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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登录

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fa.gdedu.gov.cn 进入系统登录界面。

部分用户电脑进入系统网址时会出现以下画面，这是由于浏览器的兼容性问题导致的。

请使用 360 安全浏览器并将浏览器模式改为极速模式进行操作。

浏览器模式：在 360 浏览器网址输入窗口的右侧可选择浏览器模式，包括极速模式和兼容模

式两种，其中极速模式下操作系统最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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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密码修改

进入系统后，点击右上角“首选项”中的“密码修改”可对用户密码进行修改。输入原

密码和两次新密码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密码修改。

（二）插件安装

进入系统后，点击右上角的 下载系统运行所需要的插件进行安装。具体步骤如

下：

1. 点击 后点击 进入工具下载界面。

2. 点击 下载插件压缩包。

3. 下载完成后对压缩包 进行解压。

4. 解压完成后选择浏览器对应的插件，鼠标右键点击插件 选择打开方式，选择

使用浏览器打开。或者将插件拖至已经打开的浏览器网页中。

5. 点击添加完成安装

注：为保证用户操作系统的最佳体验，请安装 360 安全浏览器进行使用。360 安全浏览器和

360 极速浏览器的插件与谷歌浏览器插件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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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户注册

为了避免学校拥有多个食堂而造成用户混乱，系统统一分配用户给学校，再由学校创建

食堂用户才能进行上报。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 创建经营点

点击“经营点维护”中的新增进入食堂经营点创建页面，根据食堂的实际信息填写带红

点的必填项即可，其他内容无需填写。若学校拥有多个食堂，则需要创建对应数量的经营点。

 经营点名称：学校食堂的名称，若学校有多个食堂则需要设置好不同的名称，避免将来

混乱。

 速查码：快捷查询码，可自定义输入。

 经营点类型：包括“食堂”和“商店”两种。

 组织：学校的所属地区，点击输入框右侧的放大镜进行选择。

 学校：食堂的所属学校，点击输入框右侧的放大镜进行选择。

 学校负责人：该食堂在学校中的第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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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用户

