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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朋友去松鹤楼餐厅吃饭，

结账时被告知还要收取 10%的服务
费，我认为除了上菜以外没有提供其

他服务，收服务费没有依据。”近日，

北京市的周女士向《中国企业报·中

国食品报道》反映。

周女士称，二月中旬，她和朋友

在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的松鹤楼

餐厅吃饭，结账时被告知除餐饮费外

还要支付消费金额 10%的服务费，
“菜谱上注明了加收 10%的服务费，
可我点菜时没注意，而点菜时服务员

也没特别提醒，就餐期间，服务员提

供的只有一些基本服务，我觉得不合

理。但是餐厅方面以餐厅规定为由坚

持要求收取，我和朋友提出，可以支

付服务费，但是必须单独开具发票，

餐厅方面又称机打发票无法开服务

费，在我们的坚持下，最后双方协调，

餐厅才没有收服务费。”周女士说。

高档餐厅收费名目繁多

在餐馆用餐，除了消费的餐饮

费，还要加付 10%甚至更高的服务
费，如果自带酒水要收取数额不等的

开瓶费，在包间用餐还要收取包间费

或最低消费。除了以往较多存在于星

级酒店的服务费，开始悄然现身一些

高档或中高档酒楼、餐馆。蛇年春节

前后，记者走访了北京市不少酒店、

酒楼、普通餐馆，对目前餐饮行业存

在的各种潜规则进行了调查。

在记者的走访中发现，良友海鲜

酒类除加收 15%的服务费外，如果消
费者自带酒水还要再收 15元每人的
开瓶费，自带茶叶的话要再收每人 10
元的茶水费。万龙洲海鲜大酒楼和丽

丝卡尔顿酒店分别收取 10%和 15%
的包房服务费。而中国大饭店无论中

西餐，无论在包间还是大厅用餐都收

取 15%服务费，餐厅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在该酒店享用自助餐，也要收取

15%的服务费。“目前，很多酒店的自
助餐都有收取 15%左右的服务费，这
是公开的事”。

除了服务费和开瓶费，记者还发

现，“最低消费”已成为餐饮业内特别

是档次较高餐厅酒店的一项“行规”。

例如，唐宫海鲜舫、鹭鹭酒家要求消

费者在包间内消费每人不含酒水不

得低于 200元。而更有一家名叫某某
官府的饭店, 人均消费是 800 元，如
10人用餐，一桌菜的“最低消费”则要
8000元。

对于记者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市

消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其中不少行为

都涉嫌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该工

作人员说，“消费者有权选择是否在

饭店购买酒水、消费多少，饭店迫使

消费者购买酒水或收开瓶费、设最低

消费明显是强制消费。”此外，饭店收

餐位费与服务费应属于“价外加价”。

该工作人员说，饭店有义务为消费者

提供就餐场所，收取餐位费属不公平

条款；加收服务费更违反价格法，饭

店的饭菜价格中已经包含了成本价、

法定税金和合理利润。

服务费是不是非收不可

在采访中，一位餐厅经营者告诉

记者，在大厅，一名服务员负责三四

个台位，但加收服务费的包房，菜单

和大厅没差别，却至少安排了两到三

名服务员，有质量更好的免费茶水，

而且包房会定期更换鲜花，如果顾客

需要，餐厅还会安排专门的敬酒服务

和一些现场才艺表演。算下来，包房

成本也比大厅高 8%—10%，将这些
成本摊到消费中，加收 10%的服务费
比较正常。对于不少餐馆、酒楼等收

取包厢费，另外一家酒店的经理直言

不讳地告诉记者，其中一个原因是，

自 2011年以来，人工、原材料、水电、
租金等各方面的成本不断高涨，已经

“逼”得众餐企利润直线下滑，“部分

餐企的利润甚至不足 2%”，而在这基
础上，收取服务费、包厢费、开瓶费

