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生意通知和登记表
1. 通知原因
✓ 请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



关闭现有的注册食品生意



更改所有权和/或企业名称信息（不翻新/装修）



更改住址



共用场所内新建食品生意（请提供由主要食品生意业主填写的《共用经营场所许可》表
– 见附件 A）




在其他地方政府部门登记的新移动食品企业
（请附上其他地方政府部门出具的《食品生意登记证书》）

 需要在坎宁市建造和登记的新移动食品生意

（请填写附件 B）


新建固定位置食品生意或所有权的变更并需要翻新/装修
（请填写附件 C）



在住宅从业（在申请之前需要获取开发许可 ）



其他（请具体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业主联系方式
姓：
名：

职务：

出生日期：

住址：

不接受生意地址：

邮编：

固定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件：
公司：
经营场所地址：

邮编：

商业名称：

曾用 商业名称：

ABN/ACN：

3.经营信息（食品生意通知）
注意：下述信息若发生任何变更，食品生意的经营者均必须通知坎宁市政府。在做出任何变更之前，必须向坎宁
市提供新信息。该信息的任何变更均可能会影响该食品生意所属的类别。

3.1 您属于哪一个生意类型？
✓ 请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




制造企业/加工企业





零售企业

 移动食品经营者

 食品服务


经销商/进口商



包装企业



仓储



运输



饭店/咖啡馆

小吃店/外卖


包办宴会



旅馆/汽车旅馆/宾馆



酒吧/酒馆

 食堂/厨房

送货上门



慈善或社区组织



送货上门



其他：

下述企业需要提交食品安全计划 — 在开展商业
运营之前，必须将该计划提交给坎宁市政府。
 医院/疗养院


托儿所



流动餐车

本人将遵守提交食品安全计划的要求

3.2 请描述拟建立的食品生意所涉及的食品种类和制作工序 。
食品种类 ，例如：咖啡馆风格食物，包括意大利面、汤、海鲜和肉菜…...）：
制作工序，例如，为烹饪、烤、油炸、茶和咖啡等准备生鲜农产品（肉，蔬菜，谷物）等原料 。

3.3 您是否提供、生产或制作下述任何食物?
✓ 请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


已制作好的即食食品



婴幼儿食品



冷冻食品



面包、糕点或蛋糕



生肉、家禽或海鲜



鸡蛋或其制品



加工过的生肉、家禽或海鲜



乳制品



发酵肉制品



预制沙拉



肉馅饼、香肠卷或热狗



酒精饮料



三明治或面包卷



其他：



软饮料/果汁/咖啡/茶



生水果和蔬菜



糕点糖果

通知人声明
本人作为本申请书的下述签字人在此同意，在本人的许可证获得批准并被纳入相关证明文件和市
政官员要求的其他任何信息或文件中之前，本人不会在该场所开展任何食品处理、销售或生产
活动。
本人进一步声明，本申请中所包含的信息在所有方面均是真实正确的。如果申请人是公司，签字
人员必须表明其公司职务。

姓名（全称）：

签字：

日期：

公司职务
（如适用）

请注意：填妥的《食品营业场所通知表》必须在申请时递交至坎宁市政府，同时支付 60 澳元的食
品生意通知费。对于需要装修验收和登记的场所，需在登记时支付 220 澳元。

付款方式 1

当面交付 现金或电子转账 (EFTPOS)
1317 Albany Highway, CANNINGTON (Cnr George Street West)

付款方式 2

支票
邮寄至：City of Canning Locked Bag 80, WELSHPOOL WA 6986 （支票收款人为
City of Canning）

付款方式 3

信用卡
* 信用卡付款时，将加收 0.46% 的附加费*

如果表格填写不完整，则不予处理，并且会延迟您的申请

本人（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授权坎宁市
政府从下述银行卡中扣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60 澳元通知费或 220 澳元计划登记
和评估费）：
请选择适当的银行卡类型：

□

Mastercard

□

Visa

□

借记卡

卡号：*

卡上的全名：

*

到期日：

*

电话号码：

*

签字：

*

提交日期：

*

/

/ 20

/

/ 20

Office Use Only
Date Received
Amount Received
Account Number

(62) 18404.904 (GST exempt)

