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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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
现将第1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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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黄惠记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拓海实业有限公司
潮州市城西超源电器配件
揭东县炮台镇溢源床上用品厂
中山市玮恒皮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喜尔登制衣厂
佛山市南海莎燕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赐美化妆品店
佛山市金泰阳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优俪儿服饰有限公司
汕头市坤和五金制品厂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森晖制衣厂
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华龙制衣厂
汕头唯美嘉露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高琪织造有限公司
汕头市升平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升音电信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市贝尔食品有限公司
珠海市康益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文物复仿制品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东灵卫生防疫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林森普洁净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欧浦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芬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瑞草茶业有限公司
广州传承服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胜新能源产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克派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戴内衣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盛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普莱雅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台技光电有限公司
九五数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龙华立期电线电缆制品厂
深圳诺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源丰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利莱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强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万旗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东日信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东大海绵制品厂
深圳市三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之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洁派日用化工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茂丰时尚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普瑞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深圳市帛可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蒂洛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克玛斯科技有限公司
慕裘者时装(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君柏达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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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唯可依日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兴发食品有限公司
拉萨鼎业制粉有限公司
安塞盛丰农副产品加工销售有限公司
陕西绿瑞实业有限公司
澄城县秦洲源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高源医疗器械服务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安康直属库
龙海市角美聪华饮食店
永康市晶福来日用品厂
永康市嘉美工艺制品厂
三门船老大水产专业合作社
许昌奥森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五度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安丘市华禽养鸡专业合作社
山东润泽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川河永得利食品厂
湘潭县贤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真美善秀服饰有限公司
綦江县东升锅厂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飘香魂酒业有限公司
玉林比纳歌思食品有限公司
南宁瑞天盛达洁具有限责任公司
龙州县绿珠食品厂
永宁县鸿鑫源食用油厂
成都品临馆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源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蓝昀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大唐红韵茶叶有限公司
广州正胜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胜迪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迪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利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夏茶道文化鉴赏中心
广州莱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常市大农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北辰区秋香味源食品厂
建平县深井镇钰林野生食品加工厂
黑龙江省琪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武强县利民食品有限公司
沈阳市双铁腌菜厂
林甸县丰收大煎饼专业合作社
黑河明多利(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天麟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宁安市渤海古都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黑土地酒业有限公司
青岛荣进工艺品有限公司
常德云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湖兴和日用化妆品有限公司
南通巴黎春天生态纺织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中意得厨具商行

湖北民安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泉州市郎都卫浴洁具有限公司
龙海市紫泥洁亮洗洁清加工场
湖北省安陆市佳洁食品有限公司
界首市于西成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卓本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敦成贸易有限公司
荆州市沙市区柳林洲笋子加工厂
湖北吉普啤酒有限公司
湖北福尔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安陆市永圆纸塑制品厂
荆州市安兴内衣厂
河南润华食品有限公司
安阳市海燕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淮滨县芦集乡华强花生制品厂
淮阳县华美食品有限公司
南阳弘图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宏运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易家百货店
山东京方丹酒业有限公司
莱州市恒泰纸业有限公司
莱州市城港路河套面粉加工厂
烟台文佳日用品有限公司
烟台清霖食品有限公司
合肥巨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安徽省宣城市水阳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青阳县蓉城镇九芙蓉野生葛粉厂
宿州市新北方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颍上县天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合源药业有限公司
颍上县天好食品有限公司
巢湖市天丰米业有限公司
安徽尚品茶叶有限公司
合肥古元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巢湖市庐江县宝天食品厂
舒城县万佛湖镇钓翁鱼干有限责任公司
和县姥桥味特佳食品厂
黄山市怡和洋行商贸有限公司
肥西县新仓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安庆市东方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巢湖市有水珍禽养殖有限公司
合肥优派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东至金润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三河西湖食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太湖县皖太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湘花调味品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金栗粮油有限公司
韶关市曲江罗坑雪花岩茶业有限公司
广东名将旅行用品有限公司
英德市潘氏饮料有限公司
信宜市华洁乐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优视达电器有限公司

