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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商务厅提出。 

本标准由贵州旅游协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贵州旅游协会、贵州鼎品

餐饮智库管理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涛、吴茂钊、任艳玲、徐楠、杨丽彦、黄涛、肖喜生、

李翌婼、夏雪、刘黔勋、杨波、洪钢、胡文柱、何花、杨娟。 



 

5 

黔菜  经营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黔菜经营服务范围和上菜程序、服务流程的管理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黔菜投资、经营及黔菜企业管理和餐饮服务人员培训、检查和应用。 

本文件规定了黔菜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贵州旅游、餐饮行业中的饭店、酒店和餐饮休闲服务机构的烹饪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016 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 

GB/T 13017 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指南 

GB/T 15496 企业标准体系 要求 

GB/T 15497 企业标准体系 技术标准体系 

SB/T 10426-2007 餐饮企业经营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3.1 经营 

筹划、谋划、计划、规划、组织、治理、管理一系列连贯性投资管理，侧重指动态性谋

划发展的内涵。 

3.2  管理 

通过组织中的管理者实施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使

别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侧重指使其正常合理地运转。是人类各种组织活

动中最普通和最重要的一种活动。 

3.3 服务   

服务通常是无形的，并且是在供方和顾客接触面上至少需要完成一项活动的结果。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6/13022.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A1%E7%90%86%E8%80%85/53592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F%E8%B0%83/10517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AE%E6%A0%87/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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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顾客满意 

顾客对其要求已被满足的程度的感受。   

3.5 要求 

明示的、通常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求或期望。  

4 黔菜经营 

4.1 基本要求 

4.1.1服务于“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下的黔菜出山、黔货出山、贵州农产品风

行天下服务于贵州农村产业革命十二产业合贵州是个千亿级企业。 

4.1.2 以黔菜命名的企业或以黔菜菜品为主的餐饮企业。 

4.1.3 认同黔菜标准体系方面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4.1.4 符合T/QLX001-2021黔菜标准体系规范的黔菜概念合分类。 

4.2 政策要求 

4.2.1 证照要求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食品、卫生、防疫、环保、节约、消防、安全、

规划等有关法律法规符合SB/T 10426-2007 餐饮企业经营。在店堂醒目位置公示和悬挂《营

业执照》、《卫生许可证》、《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标牌》等证件。 

4.2.2 场地建筑符合JGJ 64—89《饮食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 

4.2.3 就餐场所设有醒目、规范的公共标识，公共标识符合GB 10001《公共信息标志用

图形符号》的规定，清真餐馆应悬挂规定的清真标志。 

4.2.4 油烟排放口位置应距离居民住宅、医院或者学校10米以上，油烟排放符合GB 

18483《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的规定。 

4.2.5 上下水设施齐备，污水排放符合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规定。 

4.2.6 有专用的洗刷、消毒设备，洗刷消毒用的洗涤剂、消毒剂要符合GB 14930.1《食

品工具、设备用洗涤剂卫生标准》和GB 14930.2《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消毒剂卫生标准》

的规定。 

4.2.7 卫生标准符合GB 16153《饭馆（餐厅）卫生标准》、卫生部《餐饮业和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卫生规范》的规定。 

4.2.8 用水必须符合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规定。 

4.2.9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使用量符合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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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对餐具、饮具、食品容器等进行消毒应符合GB 14934《食（饮）具消毒卫生标

准》的规定，确保清洁卫生。 

 

5 黔菜宴会上菜程序 

5.1  中餐宴会上菜程序 

清《随园食单》记载：“上菜之法，咸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

者宜先，有汤者宜后。度客食饱则脾困矣，需用辛辣以振动之;虑客酒多则胃疲矣，需用酸

甘以提醒之。”作者袁枚总结了传统中餐宴会上菜的一般程序。  

5.2 黔菜宴会上菜程序 

5.2.1 上菜原则 

先冷后热，先菜后点，先咸后甜，先炒后烧，先清淡后肥厚，先优质后一般。 

5.2.2 上菜顺序 

根据宴席主题和层次，酌情按照看盘、冷盘、冷菜、头汤（或火锅）、主菜(较高贵的

名菜)、 热菜(菜数较多)、甜菜、主食点心小吃、素汤、水果。 

根据宴席的类型、特点和需要，因人因事因时而定。基本原则是既不可千篇一律，又要

按照宴会相对稳定的上菜程序进行，缺项直接省略。 

 5.2.3 上菜要求 

——配辣椒蘸水、佐料、小料热菜，应同时上齐，并在上菜时可略作说明。 

——上易变形的炸爆炒菜肴，出锅即须立即端上餐桌。上菜时要轻稳，以保持菜看的形

状和风味，并在上菜时可略作说明。 

——上有声响的菜肴，出锅就要以最快速度端上台，随即把汤汁浇在菜品上，使之发出

响声。做这一系列动作要连贯，不能耽搁，否则此菜将失去应有效果，并在上菜时可略作说

明。 

——上原盅烛品菜，上台后要当着客人的面启盖，以保持烛品的原味，并使香气在席上

散发。揭盖时要翻转移开，以免汤水滴落在客人身上。 

——上泥包、面点、荷叶包的菜，要先上台让客人观赏后，再拿到操作台上当着客人的

面打破或启封，以保持菜看的香味和特色。 

5.2.4 摆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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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菜即是将上台的菜按一定的格局摆放好。要讲究造型艺术，要注意礼貌，尊重主宾，

