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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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
现将第1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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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和天际商贸有限公司
韩之恋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平安益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百宝乐妇幼用品(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汀迪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冬雪梅服饰有限公司
四川太阳谷食品有限公司
郫县佛缘食品加工厂
深圳市速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巴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网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酷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车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歌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立新联合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兴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鸣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康威丽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宝源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鸿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深圳古珀行珠宝有限公司
深圳市京华高格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山洋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润邦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开心就好电子有限公司
抚顺市东洲区益膳鑫刚食品厂
张家港市江南鼎盛酒业有限公司
泰兴市富源禽蛋专业合作社
安吉春芽莼菜厂
和县东立纸品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新发造梯厂
酷奇(福建)鞋服有限公司
九江源丰鄱阳湖生态渔业有限公司
井冈山市光裕茶厂
江西中果果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铜鼓县茶业有限公司
泰和县冠朝亿达精制米厂
樟树市仁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海汇商贸有限公司
宜昌九丹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德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奇味食品厂
常德津沅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冉辉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市群立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黑凤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芬尚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轩品实业有限公司
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禾谷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淄博云容家纺有限公司
山东绿佳贝诺牧业有限公司
青州和盛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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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伊尔康清真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暖频道服饰有限公司
聊城市养生源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瑞大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益源饮品有限公司
杭州方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三鹿实业有限公司
建德市宝莱家纺有限公司
嘉善佳顺塑业有限公司
仙居宏鹰联盛工艺有限公司
温州意丹尼洁具有限公司
温州情飘飘日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立新水暖器材有限公司
温州嘉盈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豪门服饰有限公司
苍南县龙港余丰食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爱厨工贸有限公司
台州亿比塑业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河庄三好伞厂
武义捷成日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洪帆工贸有限公司
富阳美迪清洁用品厂
钟祥市三品酒楼
宜城市津南德食品有限公司
枝江市毛湖塘食品有限公司
荆门市昌河禽蛋厂
南京卧龙熊猫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方山茶场
盐城市灰太狼食品有限公司
丹阳市蒙源燕麦开发中心
扬州杰斯特空调制造有限公司
扬州美智箱包有限公司
黑牡丹国际时尚服饰常州有限公司
淮安市华腾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安原电器有限公司
淮安市众乐食品饮料厂
马蒂布兰兹贸易(苏州)有限公司
南通佳的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
江苏利是油脂有限公司
无锡市佑通食品有限公司
宜兴市绿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邦尼达车业有限公司
无锡市南杰缘服饰有限公司
江阴市久乐服饰有限公司
东台民万食品厂
阜宁县新恒河有机大米专业合作社
宜兴市埃尔金毯业有限公司
江苏天禾宝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市万泉教育印刷厂
四川神州奥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环球日用品(东莞)有限公司
天津市恒源伟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科源润洁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泰成塑胶有限公司
藁城市平安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广州保税区塞明戈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空的调服饰有限公司
白河水色饮用天然水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锦途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子洲县鼎盛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兴侨针织厂
上海澳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崇业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培宝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澜森贸易有限公司
丕欧丕(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诸暨市西子泉饮用水有限公司
上海中庭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康皇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蜀汉堂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民复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多可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盘锦康赢贸易有限公司
定陶县汇鑫玫瑰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光勋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德江县茂强土特产开发有限公司
余庆县龙家镇喻家食品厂
华润雪花啤酒(黔南)有限公司
贵阳黔宝食品有限公司
巴马百年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融安县仁广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象州高亭粮油综合厂
桂林市康露冷饮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领轩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南宁市金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贺州市光辉冷冻食品厂
澄城县格润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金紫阳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天颐茶品有限公司
云南富嘉林产科技有限公司
龙陵县云河石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平曾华食品有限公司
玉溪紫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盐津保宁茶叶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花山仲浥眼镜厂
广州市百乔钟表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亿行电器制造厂
广州玩味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藤原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一圣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冠三元医药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潮域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静距离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域商贸有限公司

珠海国洋食品有限公司
珠海欧普思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利源服饰有限公司
珠海裕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民勤县永川红阳酿造食品厂
仁寿县兴盛乡福恭旺食品厂
简阳市西川酒业有限公司
丹棱县麻鬼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龙门水业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梨恋花纸品有限公司
自贡市农团天然山泉水有限公司
简阳市石钟镇冰雪花拖鞋厂
泸州食福佳风味食品有限公司
攀枝花立新养殖开发有限公司
古蔺县醇香园茶厂
西宁和祥苑商贸有限公司
青海青藏高原土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三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华瑞农源小米加工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清石溪食品有限公司
武邑县保贵体育用品厂
行唐县田园果品有限公司
沧州鸿森食品有限公司
沧州市尹家云亮香油食品有限公司
故城县故城庆亮龙凤贡面厂
河北美达空调有限公司
德州市兴乐斋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陇田新泰兴针织厂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大龙针织商店
佛山市迪芭思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潮安县磷溪镇山野食品厂
潮安县东凤青旺食品厂
潮安县彩塘镇成鑫五金厂
广州市悍戈鞋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佳时装有限公司
化州市益利化橘红专业合作社
普宁市占陇达达富电器配件厂
硕勒施电子企业(中山)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之家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洁灵日用品有限公司
揭东县炮台镇埔仔寨外村牛路桥东

