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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写目的 

本文档目的是为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的市场主体

用户提供参考。 

2. 基本概念 

1. 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是企业登记机关依照法律规定条件和程序，核发给市场主体用来

证明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凭证，是企业具备市场主体资格的

唯一合法凭证，也是企业从事一般行业营业资格的基础和凭证（工商企注字

〔2017〕175号）。其格式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一规定。 

2. 纸质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要记载登记事项，包括名称、地址、负责人、资金数额、经济成

分、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从业人数、经营期限等，又称之为照面信息（数

据）。其最好的载体是纸,相对于电子营业执照这一概念，将其称之为纸质营业

执照,具有权威性、凭证性、规范性等特点。 

3. 电子营业执照 

电子营业执照是指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统一标准

规范核发的载有市场主体登记信息的法律电子证件。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

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市场主体取得主体资格的合法凭证。（《电子营业执

照管理办法（试行）》国市监注〔2018〕249号）。电子营业执照具有市场主体

身份认证、电子签名功能。与纸质营业执照相比，除具有纸质营业执照的特征

外，还具有安全性、通用性、载体的可分离性、公开性等特点。电子营业执照

的使用不依附于特定的存储介质。可以保存在手机等移动终端（例如电子营业

执照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也可以保存在符合统一标准的实体介质卡

中，包括但不限于电子营业执照标准卡（下称标准卡）、地方政务卡（下称政务

卡）、带有金融功能的电子营业执照联名卡（下称联名卡）等载体上。 

4. 电子营业执照文件 

电子营业执照文件是指按照全国统一版式和格式记载市场主体登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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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加签数字签名的电子文档。  

5. 电子营业执照应用程序 

电子营业执照应用程序是指由市场监管总局提供的，安装并运行在手机等

智能移动终端上，支撑电子营业执照应用的软件。 

6. 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是指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3. 电子营业执照发放规范 

3.1. 发放范围 

电子营业执照发放范围为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3.2. 发放对象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后首次领取和下载电子营业执照，以及办理变更登记后

重新领取和下载电子营业执照，应由经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

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各类企业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下称法定

代表人）领取和下载。合伙企业有数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应当协商决定

由一名执行事务合伙人领取和下载合伙企业电子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领取电子营业执照后，可自行或授权其他证照管理人员保管、

持有、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市场主体对其电子营业执照的管理和授权使用行为

的合法性、真实性、合理性等负责。 

3.3. 发放形式 

市场主体主要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下载并使用电

子营业执照。首先在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中搜索并安装电子营业执照微

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然后在小程序中下载电子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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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安装 

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是发布在微信 APP上或支付宝 APP

上，其部分手机操作系统，只需要安装了微信 APP上或支付宝 APP都可以安装

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 

4.1. 微信小程序安装 

微信小程序安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用微信扫“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

序”二维码安装，第二种是在微信中搜索“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安装。

下面是“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二维码： 

 

微信中搜索“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安装步骤： 

1）打开微信 APP，主页里找到“发现” 

2）在“发现”的最下方点开“小程序” 

3）在“小程序”里搜索中输入“电子营业执照”即可以查询处 “工商电

子营业执照” 

4）点击“工商电子营业执照”即可以安装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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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支付宝小程序安装 

支付宝小程序安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用支付宝扫“电子营业执照支付

宝小程序”二维码安装，第二种是在支付宝中搜索“电子营业执照支付宝小程

序”安装。下面是“电子营业执照支付宝小程序”二维码： 

 

支付宝中搜索“电子营业执照支付宝小程序”安装步骤： 

1）打开支付宝，主页里找到“朋友” 

2）在“朋友”的最上方点开“小程序” 

3）在“小程序”里查找中输入“电子营业执照”，查询出“电子营业执照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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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即可以安装电子营业执照支付宝小程序。 

 

 

5. 电子营业执照功能 

5.1. 下载执照 

法定代表人是电子营业执照的默认领取人。手机版电子营业执照的首次领

取只能由法定代表人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完成。法定代表人领取手机版电子营

业执照后，可自行或授权证照管理人员保管、持有、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者证照管理人员可授权办事人持电子营业执照办理相关的政务、商