要方便食用。 

——摆菜的位置要适中。散坐摆菜要摆在小件餐具前面，间距要适当。一桌有几批散坐

顾客的，各客的菜盘要相对集中，相互之间要留有一定间隔，以防止差错。中餐酒席摆菜，

一般从餐桌中间向四周摆放。 

——中餐酒席的大拼盘、大菜中的头菜，一般要摆在桌子中间。 如用较盘，要先摆到

主宾面前。汤菜如品铺、砂锅、暖锅、烛盅等，一般也摆在桌子中间。散坐的主菜、高档菜，

一般也应摆在中间位置上。 

——比较高档的菜，有特殊风味的菜，或每上一道新菜，要先摆到主宾位置上，在上下

一道菜后再顺势撤摆在其它地方，将桌上菜肴作为叠土的调整，使台面始终保持美观。 

——酒席中头菜的看面要对正主位，其它菜的看面要调向四周。散坐菜的看面要朝向顾

客。 

——各种菜肴要对称摆放，要讲究造型艺术。菜盘的摆放形状一般是两个菜可并排摆成

横一字形一菜一汤可摆成竖一字形，汤在前，菜在后;两菜--汤或三个菜，可摆城品字形，

汤在上，菜在下;三菜一汤可以汤为圆心，菜沿汤内边摆成半圆形;四菜一汤，汤放中间，菜

摆在四周;五菜一汤，以汤为圆心摆成梅花形;五菜以上都以汤或头菜或大拼盘为圆心，摆成

圆形。 

——热菜使用长盘，其盘子应横向朝主人。整鸭、整鸡、整条鱼时，中国传统的礼貌习

惯是"鸡不献头，鸭不献掌，鱼不献脊"。即上菜时将其头部一律向右，脯(腹)部朝主人，表

示对客人的尊重。 

5.2.4 餐中要求 

较高级的酒席、宴会，往往需要两种以上酒水饮料品种，并配有冷、热、海鲜、汤、羹、

甜、咸、炒、烩、扒、煎等不同的菜品，需要及时地更换小件餐具、用具。宴会前的准备工

作应将所需物品备齐待用。 

——用餐中换骨碟 骨碟在西餐中叫餐碟。 宾客在用餐过程中，遇有几下情况需要更换

骨碟：凡是吃过冷菜换吃热菜时;凡装过鱼腥味食物的骨碟，再吃其它类型菜肴时;用汁芡各

异、味道有别的菜肴时;出现骨碟洒落酒水、饮料时;骨碟摆放，然后，从客人的左侧将用过

的骨碟撤下。撤碟时不可交叉叠撤。 



 

9 

——撤小毛巾与餐巾 客人用水果前，应将擦手毛巾(冬天用热的，夏天用温的)递与宾

客，客人用过后应及时用毛巾夹取下餐台。如用毛巾碟应一同取走撤下。客人用餐完毕离席

后，应在撤餐具前先将餐巾撤离餐台。 

——撤骨碟、小汤碗 宴会进行到最后时，应是上水果及茶的阶段。在上水果碟前，应

将餐台上的小件餐具进行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将吃菜点用的骨碟、小汤碗撤掉，换摆水果

吃碟及果刀、果叉。 

——撤菜盘 撤菜盘是掌握在上水果前进行。上水果前，可将餐台上的残菜盘撤净，有

必要时，可做简单的餐台清理，而后将水果摆放于餐台当中。 

 

6 黔菜餐饮服务   

6.1 餐厅领台服务   

6.1.1 迎接   

——仪表端庄，衣着整洁，站立于餐厅门口一侧，面带笑容，迎接宾客。   

——见宾客前来，面带微笑，主动上前用普通话，使用敬语招呼；熟悉的顾客或常客，

还可用他（她）的姓氏打招呼，以表示尊重；不熟悉的客人，则称先生、女士、太太、小姐

等；问清客人人数，是否有预定，是否团体客人，然后后退半步作出“请”的姿态领台。   

6.1.2 引座   

——走在客人左前方2～3步，按客人步履快慢行走。   

——视不同对象人数，将其领至最合适的位置。   

6.1.3 入座   

——将客人引至桌边时，征求客人对桌子方位的意见，待客人示意同意后，请客人入座。   

——将椅子拉开，当客人坐下时，用膝盖顶一下椅背，双手同时送一下，让客人坐在离

桌子合适的距离，一般以客人坐下前胸与桌子的间距距离为10cm～15cm为宜。   

6.1.4 送客   

——微笑送别客人，用敬语：“再见，欢迎再次光临”。   

——如在楼上，应在就近梯口，为客人按电梯电铃，送客人进电梯。  

6.2 托盘服务   

6.2.1 轻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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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理盘、装盘、洗菜；   

