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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536）
现将第1536批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经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批准，获得使用商品条码资格的企业）名单公布如下：（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二年）

详情可至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www．ancc．org．cn）查询

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北京科兴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兴盛世纪食品有限公司
青牛(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东田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裕华酒业有限公司
北京丝浓科技有限公司
淮北市天骏商贸有限公司
莒县昊利印刷厂
江苏飞耐时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百灵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秉宏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精钢兴塑胶模具厂
深圳市奥奇锁业有限公司
二版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甘和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利基鸿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世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辉达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溢恩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万卷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深圳伟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普斯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之鹰高尔夫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欧莱仕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佳香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冉红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卡伊菲尔童装商行
茂名市茂港区羊角镇盈利来花生加工厂
南澳县永源盛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洛南县永青核桃专业合作社
陕西安康牧美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市斯乐酒厂
玛曲雪原肉业有限公司
张桂林
梅县天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会市运鸿木业有限公司
广东香恋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鹤山市共和镇平岭胜发五金塑料灯饰厂
潮州市湘桥区光翼电器配件厂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新锦发针织工艺厂
潮安县嘉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好帮手日用品厂
广州诺美达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鲁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口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安北方兄弟酒业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草原馨牛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金都宏发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天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岛县东村海珍品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宏麟食品有限公司
招远市河西果蔬食品有限公司
江阴市蓝晶玻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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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华夏庄园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东海县黄川镇东财粮食加工厂
靖江市品仙园果蔬有限公司
江苏尚香食品有限公司
淮安市清河区福泉君食品加工部
镇江龙脑豆制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温馨纸业有限公司
温宿县天山红林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尉犁县众望纺织有限公司
阿克陶县奔达棉业有限公司

畜牧产业化分公司
库车中天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鄯善县绿康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库车县金朋果品专业合作社
铁岭市海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静海县金鹏灭蝇器厂
北镇市沟帮子金秋食品厂
东港市万钧制米厂
天津市红桥区北海实业公司

文体用品分公司
天津核生科技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格尔登寺
绵阳市鸿腾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兴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雷柯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琼中圣一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
成都市郫县新兴线缆厂
武隆县桐梓山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新疆阿魏保健饮品厂
锦州金山凤鸣制酒有限公司
上海东利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东翔针纺织有限公司
沈阳博学教育课程编码学习法研发中心
揭东县地都郑盛食品经营部
山东岱银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恒川拓业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市望慧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山里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庄稼人粮食有限公司
抚州津博啤酒有限公司
涡阳县刘家发三粉加工专业合作社
安徽金丰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宁国市雁荡茶叶专业合作社
青岛奇妙卡通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普尔普勒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凯能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优利客食品有限公司
临沂市兰山区彩乐玩具销售部
临沂清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曹县朱家小磨香油厂
乳山市天堂虫子鸡养殖场
东营市洁保化学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潍坊鸿凯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祺月童车有限公司
连云港国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钟楼区荷花叶莉莉梨膏糖商店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华旺食品厂
宜兴市丁蜀镇康乐茗陶瓷经营部
江都市武杨米厂
江都市麦利特食品厂
江都市龙川面粉有限公司
江都市美好家园鞋业有限公司
扬州中英兴塑业有限公司
苏州捷俊仪器有限公司
金湖陇西堂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优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佩科思实业有限公司
泰兴市泰源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酷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事域(上海)有限公司
宝应高湖蛋品厂
宝应县夏集镇丰谷粮食加工厂
湖北戴尔比得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圆缘源语言教学科技有限公司
玉田县黑猫王农民专业合作社
湖南恒惠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雷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丽江市古城区藏巴拉山珍食品有限公司
宣威市果霖饮料厂
腾冲县和顺鑫生态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百家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美倍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宁市燎原新群泰制衣厂
普宁市流沙耶利亚制衣厂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桂安弹簧厂
韶关市程氏米面制品厂
潮安县彩塘镇鸿永五金厂
湛江市维斯康健保健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名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立翔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蓝蓝塑胶制品厂
重庆毕兹卡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阿兴家快餐有限公司
重庆双丰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市李三米业有限公司
重庆长源饲料有限公司
南京红鲨嘴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道吉面料有限公司
南京辉弘超市有限公司
湖南诺伊尔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泉州皇星轻工有限公司
长乐京鹤制衣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侯县立康医疗用品厂
罗源县月辉塑胶有限公司
福建永泰几何工贸有限公司

福州零客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鸿源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绿可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汉川市华鑫蜂业专业合作社
山东妙赛食品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金典生态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聊城市东昌府区华强妇幼用品商行
高唐县清平镇旺盛花生加工厂
茌平县胜利食品加工厂
峄城区永富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寿光环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威海佳沅服饰辅料有限公司
枣庄小伴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枣庄甘霖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经纬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蓉酒厂
珠海市双周日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之骄洋伞有限公司
深圳市红飞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动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峡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和黄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亮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肯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喜多多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思胆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遵义红舰绿色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万邦图书城有限公司
桐梓县杨腊香腊肉食品加工厂
天津百昱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辽宁荷香五粮米业有限公司
铁岭市柳枝雨天然水有限公司
辽宁天赢蔬菜有限公司
凌源市东山世田养鸭专业合作社
阜新市太平区竟一食品厂
新疆羌都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穗峰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龙腾果蔬分公司
集安美的庄园酒业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金土果源食品有限公司
新疆万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列得维分公司
大连良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磊莲商贸有限公司
易县兰宝牧业有限公司
万全县宣平堡乡宣平堡村升华养殖场
镇江飞钓钓鱼用品有限公司
滁州市百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蒙城县南望槐种植专业合作社
涡阳县丰润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辉珠宝有限公司
江西省嘉祖食品有限公司