务、公共服务等业务。证照管理员和办事人经过授权后可下载电子营业执照并

使用。 

其下载流程主要分为以下几步： 

1) 进行人脸识别，只有通过人脸识别才可以下载执照；如果人脸识别不通

过，需要到当地的工商柜台下载电子营业执照（人脸识别后，在三个小时内下

载电子营业执照不需要重新人脸识别）。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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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人脸识别后，选择公司所在的登记地，然后选择公司名称就可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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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电子营业执照。 

   

3) 如果在下载电子，需要阅读《执照下载声明》。如果本 APP上有多个执

照并且修改过密码，下载时需要输入修改后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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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照下载成功后，可以继续下载其他的执照；也可以修改本手机当前

APP已经下载的所有执照的密码，或者返回主页进行其他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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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出示执照 

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市场主体可以实现电子营业执照的出示，电子

营业执照真伪性验证等功能。 

1) 市场主体到工商（或其他政府部门）办理业务，打开电子营业执照小程

序，持照人点击“出示执照”，窗口工作人员用扫码枪扫描出示的条形码、二维

码，窗口就会收到市场主体身份真实性的验证结果，包括市场主体的电子营业

执照信息。 

2) 电子营业执照还可以面对面验证，用于证实市场主体的身份。让对方扫

码，用户 A打开工商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点击“出示执照”生成条形码、二

维码，用户 B则用工商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的“扫一扫”扫描条形码、二维

码，扫码成功后，用户 B工商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上会显示该市场主体的电子

营业执照信息（执照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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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出示的为办事人申请使用的电子营业执照，扫描二维码后，可以看

到该办事人被授权的详细信息，点击“查看执照”可以看到授权执照的执照样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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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形码、二维码、验证码的有效时间是 5 分钟。 

5.3. 查看执照 

1) 选择您需要查看的电子营业执照，验证通过后您可以查看到电子营业执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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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执照变动”中可以查看到本市场主体电子营业执照的名称变更、法

定代表人变更、执照注销、执照删除、手机变更等执照变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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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执照领用情况”中，您可以查看到本公司已领用的所有执照以及详

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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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扫一扫 

整个业务流程中用到“扫一扫”的功能主要有：PC端扫码登录，验证电子

营业执照，打印电子营业执照，等 3个功能。 

1) 验证执照： 

对于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出示的电子营业执照，社会公众同样可以通

过小程序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对方手机的电子营业执照二维码或条形码，

小程序将连接至工商总局的电子营业执照验证系统，验证对方手机上的电子营

业执照真伪。若出示电子营业执照一方为该企业的办事人员，小程序还将同时

反馈该办事人员的身份信息、被授权办理事项内容和被授权使用电子营业执照

时间，供接收方查阅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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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扫码登录： 

① 用小程序的“扫一扫”扫描应用系统中的登录二维码，比如全程电子化

登记电子签名系统显示的企业登录的二维码。 

 

② 选择电子营业执照进行验证，验证通过后，点击“授权登录”，PC 端即

可登录该企业。 

   

③ PC 端登录成功后，可以进行电子签名等后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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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印执照： 

①  在电脑浏览器上输入 https://zzapp.gsxt.gov.cn/AppServer/show.jsp,选

择打印电子营业执照，用本 APP 扫描 PC 端出示的打印电子营业执

照的二维码。 

https://zzapp.gsxt.gov.cn/AppServer/show.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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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 APP 上选择要打印的电子营业执照并进行验证。 

③  验证成功后，在电脑端将显示电子电子营业执照，可以保存后打印

或者直接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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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执照空间 

执照空间中主要可以查看到与本手机当前 APP 已经下载了的执照有关的一

些内容和操作，主要有：本机执照，挂失执照，修改密码，删除执照等。 

1) 本地执照： 

即本手机当前 APP 已下载的所有电子营业执照。点击“公司名称”可以查

看该执照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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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挂失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证照管理员经过人脸识别后，可查询出本人名下在微信小程