等，也成为这些餐馆增加收入的一种

方式。

有权拒绝不明示收费

就此问题，记者拨打了 12315工
商热线，工作人员称，“企业有经营自

主权，只要是在经营场所的相关显著

位置标明收取标准的，就视为合法。

如再在顾客消费前做到口头提醒，那

就更妥当了。”针对服务费的问题，如

果服务员提前告知，或在菜谱上有注

明加收服务费即不存在违法行为。但

是多收取服务费的确不合理，有点

“霸王条款”，对此法律上还没出台相

关的规定，工商部门只能从中协调。

而市消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说，节

日期间服务费、开瓶费等特殊收费是

餐饮投诉热点，他提醒市民对不明示

的收费项目，依法有权拒绝。

北京铸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姚伟说

目前，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餐厅加收服

务费违法。对于餐饮娱乐业的特殊性收

费项目，在《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

的规定》中早已作出了明码标价的规

定。餐饮企业如果存在特殊收费项目，

如“包间费、最低消费、开瓶费”等，必须

向消费者明示，明码标价。对不明示的

收费项目，消费者依法有权拒绝。

商务部将规范餐饮行业

针对未来商务部在开展餐饮业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中还有

哪些举措的问题？商务部部长陈德

铭认为，“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浪费”不是权宜之计，不能搞一阵

风，需要全社会持续、共同地努力。

商务部将在机制上下功夫，对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和相关行业给予指导

和管理。

首先是着手清理餐饮行业某些

霸王条款。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餐

厅“最低消费”等问题，商务部将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行清理和规

范。

其次是大力发展满足人民群众

消费需求的安全餐饮、大众化餐饮。

加快推进早餐工程、社区快餐和单

位团餐等便民餐饮的发展；在社区

内、地铁公交站点、企业聚集区加快

建设早餐网点；鼓励符合资质的餐

饮企业进社区。

第三是支持建立节俭用餐激励

机制。推动行业协会对能有效减少

餐厨废弃物的餐饮企业以及在食品

采购、储运和加工等环节勤俭节约

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也

鼓励餐饮企业以多种方式对消费者

减少浪费的行为予以适当奖励。

第四是继续引导餐饮企业建立

餐饮节俭消费提醒提示制度。如在

醒目位置张贴节约标识；在菜单上

标示菜品的食材分量，提供半份量

或半份餐等服务；服务员主动向消

费者提示适量和科学用餐等。

餐饮企业：
产业链向两端延伸

强收服务费
北京高档餐厅亟待规范

在全球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再加上相关政策

影响，国内几家大型餐饮企业的业绩低于此前预期。但也有分

析认为，未来大众餐饮潜力较大，终端大众餐饮企业如果能凭

借其良好的品牌效应获得资金优势，并对目前的客户资源获

取和整合能力较强，增长前景可期。

“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对于高端餐饮行业来说是一个转

型的机会。”御香苑控股集团董事长王建华指出，高端餐饮行

业需要注重民间市场的需求，她建议今后餐饮企业应更加重

视吸引中端消费者。

“高档商务宴请的减少只是让目前高端餐饮行业的困境

