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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族宗字[2021]8 号

宽城满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关于民族事务行政许可事项按照“告知承诺”

方式改革的告知

为进一步做好民族事务行政许可事项改革有关工作，根据

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冀民委发[2020]16 号文件精神，按照省政府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部署，民族事务行政许可事项“清

真食品专用包装物和清真标志的审核”按照“告知承诺”方式

进行改革，现就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 告知对象

1、已取得清真标志并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包括内部清真

食堂）、单位(包括内部清真食堂)和个人。

2、拟新开办并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包括内部清真食堂）、

单位（包括内部清真食堂）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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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告知事项

（一）民族事务行政许可事项“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和清

真标志的审核”按照“告知承诺”方式进行改革。

（二）民族事务行政许可事项设定的法律依据。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清真食品的专用包装物和清真标志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审核后印制。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清真食品专用包装

物用于非清真食品，不得私自转让或出售。

三、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和清真标志审核“告知承诺”工

作办理流程。

请各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单位和个人接此告知后按下列

工作流程自行网上下载专用表格并提供告知承诺的相关资料后

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办理“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和清真标志的

审核”承诺告知相关事宜（办公室电话：6862223，相关表格请

到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hbkc.gov.cn/“行

政权力”专栏下载,办理有困难的可联系工作人员直接来局办

理）。

流程

1、申请人填写申请书（附后）；

2、申请人承诺（附承诺书样本）。

填写承诺书 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告知承诺书，并对下列内

容做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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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不良信用记录或未曾做出虚假承诺；

（2）已经知晓民族事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3）符合民族事务行政许可事项相关条件要求；

（4）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

（5）承诺意思表达真实。

承诺书的生效 申请人与民族事务部门均在告知书上签字

并加盖公章后告知承诺书即生效。

承诺书管理 生效的告知承诺书一式二份，一份作为民族事

务部门做出决定的依据，一份由申请人留存。

3、受理和决定受理：

（1）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书和申请材料符合规定要求的，

民族宗教事务局立即受理。

（2）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书和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要求

的，或提供资料不齐全的民族宗教事务局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

要提供合规和补齐的全部内容。

决定： 符合条件的民族宗教局做出许可决定。

四、申请书、清真标志、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审核告知承

诺书（格式样本附后）

2021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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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事务行政许可事项申请书

宽城满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我现向你局申请

（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或清真标志的审核）事项告知承诺办理，

并按相关要求提供承诺材料。

请予办理

申请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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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标志审核告知承诺书 (单位)
一、基本信息

承诺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民族：

身份证：

生产经营场地及详细地址:

二、行政审批机关告知

（一）事项名称

清真标志的审核

（二）设定证明的依据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清真食品的专用包装物和清真标志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审核后印制。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清真食品专用包装

物用于非清真食品，不得私自转让或出售。

（三）应当具备的条件和要求

1.从业人员中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达到一定的比例。

2.主要管理人员中必须配备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

员。

3.原料采购、主要烹任、仓库保管等关键岗位必须配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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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员。

4.清真食品的运输车辆、计量器具、检验工具、储藏容器

和加工、出售场地必须专用。

5.清真标志上的文字和图形不含有清真饮食习惯少数民族

禁忌的内容，并且所使用的文字和图案符合相关要求。

（四）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

1.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有清真饮食习惯的从业人员名单、联系方式并提供身份

证原件和复印件。

3.关键岗位人员名单、联系方式并提供身份证原件和复印

件。

4．已使用或拟使用的清真标志图片。

(五)承诺的法律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民族事务行政许可告知的条件和要求,

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民族事务部门将在承诺许可

决定做出 30 个工作日内,依法进行检查,对经核查不符合或者

未达到相关条件、标准和要求的,将依法撤销有关许可决定,发

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一切法律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六)虛假承诺的责任

申请人不实承诺的失信信息将纳入统一社会信用信息系统。

对与承诺内容严重不符,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办理的有关事项,

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三、申请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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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承诺如下：

（一）申请人无不良信用记录，所提供资料真实有效；

(二)已经知晓民族事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自身已符合民族事务部门告知的条件、要求;

(四)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并愿意接受相应的依法

处理;