侧 445221600100847
（蔡晓欢 445221198806196897）

揭东县新亨镇吉信纸制品厂
江门市新会区大鳌昌龙冲菜食品厂
江海区辉煌纸业用品厂
伟业陶瓷有限公司
广州市灵诚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辉捷塑胶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茂名市茂港区金源电塑厂
中山市小榄镇莱珂制衣厂
中山市竣森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轩亿制衣有限公司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菱玻璃有限公司
苏州万丽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建胜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大足县永益酿造厂
重庆琪宁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尚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巫溪县原野土特产品有限公司
维维川王酒业有限公司
成都天佑绿芳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圣玛丽安娜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都区晏老大食品厂
成都新语面包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菊芝兰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呼吸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亚矿产有限公司
港丝时装(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形态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车仆润滑油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振华宇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都优品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施世家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佰兴通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天隆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胜迪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慧慈现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弈盛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春昌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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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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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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周一拉升近 8%后，8 月 21 日，煤
炭板块再度发力，日涨幅 1.5%。对于该板块
近期的走强，有业内分析师认为只是“昙花
一现”，从后期来看，煤炭板块想要真正“翻
身”还需经历一场“持久战”。

从 2012 年中期国内煤炭价格出现“断
崖式”下跌后，煤炭市场一直处于低迷之
中，相关上市公司业绩持续下降。已披露的
4 家公司半年报显示，上半年业绩集体下
滑；上半年的业绩预告也显示，有高达八成
的公司业绩低迷，整体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均大幅减少。三季报预告同样让人忧心，行
业龙头兖州煤业预计三季度业绩将出现亏
损，露天煤业则预计净利润下降 40%至
70%。

煤炭价格下跌成为多数公司的“心头
之痛”。“需求减弱是上半年煤炭价格下行
的重要原因。”中债资信评级业务部分析师
秦韬表示，煤炭行业的需求主要来自火电、
钢铁和水泥行业。受高温用电增加影响，上
半年火电投资延续了下滑态势；受进口矿
石价格持续上扬等因素影响，钢铁行业不
振仍在持续；固定资产的回落和行业产能

过剩给水泥行业也带来了巨大影响，盈利
能力较弱。“在下游需求不振的情况下，煤
炭价格一跌再跌。”秦韬说。

价格下跌导致煤炭业亏损面扩大。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6

个 月 规 模 以 上 煤 炭 企 业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43.3% ；大 型 煤 炭 企 业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40.8% ，其 中 24 家 企 业 亏 损 ，亏 损 面 达
26.7%，黑龙江、吉林、重庆、四川、云南、安
徽、江西 7个省市出现煤炭全行业亏损。

从近期来看，煤炭板块的利好正在逐
渐积累。部分地区动力煤价格有企稳的态
势，山西出台的“煤炭 20 条”为山西省
内煤企减负后，政策利好也带动煤炭板块
有所走升。

21 日，动力煤期货上市临近的消息也
提振了板块走势，市场期待期货品种的上
市能够提升我国动力煤的定价权。不过，
消息面的利好尚不足以形成板块走势反转
的支撑。山西证券分析师张红兵表示，煤
炭行业仍处于去产能阶段，尚不具备反转
的条件。煤炭板块本轮反弹主要是市场对
前期悲观预期的修复，但行业产能的过剩
叠加以及半年报业绩的大面积低迷，将使
煤炭板块反弹空间十分有限。

从行业经济运行走势来看，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近期也发出了悲观的预测，下
半年煤炭需求将保持小幅增长，产能继
续释放。与此同时，煤炭进口的增加会
导致市场继续呈现供需总量宽松、结构
性过剩的态势。总体来看，煤炭行业去产
能、去库存的任务繁重，企业经营将面临
更大的困难。

利好因素增加 产能过剩依旧

煤 炭 板 块 反 弹 空 间 有 限
8 月 20 日，亚太主要股市和汇市全线急挫。至 21

日，亚太股市仍未有明显改观，依旧跌多涨少。
不过，21 日的 A 股市场似并未明显受到周边市场普

跌的影响。在一些投资者的担忧情绪中，上证综指和深
证成指双双走出了震荡盘升格局，全天同步微涨 0.02%。

在近期亚太主要股市接连下行的大背景下，A 股走
势是否会受到影响，且有多大程度影响等，成为了市场关
注的重点。目前来看，尽管光大证券异常交易事件的影
响还没有消除，但市场存在的一些热点题材，如软件板
块、通信板块等相继走强，有望使 A 股市场继续保持相
对较高的活跃度。从盘面上看，截至 21 日收盘，沪深两
市大部分个股上涨，告跌品种总数不足 800 只。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 25只个股涨停。

