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咆哮者”续： 
• 售量：对每人每天允许销售四 (4) 升 
• 分销：容器必须由许可证持有人予以提供

及灌装（消费者不得自备容器进行灌装），

容器必须保证清洁卫生。 
请注意：法律允许经销商向您提供或出售盛装容器。 

 
外带酒水 

您可以出售外带的密封安全的酒类容器。酒水饮料

不需要装在制造商的原始容器中，但您所使用的容

器不得带有配在吸孔或吸管孔的盖子。酒水饮料必

须由员工进行装袋。酒水饮料必须与店内准备的食

物相搭配。限量：196 盎司（5.8 升）啤酒；1 升烈

酒；1.5 升葡萄酒。您还必须严格遵守所有当地的法

令。 
 

酒类许可证不可转让 
任何所有权的变更或股权的转让均必须在变化之前

向本局报告。您的酒类许可证必须在出售或转让业

务时予以注销。新的业务所有者必须在销售任何酒

类之前申请并获得自己的许可证。 
 

酒类只能从获得授权的经销商处购买 
您只能从获得授权的批发商或经 Liquor Control 
Division 许可的自我分销制造商处购买酒类。 

 
啤酒必须在某一地理区域内购买 

所有批发商均会有一个地理区域，在该区域内允许

他们销售某些品牌的啤酒。您有责任确保您是从正

确的经销商处完成的购买。 
 

其他许可 
标准咖啡馆许可证的持有人（"出资人"）可以持有

店外餐饮业许可证、餐厅许可证或季节性露天许可

证。   
 
注意：本指南适用于 CGS § 30-22a(a) 所规定的咖啡

馆许可，并不完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咖啡馆许可

（例如铁路咖啡馆、大学咖啡馆等）或康涅狄格州

工艺咖啡馆许可。 

您的 eLICENSE 帐户 
请使用本局提供给您的用户名设置您的 eLicense 帐
户。您可以使用您的 eLicense 帐户来更新您的许可

证、注销您的许可证、更新您的联系信息、提交表

格以及对您的许可证进行某些变更。  
www.elicense.ct.gov 
 

保持最新的信息 
您有责任与本局保持最新的联系信息，包括电子邮

件地址和电话号码。本局会与您沟通联系，发送您

的许可证，并通过电子邮件提醒您更新许可证。 
如果您对关于您的餐厅许可证有任何疑问，请

拨打以下电话联系我们： 
代理调查/投诉 (860) 713-6210 
新的申请 (860) 713-6200 
更新许可证 (860) 713-6200 
权益/股权转让 (860) 713-6210 

 
 

本手册仅为一份快速参考指南。 
有关您的酒类零售店许可证的完整信息，

请参阅 
Connecticut General Statutes （康涅狄格州基

本法规）第 30 条以及 Connecticut State 
Regulations （康涅狄格州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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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许可证的法定经营时间** 
周一至周四 

允许饮酒：上午 9:00 至凌晨 1:00 
可能会开放，但禁止饮酒：上午 6:00 至上午 9:00 

周五和周六 
允许饮酒：上午 9:00 至凌晨 2:00 

可能会开放，但禁止饮酒：上午 6:00 至上午 9:00 
周日 

允许饮酒：上午 10:00 至凌晨 1:00 
可能会开放，但禁止饮酒：上午 6:00 至上午 10:00 

严禁 
在暂时吊销期间，店面不得继续营业。店面必须完

全关闭并停止营业。 

**地方城市和城镇条例可能会有更多限制** 

许可证定义  请参阅 Connecticut General Statutes 
§ 30-22a(a) 

