®��$ ÂÃÄÅÆQ

}~ÇÈhi|É®Ê|Ëh!�Ìs¸Í[ÎÏ�Ð]ÑÒÓÔ$

!

+,-. /01 23,4

为提高海鲜排档市场监管力度"

整顿规范海鲜排档市场秩序" 三亚
将在全市海鲜排档市场开展信息化
监管建设# 三亚市海鲜排档监管信
息化建设 %

!"

& 建设内容有设立
价格电子公示屏$ 推广使用电子点
菜系统$ 搭建政府网络监管平台$

建立海鲜行业网络推广评价体系等
四项#

据因豪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一位技术人员介绍" 电子点菜系统解
决方案有多种" 根据三亚市种类海鲜

排档的经营现状"通过对比"三亚市确
定了基础收银管理系统$触摸屏点菜$

平板电脑点菜三种模式" 其中用)*+,

点菜这种平板电脑点菜模式深受消费
者青睐# 消费者通过)*+,点菜软件了
解菜单信息并自主开单" 电脑通过无
线基站上传单据信息到收银电脑管理
软件内"软件实时将单据进行打印$传
送厨房" 并将相关消费信息传送至政
府监管后台#

目前" 这种时尚又拉风的点菜模
式在许多大城市深受消费者青睐#

采访中"部分商家表示"使用)*+,

点菜系统"符合现代人多$快$好$省
的生活方式"不仅节省纸质菜单和人
工成本" 还提升饭店形象及服务品
质# 据目前已使用)*+,点菜系统的三
亚力合酒店一位负责人介绍"使用电
子点菜系统可随时变更菜品$ 图片$

说明"添加新品促销信息"避免反复

印刷传统菜单的繁琐和重复投资#

但也有部分规模比较小的商家
认为" 有关部门统一推行电子点菜
系统会增加他们的成本压力# 特别
规模比较大的海鲜排档" 成本压力
要大些#

在三亚市友谊路海鲜一条街"一
家海鲜排档的老板表示"使用电子点

菜既要买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又要
安装餐饮收银软件$ 无线基站等"无
形中增加他们的成本# 对于四五十桌
规模的海鲜排档来说"至少要购买七
八部)*+,平板电脑"再加上收银电脑$

打印机$安装软件等"至少要三四万
元"一下子投入这么多"成本压力可
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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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 为规范海鲜排档的经营活
动" 三亚工商部门与海鲜排档商家签
订责任状" 所有海鲜排档都使用统一
的四联点菜单# 消费者点菜后" 经营
者必须填写海鲜的品名$ 数量$ 价
格" 并算好消费总额" 在四联点菜单
上完整填写" 交给消费者签名确认后
才能下单加工" 点菜单留存备查时间
不得少于%年# 其中有一联是给顾客
的" 可现实中" 商家很少将顾客联给
消费者" 一旦发现纠纷" 消费者很难
找到证据#

据三亚市物价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 海鲜排档信息化系统有利于政
府对海鲜排档进行有效监管" 物价

部门通过政府监管后台监控" 一旦
发现某家海鲜排档的海鲜价格比同
类同档次海鲜排档的价格高出正常
范围" 物价部门便可下调最高限价"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同时" 如果某
海鲜排档某一海鲜品种的销售价格
高于政府最高定价" 收银电脑自动
报警并不能打印发票#

三亚市工商局一位工作也表示"

实行海鲜排档监管信息化建设后"由
于商家餐饮管理系统是与政府监管后
台对接" 如果商家销售价格高于政府
最高限价"不用担心商家将证据'毁尸
灭迹("因为政府监管后台电脑上商家
宰客与否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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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力合酒店服务员董永香说"

用)*+,点菜既方便又省钱# 由于所有
菜单都可以在)*+,点菜系统里" 商家
可省去菜单更新重新印刷的费用"同
时避免使用目前四联点菜单有点浪费
的现状#关键是用)*+,点菜非常方便"