序和支付宝小程序已下载的所有执照记录，选择需要挂失的执照进行挂失操

作，挂失完成后原执照将失效，已挂失执照可重新认证后下载。 



 

23 
 

   

3) 修改密码： 

修改的是本手机当前 APP 已经下载的所有的执照的密码。分别输入旧密码

和新密码，点击“确定”即可修改成功。密码修改成功后，下载新的执照时需

要录入修改后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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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删除执照： 

选择需要删除的执照，并进行验证，验证成功后即可删除，该执照删除成

功后，如果想要继续删除其他执照，则点击“继续删除”，如果想要进行其他的

操作，则点击“返回主页”，然后选择其他功能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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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证照管理员管理 

法定代表人领取手机版电子营业执照后，可自行或授权证照管理员对该电

子营业执照进行日常的管理和使用。一个公司只允许添加一名证照管理员。 

证照管理员：被法定代表人授权保管、持有、使用电子营业执照的人员。 

下级授权：该证照管理员添加，删除，修改办事人的权限。 

1) 添加证照管理员： 

法定代表人录入证照管理员的相关信息和相应的权限。信息保存成功后，

该证照管理员可以去下载执照并进行使用。如果该公司已有一个证照管理员，

则不允许添加。如果想要添加新的证照管理员，需要删除原来的证照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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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管理员信息： 

如果发现该管理员信息有误，法定代表人可以去修改管理员的姓名、身份

证号、手机号，如果该证照管理员已经下载执照，则身份证号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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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删除证照管理员： 

点击执照详细信息页面的“删除管理员”，即可删除成功。证照管理员删除

成功后，其已经下载的电子营业执照都会自动失效，管理员添加的办事人和授

权事项都被失效。证照管理员不能再下载电子营业执照。 

4) 收回管理员的执照： 

如果证照管理员已经下载了执照，法定代表人有权收回该执照。执照收回

成功后，证照管理员已下载执照将失效，该证照管理员添加的办事人和授权事

项都被失效，证照管理员并且不能再下载该执照。收回管理员的执照与删除证

照管理员的功能区别时再授予证照管理员权限时，不需要重新录入证照管理员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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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办事人用照管理 

办事人：被法定代表人或者拥有“下级授权”权限的证照管理人员授权持

电子营业执照办理相关的政务、商务、公共服务等业务的人员。 

1) 添加授权信息： 

法定代表人或者拥有“下级授权”权限的证照管理员录入授权信息并选择

被授权的办事人（如果该办事人不在列表中，或者企业没有办事人，则需要添

加），授权信息保存成功后，办事人可以去下载相应的执照，还未生效的授权信

息可以下载，但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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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消授权： 

在授权信息列表点击某一授权事项是“详细信息”可以查看该授权事项的

详细信息，也可进行取消授权操作。授权被取消后办事人下载的该执照将被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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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办事人： 

法定代表人或者拥有“下级授权”权限的证照管理员录入办事人的相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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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办事人信息： 

如果发现该办事人的信息有误，法定代表人和拥有“下级授权”权限的证

照管理员有权对其进行修改，如果该办事人已经下载过本公司或其他公司的电

子营业执照，则证件号码和手机号不能修改，如果想要修改必须先取消该办事

人名下的所有授权。 



 

32 
 

   

5) 删除办事人： 

查看办事人的详细信息，点击“删除办事人”即可删除成功。办事人被删

除后，其在该公司的所有授权均失效。 

6. 电子营业执照应用 

6.1. 市场主体内部管理 

6.1.1. 法定代表人领取电子营业执照 

1.领取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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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可以使用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下载执照。微信小程序领