余干县江埠乡新街裕丰纸品厂
江西明旺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佳禾米业有限公司
沧州鼎盛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平定县弘祥商贸有限公司
汾阳市杏花村镇大汾收酒业有限公司
兴县弘艺书苑十美书法格专利

创意产业协会
山阴县恒兴农牧专业合作社
平遥县闫良庄村禄丰厚养殖专业合作社
运城市芙绒纸业有限公司
运城市盐湖区舜皇黄粉虫发展中心
托克托县裕吉醋业有限公司
阿尔山市顺发商业贸易有限公司
内蒙古锦泰森纸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丰谷水稻专业合作社
深圳市快来宝贝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双宝康达商贸中心
同江市同阳河米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创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展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梧桐山瑞田塑料五金来料加工厂
深圳市鑫泰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速达盛世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斯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童伴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伊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亿家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伟仁百诚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奥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山市金口河区粮油总公司
峨边宜坪丽华食品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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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 000 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小灵通，只需拨打 4007000690 号码，您
提出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
出的是疑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
诚！

4007 000 690真诚为您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电话：84295477
传真：84295483

厂商名称

本版编辑 曾金华 赵学毅

电子邮箱 jjrbzbsc@126.com

提示：本版投资建议仅供参考，据此入市，

风险自担。

“汽车板块整体业绩平稳回升，多家
上市公司发布中期预喜预告，有些公司
增速在 50%以上。”中信证券研究部分析
师许英博指出，国机汽车预增 105%，长
安汽车预增在 130%左右，庞大集团、比
亚迪等因去年同期基数偏低，业绩增速
亦较快。

Wind 数据显示，申银万国行业分类中
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共有 57家上市公司
发布2013上半年业绩预报，其中，续盈的有
4 家，预增的有 14 家，略增的有 15 家，扭亏
的有5家；略减的有10家，预减的有5家，首
亏的有 3 家，续亏的有 1 家。合计来看，汽车
类上市公司“报喜”占比达到三分之二。

截至 7 月 24 日，有长城汽车、亚太股
份、江铃汽车、精锻科技、安凯客车、万丰奥
威、风帆股份等 7 家上市公司发布中期业
绩快报，净利润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其
中 长 城 汽 车 2013 年 上 半 年 营 业 收 入
264.17 亿元，同比增长 44.45%，归属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88 亿元，同比增长
73.70%，增速排名靠前。

预告显示，一汽轿车预计上半年实现

净利润 5.5 亿元至 7.5 亿元，超过市场预期；
长安汽车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12.6 亿元至
13.6 亿元，同样好于市场预期。“从多个维
度来看，上半年汽车行业增速超过预期，提
升显著。”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常璐指出，
节能补贴的范围维持在高位水平，加之刺
激政策退出效应得以消化，汽车行业已恢
复自身正常的增长速度。

海通证券研究所数据指出，今年以来
（2013 年 1 月 1 日-7 月 19 日），乘用车板块
上涨 13.70%，客车板块上涨 16.14%，汽车
零 部 件 板 块 下 跌 5.75% ，卡 车 板 块 下 跌
16.46%，汽车服务板块下跌 11.73%。沪深
300 指 数 下 跌 13.18% ，卡 车 子 板 块 跑 输
大盘。

“板块走势出现分化，比如乘用车、客

车板块分别跑赢指数 18 个和 30 个百分点，
零部件基本跑平，货车小幅跑输 2 个百分
点。”常璐表示，事实上分化明显的情况一
直存在于个股情况中，举例来说，新品、
SUV 以及新能源板块相关个股表现突出，
而预期业绩增速较低的个股则表现较弱。

“国务院连续多次常务会议提出支持
节能环保相关产业，在 7 月 12 日的会议上
又提出，政府公务用车、公交车要率先推广
使用新能源汽车，同步完善配套设施。”许
英博表示，如此看来，新能源汽车是未来产
业发展的战略取向，考虑配套、成本、示范
效应等因素，新能源客车当前产业化程度
最高，预计未来推行新能源客车、限期淘汰
黄标车等政策将不断强化和落实。“推广新
能源公交车对节能减排的效果明显，政策
推行力度有望超预期。”

常璐同样认为，由于节能补贴政策的
延续并提高、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酝酿
调整以及基础设施的逐步推进等因素支
撑，下半年节能与新能源政策仍旧具备释
放空间。“新能源公交客车将成为下半年的
主要增长点，有望获得政策进一步扶持。”

