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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广州市好搭档食品有限公司
韶关市绿之盛米面制品厂
韶关盛怡文具有限公司
流沙西园75幢85号4452813032285

(王泽勇 445281198310281576)
汕头市潮南区成田绿马制衣厂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嘉丽多娇内衣厂
阳江市德安五金制品工贸有限公司
阳东县驰宝粮食加工厂
茂名市茂港区皇耀家食品厂
江门市蓬江区远东水产冷冻厂
开平市水口镇雅美土产品加工厂
佛山市顺德区华润塑料工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集北腾胜五金塑料厂
潮安县恒扬卫浴有限公司
潮安县联合大展食品有限公司
潮安县庵埠好妈妈食品厂
东莞市东城嘉家百货商行
东莞市益昌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林达玩具厂
汕头市明佳塑胶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嘉仕达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骏腾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喜乐娃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会友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澄华锦晖隆电子玩具厂
佛山佰特奥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富格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朗能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粤丰饼家
博罗县绿佳源豆制品厂
博罗县石湾镇湘灿粉丝加工部
鹤山市安蒙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柏丽制衣厂
郁南县新乐群大酒店
云浮市云城区稻之源粮食加工厂
陆丰市巨泽贸易有限公司
郁南县都城镇祈皇饼家
磐石市诚信食品厂
松原市宁江区振昕纸制品厂
内蒙古莫茅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扎赉特旗魏佳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大班圣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沈阳馨波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沈阳市苏家屯区怀波干果加工厂
沈阳市副城巨龙针织服装厂
哈尔滨韩都电气石纳米科技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盖州市鹏安养殖场
广州市花都区连兴副食品厂
广州市植康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恒欢工艺品厂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洛溪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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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用品经营部
广州即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兰尔日用杂品厂
广州怡德居贸易有限公司
平江县忠辉食品厂
泉州金湛精机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三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伍氏企业美食有限公司
泉州市恒冠电子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玉兰食品有限公司
闽清县熙熙食品有限公司
福清市万里纸业有限公司
福安市浩川电子有限公司
建茶(福建)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永泰县隆光发食品有限公司
惠安金旺食品有限公司
宁德市一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长汀县长荣食品厂
惠安新阳发食品厂
福建省安溪县国舜茶叶有限公司
武义德莱克斯电器有限公司
辉县市鑫福源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乌山脉矿泉水有限公司
漳州市康和记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丰源恒业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斯雷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尚纸坊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大石窝洪源水厂
北京瑞百利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方兴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奕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久爱久(北京)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兰天达汽车清洁燃料技术有限公司
晋江市龙珠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泉州启程包袋有限公司
建宁县福鑫莲业食品有限公司
柘荣县闽东太子参酒业有限公司
古田县伟业食用菌有限公司
石狮市奥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壁虎王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永康市欧福郎厨具制造厂
台州市中新洗涤剂有限公司
义乌市冠星文体用品商行
舟山市帅鱼食品有限公司
淳安县千岛湖金刚刺酒厂(普通合伙)
浙江森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华市金东区香翠缘食品厂
义乌市情绵日用百货商行
义乌市贤平线带商行
义乌市金邦包装有限公司
义乌市陶燕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遂昌玄乐炭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富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临安市大咧咧食品有限公司
苍南县龙港新艺服饰厂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蓝彩坊针织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市商业食品有限公司
丽水市嘉禾粮油供应有限公司
杭州徐润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杰舜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亨达信针织有限公司
武汉市盛友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新缘食品有限公司
东阳市六石画世界数字油画厂
潍坊长青塑胶有限公司
济南雅莱科贸有限公司
济南双沣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盈旺食品有限公司
临沂市亿家乐食品有限公司
德州经济开发区清逸湿巾厂
桓台县玄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市赢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临沂批发城晓伟皮具商行
蒙阴蒙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临沂市台美家居日用品有限公司
曹县城镇清真食品厂
山东省阳信民得利面业有限公司
滨州金禾油脂有限公司
曲阜市圣利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海旭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济南圣康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爱珂美服饰有限公司
滕州市盈旺食品厂
南通金思源贸易有限公司
徐州桂柳食品有限公司
盐城市颐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启东市梦乐电器厂
南通国爱寝室用品有限公司
盐城市世祥淀粉有限公司
南通瑞华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汇纳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可柔妮保健品(昆山)有限公司
泰州兆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市奥瑞润滑油有限公司
泰州市苏轩堂参茸制品有限公司
泰州市裕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江阴市北国可口香食品厂
无锡市瑞源普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阴国贸纺织有限公司
安徽省五河县淮河酒厂(普通合伙)
福建万鑫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上饶野谷食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芦淞区林一纸制品厂
华仔食品厂
厦门酷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伊高服装皮具有限公司
上海库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菱荷香食品饮料厂
广州君旭制衣有限公司
鱼台汇大食品有限公司
宁夏卿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宁夏农垦沙湖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鑫晨阳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虹桥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宁香缘食用油有限公司
杭州如萸茶业有限公司
潍坊市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