附件 A

共用经营场所许可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of Cann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Services
Locked Bag 80
WELSHPOOL WA 6986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下述登记食品生
意 的 业 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非另有书面
通知，否则，本人在此同意下述生意/业主根据下述条件在本登记食品经营场所营业：
1.每周天数（画圈）：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
2.在许可日的营业时间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限制进入的场所区域（如适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其他（请具体指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用经营场所的生意：
生意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业主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业注册号（AB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允许单独实体使用该场所时，本人接受下述内容：
i)

作为该场所的负责人，如果执法机构发现任何与登记食品生意在本场所内开展的活动相关的不合规行为，本人可
能需要承担责任或相应法律责任。

ii)

本人将负责场所内的所有维修工作，无论该维修内容是否由该单独实体的行为所导致的（这是我和该实体之间的
民事案件）。

iii)

本人负责确保和该实体正式签订适当的书面协议和程序，以确保任何一方的食品生意均不会妨碍对方应承担的合
规责任。

iv) 本人确认，其他实体可以使用包括固定洗手盆、双盆洗碗槽、清洁准备工作台和烹饪设施在内的全套清洗设施。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必须在本申请表中附上您的《食品法登记证书》

附件 B

建立流动食品生意申请

✓/ ×

核对清单 - 需要在提交之前确认
已经附上了一份楼层比例平面图和标高。
已经附上了地板、墙面和屋顶表面的详细信息。
已经附上了所有设备、台顶阶、货架和排气管的规格说明和成品说明。
在按比例绘制的平面图上标示车辆的型号、模型和车牌号。
本人理解，本人所获得的经营流动食品车的许可范围仅限于获许可的大型活动，本人无权在不属于特定
或有组织的大型活动管辖的公共停车场、专用区或
道路上或路边开展经营。
本人声明，本人将会一直购买与登记流动食品业务有关的最低 1000万 澳元的公共责任险。本人确认，
如果本人没有购买此类保险，则本人在坎宁市的食品车将被视为无效。
已经附上了当前公共责任险证明书（最低保额 1000 万澳元）。
本人将持有并始终展示本人的《食品法登记证》和参加有组织的大型活动所需的
由大型活动组织者出具的许可证。
本人将会提供市政官员要求或指定的其他任何信息或文件。

年检费用

下述检验费用将会按年收取，无需在申请时支付
高风险 食品企业 = 375.50 澳元
“高风险” — 包括生产和处理食品的场所，
比如，餐饮店、托儿所、疗养院、酒店等。

中等风险 食品企业 = 375.50 澳元
“中等风险”— 包括生产和处理食品的场所，例如，咖啡馆、
午餐吧、超市、餐馆、肉店、面包店。

低风险 食品企业 = 187.70 澳元
“低风险”包括不进行食品准备工作或仅开展很有限的食品准备工作的场所
（比如，水果和蔬菜店、报刊店、销售预包装食品）

家庭日托 = 135 澳元

附件 C

建立固定场所食品生意的申请

✓/ ×

核对清单 - 需要在提交之前确认
已经附上了一份楼层比例平面图和标高。
已经附上了地板、墙面和屋顶表面的详细信息。
已经附上了所有设备、台顶阶、货架和排气管的规格说明和成品说明。
本人在开始经营活动之前，将会安排由市环境卫生服务局实施最终的装修后验收。

已经附上了排气管合规证明，以确认其安装符合 BCA 部分 F4.12 和 AS/NZS 1668.1 以及 AS 1668.2
的规定（如适用）。
本人已经从坎宁市政府规划服务局 (Planning Services) 取得了将拟用场地用作食品生意的适当许可。申
请编号：
本人已经从市建设服务局 (Building Services) 取得了实施该装修工程的许可，或已经提交了该建筑许可
申请。申请编号：

本人将会提供市政官员要求或指定的其他任何信息或文件。

本人已经支付了 220 澳元的下述费用：计划登记和评估费。

年检费用

下述检验费用将会按年收取，无需在申请时支付
高风险 食品企业 = 375.50 澳元
“高风险” — 包括生产和处理食品的场所，
比如，餐饮店、托儿所、疗养院、酒店等。

中等风险 食品企业 = 375.50 澳元
“中等风险”— 包括生产和处理食品的场所，例如，咖啡馆、
午餐吧、超市、餐馆、肉店、面包店。

低风险 食品企业 = 187.70 澳元
“低风险”包括不进行食品准备工作或仅开展很有限的食品准备工作的场所
（比如，水果和蔬菜店、报刊店、销售预包装食品）

家庭日托 = 135澳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