高要市帝卡菲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肯迪隆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迪迦电子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沃孚塑胶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昊冠塑胶玩具厂
梅州市水泉豆制食品厂
汕头市濠江区佳荣日用品贸易部
潮州市陈越香商贸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桦屹服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顺诚制衣厂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鸿顺制刷厂
揭阳市东山区东升凯特五金制品厂
梅州市梅江区难得食盐焗食品加工场
阳东县冠腾五金日用制品厂
饶平县宜加美家居日用品厂
西宁董氏康复用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老谷头参茸有限公司
长春通运植物油厂
吉林省博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激浪车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丰坤商贸有限公司
常州德利斯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远山食品有限公司
靖江市普兰帝克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康华食用菌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恒世食品有限公司
铜山县金大地养殖专业合作社
徐州佳铭妇婴用品经销处
宿迁市楚柔纸业有限公司
镇江瑞德酒业有限公司
江苏极度日化有限公司
扬州市广陵区名晨牙刷厂
扬州聚源祥家纺有限公司
江苏新珂门业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区李桂英纺织品经营部
苏州恒科称重仪器有限公司
苏州良人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飞象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涟水县高沟久祥食品厂
徐州市彭汉酒厂
武夷山市岩正茶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沁岩茶业有限公司
福州轩腾贸易有限公司
福州麦德好贸易有限公司
福州开发区麦香食品有限公司
龙岩市龙大食品有限公司
福州领航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沃丹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摩力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海北藏族自治州青海湖农场
青海一品高原藏香制造厂
安康市硒牛乳业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市小个子鲜粉科技有限公司
靖边县绿色田源水粉
三原时氏兄弟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诺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鹏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市嘉唯雅电动车厂
南通辉煌电动车有限公司
吴江旭日电动车有限公司
松原市聚鑫粮米加工厂
集安市一鸣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市龙潭区霍佳食品酿造酱坊
松原市富可达肥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市丰满区丰薪李老六酿造厂
隆尧县兴合腾光食品有限公司
抚宁县龙凤板栗产销专业合作社
石家庄德高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龙康食品厂
昌黎县惠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衡水金绿谷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秦皇岛淳昌食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金洋连池商贸有限公司
霸州市煎茶铺旺瑞塑料制品厂
满城县东雨纸制品厂
东方明锐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凯恩康悦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步锐森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中平顺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喜富旺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光彩百润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海旺兴达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广益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南亚食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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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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电话：84295477
传真：84295483

厂商名称

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证监会
新闻发言人邓舸近日表示，为促进发行
人及其主承销商在新股发行过程中守法
合规，贯彻本次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关于
强化新股发行的过程监管、行为监管和
事后问责的精神，针对市场反映的发行
承销过程中的问题，按照 《证券发行和
承销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近期将组织

证券业协会、交易所对部分公司的发行
承销工作开展检查。

邓舸指出，市场化改革不意味着放任
自流，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要严格遵守新股
发行体制改革意见、证券发行承销办法、
协会业务规范、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
定，不得向投资者提供除招股意向书等公
开信息以外的发行人信息；不得有操纵新

股价格、暗箱操作或其他有违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的行为；不得采取劝诱网下投资
者抬高报价但不向其配售股票的行为；
不得通过自主配售以代持、信托持股等
方式向其他相关利益主体输送利益或谋
取不正当利益，切实做到依法披露、审
慎定价、合规配售，证监会将对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查处。

邓舸特别提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
新股发行方案设计和发行承销过程中，要
注意维护市场公平，兼顾发行人和老股
东、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新股东和原有股
东的利益，合理设定新股和老股的配比数
量、网上和网下的分配比例、承销费用的
分担原则，平衡投融资双方的利益，保护
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证监会将开展新股发行承销检查

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
近日表示，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
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重点从三方面提高上市商
业银行信披质量：加强高风险领域的信息披露监管；统
一信息披露标准，加强各规定之间的衔接性；简化信息
披露内容。

商业银行信披特别规定发布

本报讯 记者谢慧 温济聪报道：证监会新闻发言
人邓舸近日表示，目前已过发审会且办理完会后事项的
首发企业，都已取得了核准文件，其余过会企业中除个别
企业外，均拟补报 2013 年年报，预计要到 3 月份才能发
行。据介绍，目前在审的首发企业，均需按规定补充提交
预披露材料和 2013年年报，并履行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意
见的要求后，方可进入审核程序。

预计 3 月份重启发审会

本报讯 记者周琳报道：截至 1 月 6 日，共有 24 只基
金正处于募集期或者即将进入发行，包括 3 只货币型基
金。2013 年底以来上报及获批的货币基金数量明显增
多。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认为，短期看，
货币市场基金收益仍将有望维持较高水平，货基发行的
大环境倾向于短期、较高年化收益的品种。

货 币 基 金 发 行 持 续 升 温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专电 （记者华晔迪 杨毅