美食达食品有限公司
临沂批发城人和日化经营部
潍坊紫鸢乳业发展有限公司
潍坊京味府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视窗卫士高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柯玛日化有限公司
广州澳而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变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市宝惠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竟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的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黛莱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雅若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丹哪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金铂锋五金百货商行
宝丰县马光明回族食品厂
漯河市博汇食品有限公司
长葛市力天油脂有限公司
洛阳恒康塑业有限公司
洛阳紫光保健品有限公司
西平县裕隆饼业有限公司
原阳县乾凯黑米醋厂
安阳市林源纸业有限公司
内黄县老家土特产有限公司
浚县黎鑫豆制品有限公司
长垣县段氏麻花铺
河南鑫多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森林木华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大中源食品有限公司
南阳福润天下中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好乐滋食品有限公司
西华县雪花饮料厂
商城县丰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开封市鑫隆食品饮料厂
济源市超超油坊
漳州融乐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溢丰鞋服有限公司
福建省艾而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佳宏盛达茶叶旅游有限公司
福建省亿山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闽清福佳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福建恒嘉电子有限公司
胡福四坦洋(福安)茶业有限公司
武汉浩源福利化工有限公司
武汉中天宏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菲莹日化有限公司
厦门馨生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兴镓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柯玛仕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襄阳市东沈兴隆养鸭专业合作社
荆州市德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陵县大湖米厂
汉川市鸿星纸制品厂
松滋维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松滋市雄丰果蔬专业合作社
随县明云绿色食品厂
青岛捷大中永经贸有限公司
青岛恒利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卡沃德电器有限公司
平度市同和海皓日化用品厂
青岛好一佳服饰有限公司
青岛海螺湾海产品厂
青岛众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盛汇金源商贸有限公司
胶州市富康食品厂
长沙潘氏化工有限公司
桂东县仙鹤亭纸品厂
长沙市狮子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沅陵县官庄企业公司茶叶一厂
张家界丛林山鸡厂
常德桃花源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江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家界荣财杨梅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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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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真

本报讯 记者刘兴报道：春运期
间，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将加快建设异地
城市候机楼，方便旅客出行。

目前，昌北机场已开通至九江、新
余、抚州、景德镇 4 个设区市的城际大
巴，新余城市候机楼已经开通，九江城
市候机楼将于 1 月 18 日开始试营业，
景德镇、抚州城市候机楼正在筹建中。

南昌建设异地城市候机楼

时 讯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道：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日前宣布，从
2008 年开始至今已实施近 6 年的 《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若干政策规定》
经 过 修 订 ， 将 从 今 年 起 继 续 执 行 至
2020年，期限为 7年。

据了解，修订后的 《规定》 涉及范

围更广。根据修订后的 《规定》，北部
湾经济区范围将全面扩展到南宁、北
海、防城港、钦州、玉林和崇左 6 个城
市的行政范围。

《规定》 还新增了 37 项内容，将集
中支持产业、港口、物流、金融等重点
领域，新增了对企业总部和小微企业的
税收优惠政策。新规定优惠政策实施

后，预计自治区每年将减少税收近 20
亿元，每年对企业的奖励和补助超过
15亿元。

新修订的规定将以打造西南、中南
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门户和新枢纽为目
标，重点支持和推进 3 个方面的发展：
进一步加快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和

结构调整升级，迅速壮大综合实力；加
快港口物流发展，建设区域性的国际航
运中心，支持和服务西南、中南地区的
对外开放；加快金融发展，打造区域性
金融中心，增强金融对产业、贸易等方
面的服务和支持力度。同时，强化土
地、投资环境、人才建设等方面的保障
措施。

本报东莞 1 月 16 日电 记者郑杨报道：广东省东莞
市今天发布 《东莞市项目投资建设审批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大幅精简政府审批事项，提出到 2015年将企业投资
审批事项压减 70%以上，打造国内项目投资建设审批事
项最少、流程最优的城市。这是东莞继 2013 年实施商事
登记制度改革、最大限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之后，又一次
重新划定政府的权力边界。

东莞市为了探索建立新型项目投资建设审批体制，针
对令企业头疼的一系列重点问题进行了改革。比如，针对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问题，全面放宽社会投资项目准入，
大力培育中介市场，规定不涉及公共资源开发的项目一律
取消核准，改为备案管理，而对交通、能源等涉及公共资
源的领域，如果项目具有一定投资回收能力，就实行竞争
性配置。又如，针对审批关卡多的问题，推进“宽进”改
革，如取消项目用地产业发展核准、水利工程开工审批，
将环境影响登记项目改事前审批为事后监管等。