凸显而已，经营成本的上升才是其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北

京江边城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岑常程说，人工、铺

租、水电以及同质化经营的现状是导致目前高端餐饮行业陷

入困境最为主要的原因。

但节俭新风也催生了新的商机。王建华表示，为应对高端

餐饮消费市场受到降幅影响的变化，未来御香苑将调整消费

层次结构、产品结构，调整部分菜品、果汁销售价格及高中低

档菜品的比例。取消最低消费、服务费和包间费，将发展重点

转向大众化消费。

既要在价格上迎合广大消费者，又不能盲目提高价格。那

就要求企业强化管理，降低成本。在此方面，御香苑将立足于

目前成熟的产业链条并进一步向两端延伸。御香苑建有大型

养牛示范场、肉牛屠宰加工厂、饲料加工厂及配送中心，形成

了基地良种培育、技术推广、加工、运销、服务等一整套的产业

化经营模式，生产“御香苑”牌系列牛肉，主要产品有各种冷鲜

肉、冷冻牛肉、小包装分割肉及各类副产品。不但满足了自身

经营的需要，还通过国内销售及分销网络销售到其它酒店、餐

厅、超市及食品加工厂，主要客户包括家乐福、沃尔玛、华联超

市、吉野家、希尔顿酒店及中粮发展等。

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都提出，要真正解决食品安全

问题，应该从食品的源头到餐桌实现无缝对接。王建华指出，

御香苑将进一步全面推广冷链系统等食品安全管控，倾力打

造中国餐饮安全新标准。御香苑集团选用优质纯种肉牛———

鲁西牛，为确保牛肉的品质，将精选出来的肉牛在内蒙古呼伦

贝尔大草原天然牧场精心饲养，没有环境污染，没有人工饲

料、化学添加剂，从入栏到出栏吃无污染的牧草、饮草原泉水、

兽医全程跟踪防疫，确保出品健康可生吃的绿色极品牛肉。同

时集团与荷兰瓦赫经根大学研究中心畜牧科技集团应用研究

部、荷兰家畜与肉类协会就犊牛白肉、红肉生产情况进行了项

目合作。

王建华介绍说，御香苑集团斥巨资建立了“食品安全 ERP
回溯体系”，御香苑的牛从出生、培育、育肥、宰杀、分割到餐

桌，都采用 ERP全程监控，为御香苑从农场到餐桌的绿色、安
全、健康、无公害的牛肉提供了保证。

食品卫生问题越来越被消费者关注，很多人把食品行业

定位成道德行业，王建华认为食品行业不光是道德行业还是

科学行业。保证食品卫生光凭道德的约束是不够的，企业只有

把消费者放在第一位，用科学的理念来指导经营，用现代化的

设备和技术来从事生产，用一系列专业的程序、标准控制好食

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杜绝各种安全隐患，才能为消费者提供高

品质、放心的食品。

为适应全球经济、国际市场的要求，提高企业的综合管理

能力，御香苑集团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体系即食品安全

ERP回溯系统，提高了管理透明度，保证消费者及供应商的利
益，这一系列措施为肉食行业提供屠宰、分割等一系列加工环

节的信息化服务，而御香苑也由此成为了行业领航的旗舰样

板工厂。畜牧养殖监管难度很大，御香苑找准关键点控制，实

现牛有“身份证”，从活牛的采购到产品入库，都进行了唯一

的编号，可轻易追查该产品或肉牛的牛主、产地流水编号等信

息，每个产品与每只牛只有唯一的编号。

集团所属的北京御香苑畜牧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国家商检

局注册的全国屠宰量最大的高档肉牛加工企业之一，其肉牛养

殖和屠宰加工项目被列为国家级“星火计划”，并获得市政府批

准使用的“安全食品”标识以及内贸局颁发的“中国放心肉食

品”证书，通过了 IS09001认证。在生产管理中严格贯彻执行
HACCP和 IS09001标准，严格遵照穆斯林教规进行清真屠宰，
御香苑从德国引进先进技术，率先在同行业中采用“ERP 质量
无缝回溯体系”使御香苑产品质量更胜一筹，做到了与国际质