沉） 根据沪深交易所的安排，1 月 13 日至 17 日，两市有
25 家公司共计 33.46 亿解禁股上市流通，解禁市值为
208.25亿元，为本年度适中水平。解禁的25家公司中，共
有 14 家公司限售股在 1 月 13 日解禁，合计解禁市值
138.66亿元，占到全周解禁市值的66.59%，集中度高。

本 周 A 股 解 禁 208 亿 元
作为 IPO 开闸之后的首个暂缓发行

案例，奥赛康因巨额老股转让引发了市
场争议。据该公司公告显示，本次发行价
格 72.99 元/股，发行市盈率为 67 倍，预
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79355 万元，同时预
计老股转让资金为 318262 万元。这意味
着，原来超募到公司的资金现在变为由
控股股东直接套现。

“老股转让在成熟市场较为常见，主
要目的是增加新上市公司流通股数量，
促进新股合理定价，缓解‘超募’问题。”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研究总监桂浩
明表示，但此次巨额老股转让引发争议
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当前新股高发行价、
高市盈率、高超募资金等“三高”问题仍
有待进一步解决。

实际上，不仅是奥赛康，近期发行的
其他新股也面临着一定的高发行价、高
市盈率问题。

西南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刚表
示，“三高”之中，核心是发行定价高。

在去年末颁布的 IPO 新政中，监管
层针对定价市场化后的新股高定价问
题，也采取了相关的针对性措施。除了推
动老股东转让股票，增加单只新股在上
市首日的供应量，以平衡供需之外，还要
求新股在确定发行价时，先剔除报价最

高的 10%的申购量，报价最高的部分将
不得影响发行定价，报价最高者也不能
获得配售。

“数以百计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可
参与网下配售，但最终获得配售的投资者
颇为有限。虽然报高会有被剔除的风险，
但相对于报低而言，其获得配售的概率大
得多。”张刚表示，同时，投资者还有“人情
报价”或盲目报高价的因素掺杂其中。而
面对“打新”热潮带来的巨额收益，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也存在着某种高定价的冲动。

“虽然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已朝市场
化方向大步迈进，但目前整体市场环境
并未成熟，部分机构投资者并未能按市
场化机制来参与运作，而上市公司和主
承销商的自我约束能力也并不强。”桂浩

明表示，新股发行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网下机构投资者的报价，目前机构投
资者中以基金公司为主力，由于基金公
司的管理费主要是与其规模大小而不是
业绩高低相挂钩的，导致基金公司的资
金运用效益偏低，容易出现高价炒新或
者“人情报价”。

张刚则进一步表示，要解决新股定
价高这一问题，重点在于实现询价环节
的公开和透明。“目前在网下报价环节
中，公募基金、社保等机构投资者的报价
并未及时、准确向公众披露。如果报价能
够有效披露，基民可对那些高价打新和
资金使用效益低的公募基金进行‘用脚
投票’，倒逼其形成合理定价机制，防范

‘人情报价’。” 本版编辑 赵学毅 温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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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O重启后，高定价、高市盈率仍屡见不鲜

新股发行需防“人情报价”
本报记者 何 川

1 月 10 日凌晨，奥赛康紧急公告暂

缓 IPO，一石激起千层浪，关注的焦点在

于其发行时老股东高达 31.8 亿元的套现

计划。都说 A 股市场“重融资，轻回报”，

可发行上市融来的钱，还在上市公司，说

到底，还是股东的。但老股东巨额套现

就不同，那是真金白银进了自家口袋，花

了大价钱的新股东们只有艳羡的份了。

奥赛康每股 3.4 元的净资产，能够卖

72.99 元，并触发老股东套现条件，其间

以基金为主的机构们“功不可没”。奥赛

康公告显示，公司吸引了 361 家网下投

资者参与申购，有的基金公司甚至给出

了每股 87.41 元的高价。基金的权益是

基金持有人的，而投资却是基金经理来

定。这里面有没有利益输送？机构有没

有哄抬询价？市场呼吁应提高询价过程

的透明度，以消除市场疑问。

老股存量发行是本次新股发行改革

的一项新举措，但奥赛康计划中的巨额

套现却给这一政策的合理性蒙上了阴

影。幸好奥赛康 IPO 来了个急刹车，一

切还都有挽回的余地。

对 于 因 IPO 重 启 而 带 来 的 新 问

题，我们更需要认真加以梳理和解决，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改 革 措 施 ，

别让 A 股市场成为只服务机构和大股

东 的 提 款 机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 进

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

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发出已半月有余，其

中 条 款 ，切 莫

“悬在空中”，辜

负了广大投资者

的期待。

莫让股市变成提款机
梁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