(五)本人承诺：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核查、核验

并在办理承诺许可决定后自愿接受民族事务部门的现场核验和

日常监督检査。

(六)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

(七)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达。

承诺单位(盖章) 审批部门(盖章)

日 期： 日 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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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标志审核告知承诺书 (个人)
一、基本信息

承诺个人：

姓 名：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生产经营地址：

二、行政审批机关告知

（一）事项名称

清真标志的审核

(二)设定证明的依据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清真食品的专用包装物和清真标志应 当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 部门统一审核后印制。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 将清真食品专用包

装物用于非清真食品，不得私自转让或出售。

(三)应当具备的条件和要求

1.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个人必须是有 清真饮食习惯的少

数民族公民;

2.清真标志上的文字和图形不含有清 真饮食习惯少数民

族禁忌的内容,并且所 使用的文字和图案符合相关要求。

(四)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

1.营业执照和个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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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使用或拟使用的清真标识图片。

(五)承诺的法律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民族事务告知

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 任。民族事务部

门将在承诺许可决定做出 30 个工作日内,依法进行检查,对经

核查 不符合或者未达到相关条件、标准和要求的,将依法撒销

有关许可决定,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一切法律后果由申请人自

行承担。

(六)虛假承诺的责任

申请人不实承诺的失信信息将纳入统一社会信用信息系统。

对与承诺内容严重不符,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办理的有关事项,

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三、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承诺如下

(一)本人无不良信用记录，提供资料真实有效；

(二)已经知晓民族事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自身已符合民族事务部门告知的条件、要求;

(四)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并愿意接受相应的依法

处理;

(五)本人承诺：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核查、核验

并在办理承诺许可后自愿接受民族事务部门的现场核验和日常

监督检査。

(六)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

(七)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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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个人签字盖章： 审批部门盖章：

日 期： 日 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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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审核“告知承诺书”

一、基本信息

承诺单位/个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生产经营地址：

二、行政审批机关告知

(一)事项名称

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的审核

(二)设定证明的依据: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清真食品的专用包装物和清真标志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审核后印制。生产经营清真食品

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用于非清真食品，不

得私自转让或出售。

(三)应当具备的条件和要求

1.已取得使用清真标志资格的清真食品企业、单位和个体

工商户；

2.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上的文字和图案不含有清真饮食习

惯少数民族所禁忌的内容，并且所使用的文字和图案符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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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四)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

1.企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取得使用清真标志资格情况（说

明）,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实际需要情况（说明）等;

2.已使用或拟使用的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设计图案及印制

成品样品。

(五)承诺的法律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民族事务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

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民族事务部门将在承诺许可决定作出

30 个工作日内,依法进行检查,对经核查不符合或者未达到相

关条件、标准和要求的,将依法撤销有关许可决定,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的,一切法律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六)虚假承诺的责任

申请人不实承诺的失信信息将纳入统一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对

与承诺内容严重不符,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办理的有关事

项,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三、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承诺如下

(一)本人无不良信用记录，提供资料真实有效；

(二)已经知晓民族事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自身已符合民族事务部门告知的条件、要求;

(四)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并愿意接受相应的依法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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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人承诺：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核查、核验

并在办理承诺许可后自愿接受民族事务部门的现场核验和日常

监督检査。

(六)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

(七)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达。

承诺单位/个人签字(盖章)： 审批部门盖章：

日 期： 日 期：

（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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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事务行政许可事项“告知承诺”
材料补正通知书

申请人名称 ：

年 月 日，我局收到你（单位）申请 （清真食品专用

包装物或清真标志的审核）所报送的相关承诺资料后，依法进

行了审核，发现你所报送的相关承诺资料不全（或不符合相关

法律规定），具体存在问题及需补正的内容如下：

1.

2.

3．

4.

请您接此告知书后按相关要求补齐补正材料

特此告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

丰宁满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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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事务行政许可事项决定书
编号: NO. 号

（申请人全称）：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向我局提出（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物

或清真标志的审核）告知承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我局受

理后，经审核，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第十四

条的规定，决定准予你(单位)使用(清真标志或清真食品专用包

装物)，样本附后。

特此决定

宽城满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年 月 日

注： 1.本决定一式两份，申请人、决定机关各执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