取执照流程为：打开微信，主页里找到“发现”，在“发现”的最下方点开“小

程序”，在“小程序”里找到“工商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打开应用，点击“下

载执照”，输入法定代表人姓名，身份证号，预留手机号，之后按提示通过实名

认证后输入默认 PIN码 123456即可下载执照。支付宝小程序领取执照流程为：

打开支付宝，主页里找到“朋友”，在“朋友”的最上方点开“小程序”，在

“小程序”里找到“工商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打开应用，点击“下载执照”，

输入法定代表人姓名，身份证号，预留手机号，之后按提示通过实名认证后输

入默认 PIN码 123456即可下载执照。 

6.1.2. 法定代表人授权证照管理员领取电子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在领取电子营业执照后可以将电子营业执照交由公司的证照

管理人员，由证照管理人员负责电子营业执照日常的管理和使用。具体方式是

法定代表人登录电子营业执照 APP，输入证照管理人员的身份信息，明确授权

内容，包括是否可以出示执照、是否可以授权他人使用等等；证照管理人员通

过电子营业执照 APP，经过身份认证后，下载执照，进行执照的日常管理和使

用。证照管理员领取电子营业执照的流程请参考 5.1.1法定代表人使用微信小

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下载执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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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授权办事人领取电子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者拥有“下级授权”权限的证照管理员录入授权信息并选择

被授权的办事人，授权信息保存成功后，办事人可以去下载相应的执照。授权

办事人领取电子营业执照的流程请参考 5.1.1 法定代表人使用微信小程序或支

付宝小程序下载执照的方法。 

6.2. 应用模式与流程 

6.2.1. 出示执照 

业务场景 

①打开小程序 ②出示执照

企业用户 政府部门

③扫描二维码

④验证：

· 企业是否存续

· 办事人是否为执
照有权使用人

⑤返回核验结果，按需返
回企业照面信息/公示信息

工商部门

⑥验证结束，继
续下一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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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核验指的是，市场主体办事人员通过 APP 获得电子营业执照使用授权

后，到相关部门办理业务时，通过出示二维码的方式，供相关部门扫码核验市

场主体身份，包括：市场主体是否存在并存续；如不是法定代表人，再核验市

场主体关于办事人的授权信息，即办事人是否为电子营业执照的有权使用人。 

6.2.2. 市场主体身份认证（应用登录） 

业务场景 

 

市场主体身份认证指的是，市场主体使用电子营业执照登录网上业务系统

时，业务系统调用电子营业执照应用系统进行市场主体身份认证的过程。 

6.2.3. 网上行为确认 

市场主体网上行为确认，指的是市场主体办理业务时，使用电子营业执照

对业务数据进行电子签名后提交，业务部门通过验证电子签名确认该业务行为

是本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市场主体网上行为确认包含两部分内容：一，市场

主体不能否认他办理过业务的事实，即：该业务确实是使用本市场主体电子营

业执照办理的，而非他人假冒的；二，市场主体不能否认他提交的业务数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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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即：该数据确实是经本市场主体电子营业执照电子签名提交的，且未被他

人篡改的。 

6.2.4. 打印执照 

市场主体领取电子营业执照后，可以通过电子营业执照 APP导出电子营业

执照打印件，由市场主体自行打印，用于信息展示和材料提交。具体流程看

“扫一扫”部分的“打印执照”功能介绍。 

6.3. 应用范围 

1.市场主体在下列电子政务活动中，需要解决身份认证、责任认定的，应

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使用电子营业执照： 

1)网上申请办理工商登记业务、年报业务(或即时报送材料)等； 

2)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章、网上亮照等； 

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等； 

4)工商对市场主体经营的监管等； 

5)其他电子政务服务。 

2.在下列社会公共服务中，需要解决身份认证、责任认定的，鼓励按照国

家和总局有关规定使用电子营业执照： 

1)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开展的社会公共服务； 

2)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开展的金融服务； 

3)档案、会计、审计等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开展的社会公共服务； 

4)其他社会公共服务。 

3.市场主体在下列电子商务活动中，需要解决身份认证、授权管理、责任

认定的，鼓励使用电子营业执照： 

1)设立各类网络交易平台、信息服务平台的； 

2)电子商务活动中交易各方认为需要使用电子营业执照的； 

3)其他利用网络开展的电子商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