“周边市场的下跌和国际资本的回流，短期内会对 A
股构成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应该不会对 A 股形成持续
性的较大压力。”民生证券宏观分析师李衡说。

李衡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大跌、货币贬值对我国
经济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其股市的波动对 A 股中长期
走势的影响不大，A 股更多取决于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
和市场资金面的情况。

从政策面上看，近期国家密集出台了多项促进经
济发展的措施，包括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
制、要求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改革铁路投融资体
制等。

“随着近期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的相继出台，市场对
政策面上的改革红利有着良好预期，这有利于稳定市场
情绪。另外，我国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较为良好的金
融监控能力，有利于防范因热钱回流给市场带来的冲击，
这也与其他亚太地区新兴市场明显不同。”李衡表示。

虽然近期周边股市步入了一轮下跌行情，而 A 股市
场表现似乎“不温不火”，但这并不意味着 A 股有着强劲
的支撑。东兴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凭表示，自 6 月末
A 股出现大跌以来，整个市场至今仍未走出盘整回调的
泥潭，短期内后期走势远非乐观。

“从市场目前的情况来看，周期性大盘蓝筹股上涨较
为乏力，而创业板已处于估值高位，股指依然受到热点持
续性的考验和量能不足等因素压制。”王凭表示。

面对周边市场普跌——

沪深两市微涨 0.02%
本报记者 江 帆 何 川

本报北京8月21日讯 记者常艳军报
道：近期金价延续上行势头，但在上破1350
美元/盎司位置后步伐渐缓。8月19日金价
触及 1384.50美元/盎司的近两个月新高后
小幅回调整理。

“近期金价反弹主要是对上半年大幅
下挫的修正，资金推动为主要因素。”银河
期货分析师杨学杰表示。

国内方面，截至 8月 21日，上海黄金交
易所 AU（T+D）产品收于 272.00 元/克，上
涨0.38元/克；沪金主力12月合约，以273.2
元/克收盘，上涨0.5元/克，涨幅为0.18%。

“美国股市表现不佳以及美元指数大
跌，令金价于 1350 美元/盎司压力位表现
抢眼，在技术买盘的配合下，曾在 2 分钟内

上涨逾 20 美元。上周五公布的新屋开工
数据及消费者信心指数均有利于金价反弹
的持续。”北京黄金交易中心首席分析师张
磊表示，但进入本周后，因周四凌晨 2 点公
布美联储 7 月利率会议纪要，市场气氛变
得较为紧张，再加之美债收益率升至 2 年
来高点，令金价承压小幅下滑。

“若此次美联储会议推迟放缓 QE的时
间或给出不确定的时间，将促进更多的资金
参与黄金市场，届时黄金将再次迎来上涨行
情。”金顶集团金融分析师张强认为。

“市场在风险事件来临之前表现较
为 谨 慎 。 在 实 物 黄 金 需 求 增 加 的 背 景
下 ，预 计 金 价 仍 将 维 持 震 荡 上 行 的 走
势。”张磊说。

实物黄金需求推动金价小幅回升
本报北京 8 月 21 日讯 记者钱箐旎

报道：证监会新闻发言人今日就 8 月 20 日
海通证券发生系统故障及 80 多家证券公
司使用铭创公司软件是否属实的情况予以
说明。

发言人表示，经上海监管局了解，海通
证券集中交易系统运行全天正常，未发生
客户无法委托的情况。并未出现有媒体报
道的海通证券交易系统未及时更新，造成
大量客户无法交易上海石化、仪征化纤两
只股票。

发言人表示，经了解，光大证券使用
的“铭创高频交易投资系统”是定制软
件，为光大证券独家使用。铭创公司在
与光大证券的合作协议中承诺，自合同

签约日 （2013 年 2 月 1 日） 起，1 年内不
向除光大证券策略投资部以外的第三方
销售。

据了解，目前有 17 家证券公司及 4
家期货公司使用铭创公司开发的“铭创企
业证券投资及资产管理软件”，该软件的
功能主要是供自营或资产管理部门进行投
资管理，不具备高频交易功能，与光大证
券 使 用 的 “ 铭 创 高 频 交 易 投 资 系 统 ”
不同。

发言人指出，对于程序化交易系统带
来的安全问题，证监会高度重视，在处理光
大证券事件的同时，将对证券公司使用的
程序化交易系统的风险隐患进行排查，防
止发生类似事件。

证监会将排查券商交易系统隐患

□ 本报记者 陈果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