——理盘：将盘子洗净擦干，在盘内垫上清洁的菜巾或专用的盘布，铺平拉挺，四边与

底盘相齐。   

——装盘：根据物品的形状、体积、使用的先后，进行合理装盘。一般重物、高物在内

侧。 

——先用的物品在上、在前；重量分布要得当。   

——操作方法为左手弯曲，掌心向上，五指分开；——用手指和手托盘底（掌心不与盘

底接触）平托于胸前，略低于胸部。   

6.2.2 重托   

——主要用于托送菜点、酒水、盘碟等，盘中重量一般在10kg～30kg。   

——理盘：使用前，要仔细检查擦洗，无油腻。   

——操作方法为左手伸开五指，用全掌托住盘底掌握好重心后，用右手协助；将盘向上

托起，同时左手向上弯曲，臂助向左向后反掌，盘子随之向左向后旋转180º，由左手擎托左

肩上方。   

6.2.3 操作要求   

——操作要“平”；起托、后转、擎托和放盘时，都要掌握好重心、保持平稳、汤汁不

得外溢；行走时要盘平、肩平、两眼平视前方。   

——操作要“稳”：装盘要合理稳妥，不要装载力不能及的重量；擎把盘稳不晃动，行

走步稳不摇摆，穿越灵活不碰撞。   

——操作要“松”： 动作表情要显得轻松胜任，面部表情自然；上身挺直，不歪扭，

行走自如，步伐不乱。   

6.2.4 应注意的问题  

——勿将拇指伸入盘内；  

——托盘行走时，要注意避开地面障碍物；  

——托盘下放时，要弯膝不弯腰，以防汤汁外溢或翻盘。  

6.3 端盘、送毛巾、斟酒服务   

6.3.1 端茶   

——泡茶：可事先准备好茶叶，在杯子里把茶叶先泡好；等客人来了，再泡至八成满，

端送给客人。   



 

11 

——端茶：端茶要用双手拿住杯子的下半部，放下时要轻；不要放置在桌边，杯柄要放

在宾客的右手，并用敬语：“先生（女士），请喝茶”；   

6.3.2 送毛巾   

——一般用小方巾，要站在客人的右侧；   

——左手托住放毛巾的盘子，右手用夹子夹住“小方巾”送给客人；   

——天热时用冷水湿后绞干（不要太干），天冷时要用热水湿后绞干（不要太干）；   

——可适当放些花露水，四折平摊放在盘内。   

6.3.3 斟酒   

——姿势：站在客人身后右侧，左手用小圆盘托住酒水，右手拿酒瓶倒酒，拿酒瓶的方

法一种是直拿，另一种是横拿；身体与客人不要离得太远，也不要太近，大约15cm左右。  

——顺序：从客人的右边进行，从主宾斟起，先宾后主，先女后男；朝着顺时针方向进

行（一切饮料、茶水均按照此顺序进行）。  

——注意事项：在斟酒水的时候，先征求客人意见，看客人喜欢什么然后在斟；倒酒时

应拿酒瓶的下半部，酒的商标朝外，以便客人了解是什么酒；酒瓶打开后要用口布擦一下瓶

口；倒酒不要太满，约八成左右；倒完酒后要把瓶转一下，并用口布擦干，以防酒水滴在客

人身上；倒酒时切忌左右开弓；倒酒时酒瓶不要拿的太高，倒完酒后，把瓶往右转动，以免

溅出杯外，也不要碰上酒杯，以免碰翻酒杯；到酒后，酒瓶不要从客人头上越过；倒啤酒，

可沿着杯壁倒下，速度不要太快。   

——要随时注意客人的饮酒情况：如看见客人杯中的酒水还有三分之一时，就要给客人

斟酒；切不可扥到客人空杯时，采购给客人倒酒；斟酒也要八成满。   

——主宾或主人离席发表祝辞时：主台服务人员在托盘内摆好红、白酒各一杯，待讲话

完毕时递给讲话人；客人去各桌敬酒时，服务人员应随其身后及时斟酒。  

6.3.4 高山流水服务   

    贵州民族高山流水敬酒，以顾客点单或询问后，按照不同民族风味进行，娱乐为主，切

忌大量灌酒。 

6.4 餐厅结账服务   

6.4.1 客人用餐完毕，结账前需要：  

——先问清不再需要什么时，可为客人开始结账；  

——再问清统一开账或分开账单。   

6.4.2 呈送客人账单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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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送账单前将发票与小票复核一下是否相符；   

——用收银盆或是收银夹送上账单，向客人说：“这是您的账单”；   

——报出账单上的价格。   

6.4.3 客人签字，应为客人指点签字处：“清将您的姓名和房号签在这儿。”并核实签名、

房号。   

6.4.4 收受现金要点清，并唱票。   

6.4.5 找零与发票，放置于收银盘或收银夹内一起交还客人。  

6.4.6 结账完毕后，向客人表示感谢。  

6.4.7 必要时，请客人填写征求顾客意见单。  

4.4.8 不收小费和客人馈赠的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