点击“系统用户管理”中新增进入用户创建界面。依次输入用户信息并绑定“角色”、

“组织”、“学校”、“经营点”后点击保存，完成用户创建。

 登录账户：登录时所使用的账号，在系统中具有唯一性。如果系统中已经存在此登录用

户，系统将会发出提示，请使用其他账户创建。

 姓名：该用户的名称。

 角色：该用户能够使用的权限和功能绑定。

 状态：用户状态包括“启用”、“禁用”，选择“启用”时用户能正常使用，选择“禁

用”时用户将无法登录，系统默认选择“启用”。

 是否被登录锁定：用户登录限制，选择“是”后半小时内将限制用户登录，系统默认选

择“否”。

 组织：学校的所属地区，点击输入框右侧的放大镜进行选择。

 学校：食堂的所属学校，点击输入框右侧的放大镜进行选择。

 经营点：用户的所属经营点（食堂），点击输入框右侧的放大镜进行选择。



广东省学校食品安全监管系统

5

系统中的用户角色共有 4 种，分别是省厅用户、教育局用户、学校用户、食堂用户。根

据用户等级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以下四种：

 省教育厅用户：能够查看全省学校食堂数据和创建下面三种用户，并能对全省的用户进

行身份验证，但无法进行信息上报。

 教育局用户：能够查看管理辖区内所有学校食堂的数据和创建下面两种用户，并能对管

理辖区内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但无法进行信息上报。

 学校用户：能够查看学校内所有食堂的数据和创建食堂用户，并能对食堂用户进行身份

验证，但无法进行信息上报。

 食堂用户：只能进行信息上报和修改员工资料。

3. 用户登录验证

新创建的用户第一次登录时，会提示“该账号未完成实名制认证”，点击确定进入实名

认证界面。

输入账户使用者的身份信息后点击提交，等待上级用户审核后即可使用。



广东省学校食品安全监管系统

6

4. 用户审核

用户审核只有“学校用户”等级及以上的用户才能使用，并且只能审核自己的下级用户，

不能越权越区。核实信息无误后，选择需要审核的用户，点击“通过”完成审核。

5. 用户锁定

用户在登录时只要在 30 分钟内连续错误 5 次密码系统将自动锁定用户，等待 30 分钟后

系统将自动解锁；或者联系上级管理用户手动解锁，在“系统用户管理”找到需要解锁的用

户双击进入编辑界面，将“是否被登录锁定”改为“否”即可解绑。每次编辑用户信息时“登

录密码”均会被清空，需要重新设置“登录密码”才能保存。



广东省学校食品安全监管系统

7

二、学校食堂信息填报

“学校食堂信息填报”为学校食堂将自身的信息和情况对上级监管部门进行填报，其中

包括“基础信息上报”、“从业人员上报”、“晨检上报”、“每日检查上报”、“培训上

报”、“演练上报”和“检查与整改上报”共 7 个。系统通过“学校食堂信息填报”将数据

进行汇总分析，使监管部门能实时清晰的掌握学校食堂信息及情况。其中“晨检上报”和“每

日检查上报”需每天都进行上报，否则将产生预警。

点击左侧 中的 进入信息上报界面。

（一）基础信息上报

“基础信息上报”为学校和食堂基础信息的填报，其中包括“填报期间”、“归属学校”、

“基础信息”、“学校负责人”、“后勤负责人”、“食堂负责人”和“企业信息”。按实

际信息对表单内容逐一进行填写或选择，若食堂营业类型为自营，则无需填写“企业信息”。

填写完毕后按要求上传相关照片点击 完成上报。



广东省学校食品安全监管系统

8

（二）从业人员上报

1. 在“员工资料”已录入信息，点击 即可直接导入“员工资料”中的全部

信息。

2. 若“员工资料”中没有录入信息则点击 进行添加，点击 可通过身

份证读取器直接读取身份证信息；没有安装身份证读取器可通过人工输入。

3. 从业人员没有离职则无需填写“离职日期”，若有从业人员离职则需及时填写并上报。

（三）晨检上报

食堂管理员每日早晨对食堂从业人员晨检并进行上报，避免因人员健康而带来的食品安

全意外。

点击 增加人员列表。输入“卡号”、“员工编号”、“员工名称”后对身体症

状进行选择，完成后点击 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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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日检查上报

食堂管理人员每日对食堂各方面进行检查的记录上报。上报列表中共 23 项检查内容，

分别为经营条件 8 项，原料控制 7 项，加工过程 8 项。需每天都进行上报，否则将产生预警。

选择检查结果后输入“检查结论”、“处理意见”、“安全管理员签名”和“日期”，

点击 完成操作。

（五）培训上报

食堂进行培训后将培训内容进行上报。按监管部门要求，学校食堂每个学期应对食堂从

业人员进行 8 个课时的培训，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

对培训上报单据内容逐一进行填写，“培训内容”和“培训目的”可通过上方的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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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对文字格式进行编辑。输入完成后上传本次培训的图片和视频，点击 完成上报。

（六）演练上报

学校食堂将近期进行的安全演练进行上报，如消防演练、地震演练等。按监管部门要求，

学校应每半个学期或一个学期进行一次安全演练。

对演练上报单据内容逐一进行填写，其中“演练内容”和“演练目的”可通过上方的多

功能按钮对文字格式进行编辑。输入完成后上传本次演练的图片和视频，点击 完成

上报。

（七）检查与整改上报

学校食堂将监管部门对食堂进行检查的内容和结果进行上报，如若需要整改则在整改完

成后填写整改上报。“检查上报”与“整改上报”在同一页面中显示，可单独其中一项进行

上报。

1. 检查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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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查上报单据内容逐一进行输入，“是否整改”选项中选择“是”则需要填写“整改

内容”，选择“否”则无需填写。“检查内容”、“检查结果”和“整改内容”可通过上方

的多功能按钮对文字格式进行编辑。输入完成后上传本次检查的图片和视频，点击 完

成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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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改上报

选择本次整改所对应的检查单据后对整改单据内容逐一进行输入，“须整改内容”、“已

整改内容”和“整改结果”可通过上方的多功能按钮对文字格式进行编辑。输入完成后选择

本次整改结果，上传本次检查的图片和视频，点击 完成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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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宗食品价格上报

将食堂采购的大宗食品价格进行上报，其中分为食材和食品。点击“大宗食品价格上报”

中的“上报”按钮进入上报界面。上半部分为 6 种固定的食材，分别为米、油、盐、面粉、

猪肉、牛奶。下半部分为 20 多种食品，可选择其中的 10 种进行上报。

四、学校食堂后勤数据汇总

通过将学校食堂数据进行汇总制表，使监管部门能更直接清晰的掌握所属辖区内学校食

堂情况。与传统的汇总方式对比，更省时省力且更加精准，大幅度降低人为原因所带来的误

差。



广东省学校食品安全监管系统

14

（一）食堂状况汇总

“食堂状况汇总”中包括经营点总数、经营模式数量汇总、食堂等级汇总和从业人员总

数。可以明确的看到该组织内学校食堂数量的具体数据。

1. 点击“组织机构”旁的 选择需要查询的组织后点击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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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报表中的数值可直接查看其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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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右上方的 可直接对现已查询到的报表进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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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堂自查状况汇总

“食堂自查状况汇总”为学校食堂“每日检查上报”的情况汇总，只要食堂进行了“每

日检查上报”在汇总表中会显示为正常，如果没有上报则显示异常。

（三）大宗食品价格汇总

“大宗食品价格汇总”为学校食堂“大宗食品价格上报”的价格汇总，此汇总为该查询

区域内的平均价格，可通过选择“组织机构”和“时间段”来筛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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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堂培训汇总