 
许可证要求 

 
每年更新 您的许可证必须每年都更新。会向您所

记录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一封提醒邮件。

您的许可证上也会印有有效期。作为许
可证更新的要求部分，您必须每年都要
接受当地消防队长的消防检查。  

 
许可证存档记录 每年您的新许可证均必须在镇书记办公

室备案。书记员会在许可证原件上盖章，

并留存一份复印件存档。许可证在加盖

公章后才会启用。  

装裱许可证  您的酒类许可证必须装裱 
并悬挂在  以进行保护，并悬挂在  
显眼处 店内显眼的位置处。 
  
许可证持有人标志 许可证持有人的名字必须显示在一个标

志上，悬挂在店内的主要入口旁边，并

且从人行道或街道上均可以清楚地看到。 
 例如：     Michael Brooks 
 许可证持有人 
 
递送 除非在收到时，店家在发票上签字，并

注明商店的商品名称、许可证持有人的

姓名和员工的签名或姓名首字母缩写，

否则任何许可证持有人均不得接收任何

酒类的递送。允许使用橡皮印章。 

   

橡皮印章示例：  
接收人 
Main Street Liquors 
Michael Brooks，许可证持有人 
日期： _______________ 
由：   ________________ 

酒类发票   必须在店内保存 2 年的酒类发票记录。

可根据要求，给予书面许可，将发票保

存在其他地方。 
 
酒类储存 必须始终保有一处经批准且可封闭的区

域，其大小足以容纳所有库存的酒类饮

品。 
 
年龄声明 员工应对任何人均执行此要求  
表格 年龄存疑的人员均需要在年龄声明表格

上签字。此表格只能与所出示的身份证

明一起使用。填好的年龄声明表格必须

保存在店内。  
 
桶装生啤酒    龙头系统的啤酒管道必须每周清洗一次， 

并记录在记录卡上。龙头手柄必须与从

酒桶中抽出的是同一品牌（除非使用通

用手柄）。 

重新灌装 即使品牌相同， 
酒和葡萄酒瓶也不得重新灌装。酒和

葡萄酒必须从批发商或制造商提供的

原始容器中倒出。 

严禁销售之情形 向未成年人销售。（21 岁以下） 
向醉酒的人销售。 
在法定营业时间之前或之后销售。 
向其他酒类许可证持有人销售。 
 

**注意：如果您怀疑顾客为未成年人或处于醉酒
状态，则您有权拒绝销售。** 

吸烟    禁止任何形式的吸烟行为， 
包括所有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这些

系统包括电子   (1)  香烟、(2)  雪茄、(3) 
小雪茄、(4) 烟斗，(5) 和水烟。 

员工 员工可能年满 16 岁，但必须年满 18 岁
才可以销售和提供酒类。 

 
日常记录 您必须在店内保留 

日常记录和每月的食品和酒类销售总

额，保留为期两年。 
 
食品  在您的店开放的大部分时间内，  
要求 您均应向顾客提供食品，以供其在

店内消费。在店内或附近的外部供

应商所提供的食品也应遵守此要求。 
 

禁止的酒水促销活动 
开放式酒吧 除非有客户租用了私人派对场地， 

否则不允许。 
歧视  如果酒类促销 

存在年龄、性别、性取向或其他受

保护分类方面的歧视，则“女士”之
夜等活动会被禁止。任何允许的促

销活动（例如，"欢乐时光"）必须

适用于所有顾客。 
饮酒游戏  不允许 

饮酒游戏或以酒作为奖品的游戏。 
无底洞活动 “无底洞含羞草”、“欢乐时光无限畅饮”

等均为禁止的促销活动。   
 

赌博 
除非获得 CT Lottery Corporation 的允许和 DCP 的许

可，否则不允许在店内进行任何形式的赌博（例如，

骰子游戏、体育博彩、老虎机）。 
 

允许喝酒 
您可以每次为一个人提供两杯酒水。一壶或一瓶葡萄

酒必须供多人享用。 
 

场外销售桶装生啤酒（咆哮者） 
在以下条件下，允许出售密封容器中的桶装生啤酒

供场外消费： 
• 法定营业时间（与酒类零售店相同）：周

一至周六上午 8:00 至晚上 10:00；周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6:00 （*除非当地法令另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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