只要在屏幕上轻轻一触摸就完成#

#月-'日下午"广东游客陈先生从
董永香手中接过)*+,点菜电脑后"在
董永香的指引下点击直接进入菜单系
统"轻轻触碰屏幕"进入一个无线点菜
系统#记者看到")*+,屏幕左方有饭菜

分类列表"有鱼类$虾类$蟹类$肉类$

青菜类$点心类$酒水类等多个选项#

陈先生点了下鱼类" 屏幕上立即出现
各种鱼类的实图$价格等信息"非常直
观#如果想了解某道菜的详细情况"可
点击详细介绍" 看着清晰靓丽的图片
确实让人胃口大开#按确定后"电脑自
动将所选购的东西放入'购物篮("所
有食物全部点好后" 只需点击屏幕右
上方的'下单(按钮"顾客点的菜单就
会自动传送到厨房的终端系统" 厨师
就可以按照顾客需求烹制菜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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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由于三亚海鲜排档规模
大小不一" 考虑到统一推行用)*+,点
菜会增加小型海鲜排档成本压力"三
亚市有关部门决定"%.桌以下规模的
海鲜排档" 商家可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成本较低的点菜宝# 这种由消费者和
商家手工点单后" 点菜宝通过无线基
站上传单据信息到收银电脑管理软
件"实时进行打印"并将相关消费信息
传送到政府监管后台的点菜模式"对
于商家来说成本相对较低" 只需二三

千元#

但对于规模在%.桌以上的海鲜排
档" 三亚市有关部门推广使用用)*+,

点菜# 一般情况下"一台)*+,-的价格
为-/''元左右"安装软件费-'''元"再
加上前期培训等费用" 商家使用一台
)*+,平板电脑点菜成本需"'''元"每
台)*+,点菜电脑可满足")(桌客人需
求" 所以商家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购
买数量#商家使用)*+,点菜系统后"后
期的软件升级等服务都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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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推行海鲜排档监管信息
化建设增加商家成本"三亚市政府决
定针对各级别海鲜排档商家不同的
建设需求"对商家给予部分软硬件及
通讯费用补贴#补贴分对接型%0类&$

高端商务型%1类&$中端商务型%20

类&和基础商务型%3类&四类"补贴额
度为.!!!元至4!!!元#

据了解"对接型为已装备信息系
统的商家"高端商务型为安装平板电
脑点菜系统的商家"中端商务型为安

装点菜宝或触摸屏系统的商家"基础
商务型为安装基础收银管理系统的
商家# 按要求"海鲜商家必须安装政
府统一标准的电子价格公示屏# 上面
有海鲜标准图片$品名$规格$计价单
位$三亚市海鲜品平均差价率管理的
最高幅度销售价格" 投诉电话5$&./

等# 公示屏必须支持网络远程$终端
监控管理等# 同时"安装可打印消费
单据的*2电脑#餐饮管理系统必须与
政府监管后台实现对接"每日定时上

传消费数据至政府监管后台#

所有海鲜排档商家可根据自家
情况选择信息化建设标准# 为减轻商
家成本压力"通过验收考核后"政府
可发放相应补贴# 0类用于已装备信
息系统的海鲜排档" 可获补贴4!!!

元*1类适用于档次较高和规模较大
的海鲜排档"可获补贴4!!!元*2类适
用于中等档次和中等规模的海鲜排
档"可获补贴(!!!元*3类适用于小型
海鲜排档"可获补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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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即将实行的电子点菜系统
这一新举措" 许多市民也众说纷纭"

褒贬不一"其中不少市民担心商家将
成本压力转稼给消费者#

在春园路一家海鲜排档"一位重
庆游客听说三亚将实行电子点菜系
统后" 表示这是一种全新的经营理
念"科技手段越来越频繁用于消费领

域"对于一些不良商家欺客宰客是很
好的监管作用# 但如果商家将自家成
本压力转稼给广大市民$游客就事与
愿违"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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