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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陕市监发〔2019〕262 号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食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韩城市、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神木市、府谷县市

场监管局：

为进一步贯彻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和《国务院关于在全国

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要求，深化全省食品生产许可制

度改革，提高食品生产许可效能，推动食品生产监管工作重心向

事中事后监管转移，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决定在汉中市、商洛市开展食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依据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通

过简化许可资料、优化许可流程，缩短许可时限，提升许可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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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低风险食品生产采取“公开承诺”“先证后查”的方式，试

行承诺许可制，推行电子证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服务质

量，方便群众办事，提升食品生产许可工作便利化、智能化水平。

二、优化许可流程

（一）对低风险食品（含小作坊食品）生产试行承诺许可制

对申请生产低风险品种的食品生产企业，简化审批程序，试

行生产承诺许可制。

1.试行品种

食品生产企业：粮食加工品类别中的小麦粉、大米、挂面、

其他粮食加工品，茶叶及相关制品类别中的茶叶，蔬菜制品类别

中的蔬菜干制品、食用菌制品、其他蔬菜制品，水果制品（不含

蜜饯），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以及食糖分装、淀粉及淀粉制品分装。

食品小作坊：粮食加工品类别中的小麦粉、大米、挂面、其

他粮食加工品，茶叶及其相关制品类别中的茶叶，蔬菜制品类别

中的蔬菜干制品、食用菌制品、其他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炒货

食品及坚果制品。

2.许可流程

（1）行政许可部门在新开办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小作坊取得

营业执照后，其生产品种符合试行生产许可承诺制品种要求，且

提交的申请材料及《低风险品种食品生产承诺书》符合规定的，

当场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

（2）申请人不愿作出承诺的，应按原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3）对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应当场作出不予许可决定，书面

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予许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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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小作坊生产多个食品品种的，只要

一个品种不在试点承诺许可品种范围内，不得试行承诺许可制。

（二）精简许可申请材料

对通过内部监管信息系统能核验的材料予以精简。取消食品

生产许可申请材料中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将提交的制度改为制度

目录。取消食品小作坊许可申请材料中的营业执照和开办者身份

证复印件，将提交的制度改为制度目录。

1.申请食品生产许可，应当向申请人所在地县级以上行政许

可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

（2）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及其周围环境平面图、各功能区间布

局平面图、工艺设备布局图和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3）食品生产主要设备、设施清单（在申请表中填写）；

（4）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目录。包括进货查验记录、生产过程

控制、出厂检验记录、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不安

全食品召回、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制度。

2.申请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应当向申请人所在地县级以上

行政许可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申请书；

（2）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场所及其周围环境平面图和生产加

工各功能区间布局平面图；

（3）食品添加剂生产主要设备、设施清单及布局图；

（4）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目录。包括食品添加剂安全自查、进

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等规章制度。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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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行政许可

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1）申请书；

（2）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3）生产加工场所平面图；

（4）执行的食品标准复印件，无食品标准的提供食品原料、

辅料要求和生产工艺流程图等加工技术规范；

（5）有资质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

（6）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目录。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生产等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

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4.申请人应当如实向所在地县级以上行政许可部门提交有关

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在申请书等

材料上签名并盖章。

（三）缩短许可时限

对不试行承诺许可制的食品生产企业或食品小作坊办理食品

生产许可证，压缩许可时限。

1.食品生产企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3 个工作日内颁发许可

证。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5个

工作日，延长期限的理由及时间应及时告知申请人。

2.食品小作坊：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8个工作日内颁发许可证。

3.鼓励有条件的市、县根据地方实际，在保障食品安全和许

可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缩短许可时限。

（四）优化延续、变更与补办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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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试行承诺制许可食品生产在延续、变更与补办许可证时，

应当场办理。

1.申请延续、变更和补办食品生产许可或食品小作坊生产许

可的，应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食品生产许可或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延续、变更或补办

申请书；

（1）食品生产或食品小作坊生产变更许可事项有关材料；

（3）陕西省食品生产或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延续、变更或补

办承诺书。

2.对试行承诺许可制的食品生产者、食品小作坊在申请办理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延续或补办时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且书面报送《承诺书》，承诺符合食品生产许可条件的，

不再进行现场核查，当场向申请人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

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试点市要强化工作衔接，县级以上行政许可部门应在《食

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发放后 3个工作日

内，将行政许可、变更或延续等相关信息报送至负责日常监管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2.负责食品生产日常监管的机构应当对试行承诺许可制的生

产企业（或小作坊）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实

施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申请人所承诺事项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

3.经监督检查发现食品生产企业（含食品小作坊）存在厂房

设施设备、功能区间布局、工艺设备布局等与承诺不符且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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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食品安全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撤销其行政许可。

四、工作要求

1.提高工作认识。试点市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

署，明确职责分工，注重工作衔接，确保食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有序开展；要根据本通知要求，研究制定改革试点的实