汽车板块：上半年业绩“跑”得稳
下半年节能与新能源政策仍具释放空间

□ 本报记者 姚 进

本报讯 记者谢慧报道：日前，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流通分会、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主办的纺织下游企业

“纱线期货座谈会”在北京召开，相关行业组织负责人及
纺织下游企业代表就棉纱期货开发及大商所棉纱期货合
约规则进行了讨论。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李正强表
示，在国家加强棉花市场调控、进口纱线冲击国内市场的
新形势下，推出纱线期货、形成市场公正价格并为企业提
供避险工具已是当务之急。

继今年年初提交纱线期货立项申请后，纱线期货开
发正式启动。大连商品交易所农业品事业部副总监李强
介绍，据现有方案，大商所纱线期货合约初定以普梳 32
支和 40 支棉纱为交易标的，通过升贴水扩大交割范围；
根据现货市场实际及发展趋势，以国标为基础制定期货
交割质量标准；根据现货企业生产特点，合约月份设为
12个连续月份，方便现货企业套保操作。

“目前纱线期货已具备了上市基本条件，一是纱线市
场化程度比较高，价格充分竞争，没有市场垄断；二是纱
线标准也比较健全，易于检验；三是纱线期货交易目前是
顺畅的，不存在政策的限制。”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
朱北娜表示。

“上市棉纱期货可提高纺织行业市场化水平，是必然
趋势。”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高勇表示，在后续研
究中，建议对相关基础数据做进一步测算。

纱线期货合约标的初定

本报北京7月24日讯 记者常艳军报
道：经过近一周酝酿后，金价于 7月 22日成
功上破1300美元/盎司整数位置，随后金价
再次挑战 60 日均线，并连续 4 个交易日上
涨。国内方面，截至 7月 24日收盘，上海黄
金交易所 AU（T+D）收于 268.65 元/克，上
涨2.04元/克；沪金主力1312合约上涨1.40
元/克，涨幅为0.53%，报收于267.75元/克。

“欧洲数据强于预期、美国制造业大幅
萎缩、美国成屋销售数据不佳等情况，令市
场看到美国经济加速复苏的情况似乎没有
预期中好，美元指数展开回调整理，为金价
上行提供了动能。”北京黄金交易中心首席
分析师张磊表示，上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的证词符合市场预期，仍维持宽松言论，这
使得美国国债收益率下滑，降低了黄金投
资的机会成本。

金顶集团金融分析师张强认为，近期
黄金保持在上涨节奏中，主要是受前期空
头势力获利了结所致。“再加之，黄金在创
出近三年的新低后，相对到达合理的投资
区域，更多的人开始关注黄金，随着市场参
与率的增加，黄金市场开始活跃。”

不过，在宽松政策退出不确定的情况
下，金价前景似乎也不宜乐观，前期的上涨
并不能有效说明黄金已经完全转入涨势。
黄金 ETF 仍呈资金流出状态，或将压制金
价上行空间。

金价“四连阳”后市存压
本报北京 7 月 24 日讯 记者何川报

道：在前两个交易日接连走高后，今日创业
板指延续了强势表现，一鼓作气冲上 1200
点关口，逼近约 3 年前的历史峰位 1239.60
点。截至收盘，创业板指报收 1203.31 点，
较 前 一 交 易 日 上 升 24.72 点 ，涨 幅 为
2.1%。全日创业板成交金额达 347.09 亿
元，比前一交易日增加了 6.42%。

从个股上看，创业板当日交易的 337
只股票中，有 256 只收盘报升，领先的华谊
兄弟、汉威电子等 14 只个股均涨停。报跌
的有 78 只股票，天山生物以 3.01%的跌幅
居首。云意电气等 3只股票当日收平。

除创业板指之外，中小板指也连涨 3

日，报收于 4921.46%，上涨了 0.67%。与
中小市值品种相比，大盘股行情较为弱
势 。 上 证 综 指 报 收 2033.33 点 ，下 跌
0.52%，深证成指报收 7935.85 点，也跌了
0.35%。

巨丰投顾分析师丁臻宇认为，7 月汇
丰制造业 PMI 预览值跌至 47.7，创 11 个月
来新低，表明宏观经济仍较为疲软，这是诱
导大盘下挫的主要因素。而招商银行再融
资获批，也将使得二级市场资金面承压。
创业板指再度走出新高格局，显示出资金
对于优质题材的挖掘已经形成模式和思
路，优质题材的低价、低估、补涨股或将与
大盘走势独立。

创业板指再创年内新高

本报北京7月24日讯 记者温宝臣报道：京东方今
天发布公告称，拟定向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460 亿元，
主要投向京东方合肥 8.5 代氧化物 TFT 生产线、鄂尔多
斯 5.5 代 AMOLED 生产线、重庆 8.5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
生产线等在建项目以及在合肥新规划的触摸屏生产线，
抢占新型显示战略先机，同时对接全球触摸屏的巨大市
场需求。

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定向发行，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六个月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告披露，在定向投
资者中，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将以所持北京 8.5
代线的股权认购本次发行股票，合肥建翔将以现金及债
权合计 60 亿元认购股票，而重庆渝资拟以现金 63 亿元
实施认购。

京东方拟融资 46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