“政府退出的空间，就是企业营商的舞台。”东莞市委
政研室主任邓涛告诉记者，此次改革方案中的一系列措施
有 50%已经实施，剩下的也将在今年 3月底前实施。

放宽社会投资项目准入

东 莞 大 幅 精 简 审 批 事 项

本报海口 1 月 16 日电 记者何伟从海南省工信厅获
悉：继 2011 年和 2012 年海南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连续
首超百亿元及两百亿元关口后，去年海南规模以上企业预
计实现产值 320 亿元，比 2008 年增长 2.3 倍，5 年间年均
增长 26.3%。

信息产业是海南重点发展的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之一。数据显示，2006 年至 2009 年，海南信息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每年递增约 10 亿元，但一直未能破 90 亿元关
口。为加快信息产业发展，近 3 年来，海南省以园区为载
体，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有力推进了产业发展。

截至 2013 年底，海南 IT 企业数量超过 1800 多家，
其中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企业 8 家，规模以上软件和信
息服务企业 105家。

“海南信息产业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大力推进
园区建设，带动产业集聚发展。”海南省工信厅厅长韩勇
说，自 2009 年开始建设专业性产业园区以来，不到 5 年
的时间，海南已建成了分别位于澄迈、海口、三亚、陵水
的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南国际创意港、三亚创意产业园、
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等 4 个专业园区，初步形成了一南
一北产业集中布局、集聚化发展的格局。

年均增长 26.3%

海南信息产业产值突破300亿元

促进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

北部湾经济区扩容增至6城市

本报讯 记者乔雪峰在日前召开
的内蒙古农村牧区工作会议上获悉：
从 2013 年至 2015 年，内蒙古自治区
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6000 万元，同时争
取国家奶牛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每年 1
亿元以上，用于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建设，重点支持荷斯坦奶牛存栏 1
万头以上的 44 个主产旗县的中小规模
养殖户和散养户规模化发展，力争使
内蒙古 100 头以上标准化规模养殖奶
牛存栏比重达 80％以上。伊利、蒙牛
等大型乳品加工企业，到 2015 年自建
和合资参股的奶源基地生鲜乳产量要

达到加工能力的 50%以上。
乳业是内蒙古的优势特色产业，

乳业的发展对推动内蒙古农牧业产业
结构调整、增加农牧民收入、拉动地
区就业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

“三聚氰胺”事件影响，近几年内蒙古
乳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此
外，在目前的乳品产业链中，奶牛养
殖户、生鲜乳收购站和乳品加工企业
之间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没有建立
起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再加上近两
年牛肉价格上涨，而奶牛养殖成本持
续上升等原因，不少奶农开始杀牛卖

肉，客观上推动了“奶荒”的形成。
据自治区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 年
全区荷斯坦奶牛存栏同比减少 26.35万
头，牛奶产量同比下降 66 万吨，平均
日收奶量下降 1800吨。

针对原奶供应不足的情况，为了
保证乳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于去年 11 月出台了 《内蒙古
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实施方
案》，12 月 27 日召开奶源基地建设座
谈会，会上，内蒙古农牧业厅、发改
委 与 呼 和 浩 特 市 等 全 区 5 盟 市 及 伊
利 、 蒙 牛 等 6 家 乳 品 龙 头 企 业 签 订

《推进奶源基地建设联合协议书》，共
同推进内蒙古乳业升级，保证奶源供
应 。 根 据 协 议 ， 从 2014 年 到 2016
年，内蒙古圣牧高科、呼伦贝尔农
垦、奶联社、源升公司要分别筹建
2000 头 到 3000 头 奶 牛 牧 场 21 座 、
500 头到 3000 头奶牛牧场 30 座、家
庭 牧 场 130 座 和 优 质 奶 牛 扩 繁 场 3
座、3000头到 1万头奶牛牧场 6座。

自治区政府还提出，要在加快奶
牛规模化养殖的同时，实行牛奶收购
交易参考价和政府指导价相结合的定
价机制。推行联合定价机制，有利于
保障乳产业链各方利益，更好地调动
奶农的积极性。

内蒙古加快奶源基地建设
力争100头以上标准化规模养殖奶牛存栏比重达80％以上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报道：贵州省
近日批复同意建立纳雍珙桐省级自然保
护区。

据了解，纳雍珙桐省级自然保护区
是以保护光叶珙桐、云贵水韭和十齿花
等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及其生境为主
要对象的野生生物类保护区，位于贵州
省纳雍县南部，总面积 11398.22公顷。

贵州建珙桐省级自然保护区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西安利安
社区电商平台日前上线开通。

利安社区电商平台汇聚了 100 余户
民 生 服 务 和 产 品 生 产 企 业 ， 聚 合 了
1000 多个在社区落地的实体门店，配
备了 2000 多人的物流配送队伍。同
时，原利安电超市的所有项目也实现了
线上服务。

西安民生服务电商平台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