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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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
现将第1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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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上海峻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桃江县乡味园食品有限公司
濮阳市伍和食品有限公司
太和县少伯日化洗涤厂
邳州市银化商贸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区雪堰漕桥腾骏粮食加工厂
晋江市安海吉利达特香包食品厂
武夷山好茶人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西坪龙珍茶叶加工厂(普通合伙)
福建省安溪县西坪崇德茶厂
龙海市海澄首缘萝卜食品厂
福建正泰春茶叶有限公司
湖南欣科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友健食品厂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公司
石家庄奥盛达商贸有限公司
长春世外桃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山西太原市仙聚德食品有限公司
大石桥市水源牛耕田水稻专业合作社
本溪市平山区舒鑫食品厂
廊坊市安次区老马瓜子厂
西宁华韩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林康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普通太阳能有限公司
深圳追流风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欣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盟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松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桂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阿里山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祥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德荣油脂有限公司
深圳市纽曼安普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吕氏土特产商行
上海新闽融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景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寨县分公司
天长市祥瑞米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无为县徽盛食品有限公司
东至县祁乡园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肥市海林食品工贸有限公司
建阳市佳友竹木制品厂(普通合伙)
晋江市新鸿泰紫菜专业合作社
晋江市梦得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田县闽珍食品加工厂
武汉千湖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乡津津食品有限公司
龙泉驿区西河镇蜀兴腌渍菜半成品加工厂
岐山县秦源食品有限公司
岚皋三溪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西乡白岩茶业有限公司
临渭区华商商行
陕西硒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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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川博贸易有限公司
凤庆县涵泉酒厂
云南滇泊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龙陵县利民茶叶专业合作社
奔驰生物科技(云南)有限公司
晋宁晋城大草皮冰块制品厂
潮安县彩塘镇永田五金制品厂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益成针织店
西宁蓝飞土特产有限公司
广州康孕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新联发纸业加工厂
珠海尚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天远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红太阳调味品厂
西安聚宾调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兴安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九月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市南明区贵友个体食品加工厂
贵州省兴仁县林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罗甸县冰玉山泉饮料厂
习水县富民葡萄酒厂
晴隆县吉祥茶业有限公司
贵定县荣金榨油厂
贵阳一万响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苗八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第三食品加工厂
天津市盛世新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五常粮原谷物有限公司
双城市双鑫源食品加工厂
五常市黑炫风木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双城市金马酒业有限公司
天津杰德咖啡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普仑斯酒业有限公司
登腾(北京)医疗器械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千叶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必一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时代日日晟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百顺祥发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富君辉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鑫龙云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脍乐团圆坊食品店
北京创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雪成冷冻食品厂
北京田家营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般若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今世传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苏泽尔(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普润天经贸有限公司
北京卡林卡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义乌五鼎纺织品有限公司
如皋市云兰禽业有限公司
南京蓝湾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舜天豪舰贸易有限公司

长春晟铭农畜产品有限公司
东阳市天马制伞有限公司
苍南县宜山日富鸟针织内衣厂
台州市鸿迪贸易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爱庆竹草工艺品厂
绍兴鲁爷酒业有限公司
湖州杰诚威木材加工有限公司
义乌市新屋床上用品厂
义乌市永超饰品厂
义乌市豪骏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富庄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添彩文具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范狄亚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白云堂参茸有限公司
杭州春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天台县丛林保健品有限公司
浙江特洁尔智能洁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椒江恒兴塑料弹簧厂
台州市幸福来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春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绍兴县华舍春之恋茶厂
烟台蕴丰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天凯食品有限公司
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
宁波朗净日化有限公司
宁波耐可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逍林恒誉鞋厂
宁波市鄞州五乡李家洋绿达榨菜厂
宁波金秋十月服饰有限公司
余姚爱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德妃诺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美颐服装有限公司
峰秀(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迪纳达时装有限公司
上海飞野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宽裕不锈钢制品厂协兴食品分厂
上海帕来玛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上海仙丽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曼巴意咖啡有限公司
罗乐食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又生化学有限公司
上海释尊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必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好易医用制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世通工艺品有限公司
长沙恒洁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雄锦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神农天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满城利达纸业有限公司
天津乘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石家庄赛地亚商贸有限公司
遵化市栗源纯净水厂
衡水七喜酒业有限公司

北京旭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梦幻奇想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日天照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赛尔新概念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易世恒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百纳尚威科贸有限公司
英联马利(北京)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产经新闻》报社
上海盛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皇家之星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汇通感应洁具有限公司
浙江亦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肥手拉手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科莱斯电器有限公司
茂名市茂港区嘉迪电器厂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海源电脑经营部
广州荣至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巴马百裕食品有限公司
桂林市汉方斋食品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昊海林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家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和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汕头市凯地贸易有限公司
潮州市顺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弘农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知我心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安溪县珍香茶业有限公司
上杭县紫金酿酒厂
邵武市越翔竹炭制品厂
莆田市城厢区蜂鸟商贸有限公司
福州吉祥塑胶有限公司
惠安县麦当园食品厂
福建馨佳居工贸有限公司
泉州市丰泽区兴隆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伟宝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佳皇寝饰用品有限公司
兴宁市福之竹食品厂
龙川县龙母镇众合粮食加工厂
四会市艺星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佳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
中山市奥帝电器塑料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雅迪电器有限公司
揭东县美焕五金电器厂
清流县绿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青岛名崂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青岛福寿喜鸡蛋专业合作社
青岛崧业禽畜养殖场
青岛娃比工艺品有限公司
青岛海利尔药业有限公司
青岛海氧之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盛泽园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埠元电子有限公司