量标准同步，高于国家标准。

王建华、岑常程作为这个行业的一线管理者都认为，餐饮

企业应该把好最后食品的质量关，推动整个行业的责任人行动

起来，真正当好食品安全的“守门员”，而且认为餐饮企业的法

人代表应该是食品安全主体的第一监管人和责任人，这样才真

正地保证食品的安全从源头上真正根除了不安全的因素。

人工、铺租、水电以及同质化经营
是高端餐饮行业陷入困境主因

对不明示的收费项目，消费者依法有权拒绝

将最低消费变为理性消费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要求出台，取消餐饮业“最低

消费”的呼声越来越响。

酒店、茶楼等饮食娱乐场所的经

营者规定最低消费标准，是经营者的

一种自主定价行为。按照《价格法》的

规定，酒店、茶楼等充分竞争的行业，

经营者在遵守明码标价的前提下，有

权按照市场供求自主定价。如果说经

营者制定最低消费条款损害了消费者

的自主选择权，则无疑表明经营者制

定的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

权。

乍一看，“最低消费”好像是市场

行为，其实，它并没有尊重消费者的选

择权，属于强迫消费，涉嫌违法。因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早就规定：“经营

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

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

合理的规定。”“最低消费”，是商家单

方面制作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

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声明。这跟中午 12

点钟退房等规定一样，是一种“霸王条

款”，明显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合同法》，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

餐厅包房所设的“最低消费”，究

竟是“鼓励消费”还是“鼓励浪费”？答

案不言而喻。浪费指的是不当的消费、

过度的消费；消费不合理、不适度，过

于夸张和铺张，消费便成了浪费；为了

完成“最低消费”，那些含有暴利的高

档菜肴（如龙虾、鱼翅之类），消费者只

能照点不误，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吃不了，倒了算。这不是十足的“鼓励

浪费”吗？“最低消费”是一个浪费的大

坑。饭店大门八字开，大坑设在内，谁

愿承受，请君入瓮，另加酒水费、服务

费、开瓶费，斩你没商量。“最低消费”

的最大买家是公款消费，最大的得益

者是饭店。

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最低消

费”也是一种乱收费，是一种霸王条

款。它侵犯消费者权益，侵犯公平交易

权，浪费社会资源，助长奢侈之风，败

坏社会风气，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最

低消费”不合理，更不合法。不能因为

提前向消费者明示了，就认为最低消

费是合理的。最低消费是餐饮业获取

最大不当利润的手段之一。

1月底，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商

务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召开电视电话

会议上指出，制止餐饮浪费，是餐饮行

业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大吃大喝，奢

侈浪费，可能会为某些餐饮企业带来

一时的畸形繁荣，但绝不是长远之计。

只有始终坚持面向大众为主，依托理

性消费，中国餐饮业才能实现可持续

发展。

那么，反对浪费，会不会抑制消费

呢？陈德铭表示，反对浪费，杜绝公款

大吃大喝，减少了公款消费和部分高

档消费，但从中长期来看，会对消费产

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从国家来看，节约

下来的经费会用到刀刃上，用到经济

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

地方上。这些最终会转化为更高质量

的消费需求，并激发更大消费潜力。他

强调，靠奢侈浪费形成的畸形消费是

不可持续的，扩大消费的根本依靠是

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是面向大众的理性消费，而不是一小

部分的高消费，甚至是浪费行为。因

此，反对浪费和扩大消费不会产生矛

盾，反对浪费最终会有利于扩大消费。

据记者了解，商务部近期表示，餐

饮业同时设定包间费和最低消费并不

合理，相关部门将清理、规范餐饮行业

最低消费、包间费等乱收费行为。我们

希望商务部的法规早日出台，加大处

罚的对应性，提高法律的可执行性，迅

速制止“最低消费”的乱象。

重庆千余家餐饮企业承诺不收开瓶费餐具费等

近年来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成长起一大批领军

企业和知名品牌，御香苑畜牧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该企业从现

代餐饮业切入，一头向现代种养业、现代屠宰业回溯，一头向

现代物流配送业、现代文化产业延伸，做齐了现代牛业产业

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形成了市场—餐饮—加工—种养的“反弹

琵琶”格局，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标杆价值。下一步国家将支

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建设原料基地、研发机构和质量安全检测

体系，为其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将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创造良好环境

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研究员陈建光：

本报记者 闻笛 赵璐

本报记者 闻笛肖一鹏

闻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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