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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经营者名称 杭州奕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件号码）

91330483MA2D0T8M26

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职务

金奇峰 汉族 大学本科
330184199212
011634

15858119
809

负责人/经营者

食品安全管理员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职务 专职

金奇峰 汉族 大学本科
330184199212
011634

15858119
809

负责人/经营者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五洲路6号7幢303室

经营场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五洲路6号7幢303室

实体门店  

外设仓库地址

主体业态

网络经营   

如开展网络经营，请填写网站地址: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
经营

 
是否餐饮配套服务

 

学校（托幼机构）内  
校园周边(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一百米范
围内)

 

直营连锁食品经营企业  
就餐人数300人以下单位食堂（含300人）

 

学校类型(限学校食堂填写)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是

否

是 否

食品销售经营者 餐饮服务经营者 单位食堂

商场超市：

大型（＞2000㎡）

中型（＞200，≦2000

㎡）

便利店（≦200㎡）

食杂店（＜200㎡）

食品批发经营者

无实体门店食品经营者

特大型餐饮（＞3000㎡）

大型餐饮（＞500㎡，≦3000

㎡）

中型餐饮（＞150㎡，≦500

㎡）

小型餐饮（＞50㎡，≦150

㎡）

小微餐饮（≧5㎡，≦50㎡）

中央厨房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学校食堂

托幼机构食堂

建筑工地食堂

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养老机构食堂

医疗机构食堂

其他食堂

内部配送中心

是 否 网络销售 网络订餐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普高 职高 中学 小学 特殊教育学校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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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项目

预包装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销售

特殊食品销售

其他食品销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

生食类食品制售

糕点类食品制售

自制饮品制售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含熟食制品）销售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含熟食制品）销售

保健食品销售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其他类食品销售（仅限网络食品经营者及第三方平台）

热食类食品制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简单加工制作）

冷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简单加工制作）

生食类食品制售

生食类食品制售（简单加工制作）

糕点类食品制售（含裱花蛋糕）

糕点类食品制售（不含裱花蛋糕）

糕点类食品制售（简单加工制作）

自制饮品制售（含生鲜乳饮品）

自制饮品制售（不含生鲜乳饮品）

自制饮品制售（简单加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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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副本数（份） 1 从业人数 1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工作从业人
员数（人）

0 取得健康证明数（人） 1

主体类型    

邮寄联系方式

接收快递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接收快递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食品安全设施设备配置情况

序号 设施设备名称 数量 放置位置 备注

0 货架 2 大厅

2

3

4

5

6

7

8

9

10

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个体工商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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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申请表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如有不实之处，本人（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
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2.过去五年内，本人担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所在的食品经营单位，不存在被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
形；未有法律规定的食品安全禁止从业的情形。

3.本人（单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申请人签字（盖章）：

（申请人为企业性质的加盖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保证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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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单位负责人： 时间： 年 月 日

为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营造食品安全环境，构建诚信和谐社会，本单位特

向社会公开承诺：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食

品行业规范，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诚信经营的观念。

二、严格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三、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对从业人员进行

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上岗前全部取得健康证明。

五、严格执行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认真履行索证索票、进货查验义务，并

定期对本企业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六、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相关禁止性规定，不经营有毒有害、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要求的食品。

七、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有证据表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立即停

止经营，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严格按规定制订并执行召回计划，并向所

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对召回的食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防止再次流

入市场。

八、经营保健食品，依法单独建立保健食品台账，划定专区专柜，并注明“保

健食品销售专区（或专柜）”字样，并在专区显著位置标明“保健食品不得代替药

物”字样。

九、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或发生食品

安全事故的，立即停止经营活动，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并向所在地市场监

管部门报告。

十、严格贯彻落实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食品经营企业主体责任。

本单位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

督，承担社会责任。

食品销售单位食品安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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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委托 毕家扬 （代表或代理人姓名）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名称）
杭州奕笙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申请相关手续。

委托事项及权限：

1、  

2、  

3、  

4、  

5、其他委托事项及权限（请详细注明）：

委托的期限：自 2020  年 10  月 30  日 至  2020  年 11  月 29  日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联系方式：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18858167550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委托人签字或加盖公章：营业执照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委托书

同意 不同意   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同意 不同意   修改自备材料中的填写错误；

同意 不同意   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同意 不同意   领取《食品经营许可证》和有关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