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予变更登记 (备 案 )通 知书

)·

穗 工 蔺 (市 局 )内 变字 【2017】 第 01201706130098号

金药坊健康产业 (广 州 )有 限公司
经审查,申 请变更 (备 案 ):
具 体 经 营项 目申报 ,章 程 备 案 。

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 ,符 合法定形式 ,我 局诀定准予变更登记 (备 案 )。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一七年六月十五 日
详细变更 (备 案 )内 容
原登记变更 (备 案 )事 项

登记变更 (备 案 )事 项

营养健康咨询服务 ;植 物提取物原料的加 工 (
不含许可经营项 目,法 律 法规禁止经营的项
目不得经营 );植 物提取物原料 的销售 (不 含
许可经营项 目,法 律法规禁 止经 营的项 目不
得经营 );谷 物 、豆 及薯类批发 :谷 物副产 品
批发 ;茶 叶作物及饮料作物批发 ;水 果批发 川攵
购农副产 品 ;互 联网商品销售 (许 可审批类商
品除外 )∶ 互联网商品零售 (许 可审批类商品
除外 );商 品批发贸易 (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蔺 品零售贸易 (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
食 品添加剂批发 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 ;保
健食品批发 (具 体经营项 目以 《食品经营许可
证》为准〉;预 包装食品批发 ;散 装食 品批发
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 ;医 疗诊断 、监 护及治疗
设备批发 ;谷 物磨制 ;蔬 菜加 工 ;水 果和坚杲加
工 ;豆 制品制造 ;米 、面 制品制造 ;速 冻食品制
造

保健食品批发 (具 体经营项 目以 《食品经营许
可证》为准)许 可类医疗器械经营 }医 疗诊断
、监 护及治疗设备批发 ;谷 物磨制 ;水 果和坚
杲加 工 ;豆 制品制造 ;米 、面制品制造 ;速 冻食
品制造 ;散 装食品批发 ;预 包装食品批发 :蔬 菜
加工 ;精 制茶加 工 孚1韦 刂
品制造 ;糕 点、面包制
造 (不 含现场制售 );烘 焙食品制造 (现 场制
售 );饼 干及共他焙烤食 品制造 (不 含现场制
售 );糖 果、巧克力制造 ;其 他调味品 、发酵
制品制造 ;蜂 蜜营养制品制造 :保 健食品制造
冷冻饮 品及食用冰制造 ;非 酒精饮料 、茶叶
∶
批发 ;非 酒精饮料及茶叶零售 I碳 酸饮料削造
;瓶 (罐 )装 饮用水制造 ;果 莱汁及果菜汁饮
料制造 ;含 乳饮料和植物蛋 白饮料制造 :固 体
饮料制造 ;茶 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 ;谷 物 、豆
及薯类批发 ;谷 物副产 品批发 :茶 叶作物及饮
料作物批发 ;水 果批发 ;互 联网蔺品销售 (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商 品批发贸易 (许 可审
批类商品除外 );商 品零售贸易 (许 可审批类
商品除外 );食 品添加剂批发 ;非 许可类医疗
器械经营 :植 物提取物原料 的销售 (不 含许可
经 营项 目,泫 律法规禁 止经营的项 目不得经
营 );营 养健康咨询服务 ;收 购农副产品 ;互 联
网商品零售 (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植 物提
取物原料 的加 工 (不 含许可经营项 目,法 律
法规禁止经营的项 目不得经营 )∶ 糖精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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