施方案，及时调整完善细化相关制度措施和工作流程，并做好试

点政策解读宣传工作。

2.完善信息化管理。公开食品生产许可办理程序，实现全过

程公开、透明、可追溯；完善食品生产许可信息化系统，确保食

品生产许可申请、受理、审查、发证、查询等全流程网上办理。

通过信息验证等程序，公示食品生产许可电子证书。

3.严格风险管控。对食品生产许可工作中发现的新问题、新

情况，特别是新业态、新模式，要加强调查研究，适时组织开展

食品安全风险状况和关键风险点评估，以包容审慎的原则，严控

食品安全风险。试点市要加强对食品生产许可改革工作的跟踪掌

握和检查指导，及时协调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重大问题要及

时报告。

五、其它事项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 30日后执行，且有效期为 5年。

附件：

1.陕西省低风险品种食品生产许可承诺书（式样）

2.陕西省低风险品种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承诺书（式样）

3.陕西省食品生产许可延续（变更）承诺书（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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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陕西省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延续（变更）承诺书（式样）

5.《关于开展食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政策

解读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12 月 24 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40-84﹝2019﹞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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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陕西省低风险品种食品生产许可承诺书（式样）

我是 （单位名称） 负责人 。我郑

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所提交的所有材料信息真实、

准确。

（二）已按照《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

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食品安

全标准对本单位人员管理、制度建设、场所布局、设施设备、工

艺流程等进行了逐项自查，符合所有条件、标准和要求。

（三）如有违反或作出的承诺不实的，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并接受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单位名称： （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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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陕西省低风险品种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
承诺书（式样）

我是 （食品小作坊名称）负责人 。

我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办理《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所提交的所有材料信

息真实、准确。

（二）已按照《食品安全法》《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

贩管理条例》《陕西省食品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对本单位的人员管理、制度建设、场所布局、设施设备、

工艺流程等进行了逐项自查，符合规定条件、标准和要求。

（三）如有违反或作出的承诺不实的，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并接受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食品小作坊名称： （盖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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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陕西省食品生产许可延续（变更、补办）
承诺书（式样）

我是 （企业名称） 负责人 。本单

位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为： ，有效期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现申请食品生产许可延续（变更、补办），

为此，我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办理延续（变更、补办）《食品生产许可证》所提交的

所有材料信息真实、准确。

（二）本单位生产场所、环境，生产设施设备，生产设备布

局和工艺流程、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均未发生

变化，符合《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

许可审查通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

（三）如有违反或作出的承诺不实的，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并接受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企业名称： （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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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陕西省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延续（变更、补办）
承诺书（式样）

我是 （食品小作坊名称）负责人 。

本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编号为： ，有效期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现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延续（变

更、补办），为此，我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办理延续（变更、补办）《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所

提交的所有材料信息真实、准确。

（二）食品小作坊生产场所、环境，生产设施设备，生产设

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均未发生变化，符合《食

品安全法》《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陕西省

食品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

（三）如有违反或作出的承诺不实的，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并接受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食品小作坊名称：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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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关于开展食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政策解读

一、背景依据

进一步贯彻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和《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

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要求，深化全省食品生产许可制度

改革，提高食品生产许可效能，推动食品生产监管工作重心向事

中事后监管转移，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目标任务

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依据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通

过简化许可资料、优化许可流程，缩短许可时限，提升许可效能。

对部分低风险食品生产采取“公开承诺”“先证后查”的方式，试

行承诺许可制，推行电子证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服务质

量，方便群众办事，提升食品生产许可工作便利化、智能化水平。

三、主要内容

（一）对低风险食品生产实行承诺许可制

1.遴选原则：结合我省食品生产的基本情况，选择安全风险

较低（参照静态风险分值），工艺相对简单，质量安全可以通过生

产者自律、市场竞争和消费者自我判断就能够有效保证安全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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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品种。对申请生产这些品种的生产企业或食品小作坊，简

化审批程序，试点生产承诺许可制。其生产品种符合试点食品生

产许可承诺制要求的，当场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小

作坊生产许可证》。

2.食品生产企业试点品种：粮食加工品类别中的小麦粉、大

米、挂面、其他粮食加工品，茶叶及相关制品类别中的茶叶，蔬

菜制品类别中的蔬菜干制品、食用菌制品、其他蔬菜制品，水果

制品（不含蜜饯），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以及食糖分装、淀粉及淀

粉制品分装。

3.食品小作坊试点品种：粮食加工品类别中的小麦粉、大米、

挂面、其他粮食加工品，茶叶及其相关制品类别中的茶叶，蔬菜

制品类别中的蔬菜干制品、食用菌制品、其他蔬菜制品，水果制

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二）精简许可申请材料

取消了食品生产许可申请材料中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将提交

的制度改为制度目录。取消了食品小作坊许可申请材料中的营业

执照和开办者身份证复印件，将提交的制度改为制度目录。

（三）缩短许可时限

对实行承诺许可制以外的食品生产许可决定由 18 个工作日

改为 13 个工作日内颁发许可证。对实行承诺许可制以外的食品小

作坊办理许可由10个工作日内颁发许可证改为8个工作日内颁发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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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延续和变更程序

对食品生产许可、食品小作坊许可的延续、变更和补发，在

申报材料、现场核查两方面提出了精简的具体规定。

四、注意事项

一是先行在汉中市、商洛市开展试点工作。要求试点市要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

注重工作衔接，确保食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有序开展；

二是完善信息化管理。确保食品生产许可申请、受理、审查、

发证、查询等全流程网上办理。

三是严格风险管控。对承诺制许可过程中新问题、新情况，

特别是新业态、新模式，要加强调查研究和风险评估，及时协调

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