“食堂培训汇总”为全部学校培训总次数以及培训信息的汇总，其中包括学校名、地址、

培训主题、培训日期、培训内容、培训人员和现在照片。只要学校进行“培训上报”都会在

此处显示。

（五）食堂检查状况汇总

“食堂检查状况汇总”为全部学校检查结果的汇总，其中包括了学校名称、地址、检查

单位、检查时间、检查内容和是否整改。与“检查上报”对应，为“检查上报”内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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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汇总表中的单据可直接查看该单据的详细信息

（六）食堂整改状况汇总

“食堂整改状况汇总”为学校整改结果的汇总，其中包括学校名称、地址、整改内容、

整改时间、整改结果和是否完成。与“整改上报”相对应，为“整改上报”内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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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企业承包状况汇总

“企业承包状况汇总”为学校食堂承包商信息的汇总，包括企业名称、营业执照、营业

许可证、法人代表、联系地址、企业负责人、联系方式和食堂承包数。

（八）不达标食堂汇总

“不达标食堂汇总”为各地区食堂总数与不达标的食堂总数的对比分析。其中包括组织

名称、经营点总数和不达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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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食品安全管理员信息汇总

“食品安全管理员信息汇总”为各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员信息汇总，其中包括学校总数、

组织名称、学校名称、地址、是否达到 500 人以上、安全管理员名称、安全管理员电话、证

件编号、等级和是否匹配。

（十）食堂晨检状况汇总

“晨检状况汇总分析”为每日进行“晨检上报”汇总。可通过汇总报表直接查看当天学

校是否进行“晨检上报”以及晨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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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校食堂后勤数据分析

通过云计算技术将汇总得到学校食堂信息进行分析后以分析图显示。使监管部门能更直

观且清晰的看到所属辖区内学校食堂情况，为制定针对性的工作计划提供依据。

（一）食堂数量分析

“食堂数量分析”是所属辖区内各地区学校食堂数量汇总。通过分析图能清楚的看到各

地区的学校食堂数量和各地区学校食堂数量的差距。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

的详细情况。

（二）食堂级别分析

“食堂级别分析”是学校食堂等级的汇总。可直观的看到各市学校食堂不同等级的数量，

从而进行比较。黄色代表 A 级食堂数量，蓝色代表 B 级食堂数量，红色代表 C 级食堂数量。

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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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堂升级率分析

“食堂升级率分析”为学校食堂升级比例分析。蓝色代表 C 升 B，黄色代表 B 升 A。监

管部门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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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堂降级率分析

“食堂降级率分析”为学校食堂降级比例分析。蓝色代表 B 降 C，黄色代表 A 降 B。通

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的详细情况。

（五）食堂自营承包等级对比分析

“食堂自营承包等级对比分析”为两个饼状分析图，分别为自营承包占比饼状分析图和

食堂级别占比饼状分析图。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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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食堂餐具配备分析

“食堂餐具配备分析”为学校食堂学生所使用的餐具配备分析。分为“学生自带”和“提

供餐具”两种情况，按占有比例通过饼状分析图展示。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

区的详细情况。

（七）从业人员比对分析

“从业人员对比分析”为食堂从业人员信息对比分析，分为“从业人员学历占比”饼状

分析图和“从业人员籍贯占比”饼状分析图。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的详细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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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食堂从业人员年龄段分析

“食堂从业人员年龄段分析”为食堂从业人员各年龄段人数的汇总分析，可以直观的看

出食堂从业人员各年龄段的人数。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的详细情况。

（九）食堂经营模式状况分析

“食堂经营模式状况分析”是学校食堂经营模式的汇总，其中分为自营承包两种，蓝色

代表自营，黑色代表承包。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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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企业承包状况分析

“企业承包状况分析”为企业承包学校食堂数量柱状分析图，可直观的看到各企业承包

了食堂的数量。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的详细情况。

（十一）不达标食堂分析

“不达标食堂分析”为学校食堂等级不达标数量的柱状分析图。可直观的看出地区食堂

等级不达标的数量和各地区之间的差距。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的详细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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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食堂检查分析

“食堂检查分析”为各地区学校食堂进行检查次数汇总分析。监管部门能清楚的看到所

属辖区内各地区学校食堂检查次数。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的详细情况。

（十三）食堂整改分析

“食堂整改分析”为各地区学校食堂进行整改次数汇总分析。监管部门能清楚的看到所

属辖区内各地区学校食堂整改次数。通过对组织机构选择即可查看到各地区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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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掌上监控

“智慧食安”手机 APP 是一款多功能、简单化的新型监管手机软件，集上报、阳光厨

房、食堂信息汇总、食堂状况分析、从业人员流动率、经营模式占比、食堂达标率，检查普

及率、整改完成率、食堂级别变化率、食堂餐具配备分析、食堂企业承包状况、不达标食堂

分析等功能于一身，无需在电脑面前即可随时随地的进行上报或查看食堂状况。

Android系统手机使用浏览器扫描下方图 1 二维码即可下载，IOS 系统手机在 app store

中搜索智慧食安即可下载。

图 1：请使用浏览器扫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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