平度市瑞香源食品厂
普宁市流沙金凯莱针织厂
潮州市南科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安吉婷针织内衣厂
台山市新发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广东意丰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大漠枸杞产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添翔制衣有限公司
叶城县布谷鸟清真饮料厂
鹤岗市善成食品有限公司
东宁县连成牧业有限公司
嘉荫县鑫达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大庆康之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黑河北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波司登瑞琦时装有限公司
江苏时代超市有限公司乐天玛特海安店
宿迁市瑞轩饮品有限公司
平阳县黑绿米业有限公司
徐州米溪食品有限公司
盐城心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武进区邹区陈记食品加工场
江苏康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溧阳欣荣密胺制品有限公司
靖江市三圣食品厂
天宁区红梅鼎味金丰食品商行
常州奥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好灵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华益科贸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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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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候鸟”们的亲情暑假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肖永鸿摄影报道

“小候鸟”们的亲情暑假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肖永鸿摄影报道

炎热的天气无法阻挡“小候鸟”们游玩的兴致，跟父母

参观完“鸟巢”后，大家又开始了拔河比赛。丰富多彩的生

活让孩子们的暑假充满亲情。

孩子们在工地

上学习绑钢筋。通

过实践体验父母劳

动的辛苦，感受建筑

工人的勤劳和伟大。工地办公室里，一家人幸福交流。

许 多 亲 情 小

屋供远道而来的孩

子们与父母团聚。

近日，中建二局保华

公司举行了“亲情呼唤安

康”活动，将 26 名农民

工的子女从家乡接到父

母的身边。期间，“小候

鸟”们与父母一起游览

北 京 城 、 举 行 亲 子 互

动，公司为贫困农民工

家 庭 子 女 捐 赠 助 学 金 。

主办方还邀请孩子们与

父母一起“上班”。在亲

身 体 验 了 父 母 的 工 作

后，“小候鸟”们发出深

情倡议：“爸爸妈妈，你

们千万要注意安全，因

为 只 有 你 们 健 康 平 安 ，

才有我们的幸福童年！”

为了让农民工安心工

作，也让“小候鸟”们享

受到父母之爱，中建二局

保 华 公 司 连 续 4 年 开 展

“亲情呼唤安康”活动，

投入 50 多万元，让近 6

万农民工、上千名留守儿

童享受到亲情的温暖。

不文明旅游行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引起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10 月 1 日，我国首部 《旅游法》 将正式实施。其
中规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
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
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
为规范，而且导游“应当向旅游者告知和解释旅游文明
行为规范，引导旅游者健康、文明旅游，劝阻旅游者违
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为了贯彻 《旅游
法》，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工商总局做的旅游合同示范文
本中间，把 《国内旅游文明公约》、《促进旅游文明指
南》 两个文件的有关内容纳入了合同条款。从最近一段
时间的种种现象看，仅仅靠游客自觉不能令人满意，所
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法律、行政的手段来推动游客的文
明旅游程度提高得更快一些。”

海口市旅行社协会会长房新海认为，文明旅游入合
同，“目的不在于处罚，而是树立一种意识”，在全社会
形成一种文明旅游的良好氛围。

《旅游法》 对旅行社、导游也提出了相关要求，戴
斌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从立法的宗旨来看，有的条款
规定得非常详细，比如，如果游客的不文明旅游程度比
较严重，违反了当地的法律法规，目的地国家不会因为
是游客就对你网开一面或有特殊对待，同样需要你承担
法律责任，所以 《旅游法》 的出台和实施对于旅游行为
会有一定的规范作用。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表示，导游、领队肩负着文
明旅游宣传员、监督员的责任,要及时提醒和制止游客
的不文明行为。可以将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游文明素质的
要求纳入导游资格考试、日常培训和年度培训考核中,
对不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的导游、领队和旅行社,
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整改。

中国国际旅行总社出境旅游部副总经理李萌表示，
“对导游的管理培训首先要从个人素质做起，对于他们
的一些行为规范、行为习惯，我们要有严格的界定。而
对游客的引导，我认为预先的宣讲非常重要，提前向游
客介绍当地的风俗习惯，给游客一定的提醒和警示，从
而做到防微杜渐。其实，导游和领队并不具有执法权，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服务工作，通过良好的服务工作
和自己的言谈举止与游客进行感情交流，在此基础上对
不文明行为加以制止。”

文明旅游，
不只是游客的事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