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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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
现将第1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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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林市金牛食品有限公司
讷河市东北嫂子私房菜加工厂
绥化市天时利面业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宏河米业有限公司玉隆分公司
日照开航水产有限公司
普模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高青县立青食品厂
临沂市狼村商贸有限公司
泰安鲁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乳山蓝莓盛威果蔬有限公司
山东腾阳实业有限公司
潍坊佳润得贸易有限公司
临沂经济开发区泰尔食品加工厂
菏泽鹤天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日昌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温州帝曼服饰有限公司
新疆利诺伊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沙湾县金沟河镇玉花面粉加工厂
新疆恒安食品有限公司
焉耆县十号渠面粉厂
墨玉县麦哈巴食品加工厂
巴楚县新日普瑞利尔食品厂
昌吉市天绿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伊穆萨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额敏县新大同创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普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平阳县家豪福食品厂
天台绿康农产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索乐贸易有限公司
平阳县照宇电子元件厂
松阳县闻声炒货厂
嘉兴御庄园食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凯立丝针织有限公司
诸暨市安菲妮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新宏达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吉尼汉滋进出口有限公司
平阳县科奥电器厂
金华市天富箱包有限公司
温州市欧圣服饰有限公司
瑞安市百羽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瑞安市乐诚工艺品厂
温州市复新面粉厂
杭州纳维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子墨食品厂
嘉善巴豆娃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洞头县东屏绿洋海藻食品厂
永康市鑫畅电器有限公司
瑞安市庄业针织厂
台州市黄岩日隆塑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华泰服饰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日芝塑胶有限公司
温州兄华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美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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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市蓝宝石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安峰食品有限公司
衢州市金宝汇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品怡食品有限公司
温州杰妮斯贸易有限公司
苍南县龙港融星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潘桥荣彬野生植物食品厂
浙江铭睿盛仕实业有限公司
招远市天桥面粉厂
广州市增城杰佳精细化工厂
广州夏美调味食品厂
广州缘来一叙茶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雅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赛果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鑫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趣蒙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依祈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逸轩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肽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江堰市灵岩观音山山泉水厂
四川省邛崃市怀洲曲酒厂
桂林市福鸿贸易有限公司
桂林市临桂盈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玉林市三禾食品有限公司
横县横州醉仙园酒庄
桂林兴安鸿达食品有限公司
南宁市安安食品厂
柳州市红裳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大理市亚润食品厂
曲靖市麒麟区麟珑微藻养殖有限公司
石林金恒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市西山区天康食品厂
墨江常林马路蜜蜂养殖场
云南红药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尚茗堂茶品有限公司
西安爱得利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好利达食品厂
武威自然食品有限公司
嘉峪关兴平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市冀城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长征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嘉峪关市开心园速冻食品厂
广河县清香油脂有限公司
临夏市伊源清真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府谷县山丹丹食品有限公司
汉中瑞思康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尊上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威士化工有限公司
大连三桂食品有限公司
嘉一食品(大连)有限公司
吉林省林家铺子酒业有限公司
赤峰市红山区辽河食品厂

赤峰吴泰食品厂
松山区鑫福源豆制品加工厂
锡林郭勒盟康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达拉特旗乡村巧嫂子酱菜厂
东胜区仟仟贝面包厂
杭锦旗桃源矿泉水有限责任公司
伊金霍洛旗凯源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伊金霍洛旗白塔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家利利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安兴科技有限公司
科右中旗阿希达风干牛肉干店
重庆市润坤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五康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皓熙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唯然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恭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奈美惠化妆品商行
广州洋日便利店有限公司
广州高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妙手郎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觉夫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展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永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派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讯宇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彤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绣天采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高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宇玮工艺制品厂
深圳市怡荷洋行贸易有限公司
霸州市煜昌安防产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奥非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内丘县振华食品饮料加工部
石家庄市金凯来商贸有限公司裕华分公司
东莞市鑫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篁东食用油加工厂
东莞市中堂华旺食品厂
潮安县优美家贸易有限公司
潮安县古巷镇辉帆陶瓷厂
潮安县彩塘镇吉祥五金器械厂
潮安县庵埠镇威格制鞋厂
佛山市顺德区旺兔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成信制革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双岭电子制品厂
汕头市外贸物资有限公司
汕头市大唐牡丹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百事高儿童服饰有限公司
哈尔滨莱博通药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哲轶经贸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玉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哈尔滨三和永旺食品有限公司
太原市万柏林区永昌纸制品厂

运城市方大银蝶泉饮品有限公司
潞城市潞达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
关岭自治县断桥镇凯歌牌辣椒制品厂
贵州豪云忘情水贸易有限公司
兴义市兴利肉类食品厂
资阳市雁江区郫城川菜调味品豆瓣厂
宜宾县合什镇天祥食品厂
彭山永得利食品有限公司
巴中市巴州区驰翔炒货厂
绵阳市涪城区美丽居装饰材料厂
四川锦华酒业有限公司
乐山德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九月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水明塑胶制品厂
开县富友食品厂
成都市国创酿酒厂
重庆顺泰食品有限公司
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佰利森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
运城市盐湖区林盛相枣种植专业合作社
吉林省朗馨食品有限公司
临江市庄家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松原市吉丰米业有限公司
前郭县嫩江湾米业有限公司
通化利达食品厂
延吉奥业土特产有限公司
延安市枣香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蓬勃食品有限公司
西藏厚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金羊羊食品有限公司
商丘市花将军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市英凯瑞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鹤峰县杰伟食品厂
松滋市水岩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金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川市凉务兴来大米加工厂
湖北和合永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鸿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宇祥畜禽有限公司
宁波东润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银特电笔厂
宁波圣美休闲家居用品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居元佳品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华湖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詹博士母婴健康管理咨询

科技有限公司
安化县信奕福茶号
湘潭市雨湖区三龙食品厂
南县鑫红旗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民生乳业有限公司
华容县春韵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戴卫食品有限公司
易安得(青岛)商贸有限公司

黄山众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庆市鸿泰食品有限公司
蚌埠市顺琪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省佰福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
池州市清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荔城区荔晟鑫贸易商行
福安市绿林春茶业有限公司
霞浦县福宁张氏忠义食品加工厂
福清鑫港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惠安县坚固电机有限公司
老长裕(福建)服装织造有限公司
长乐市永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道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莆田市汇龙海产有限公司
大丰市德昌食品厂
扬州优卡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漫全球日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星期六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新老大昌昆山食品店正仪食品屋
苏州市益友园艺绿化有限公司
苏州金都机电有限公司
膳魔师(淮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无锡易达康商贸有限公司
无锡多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乐平方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无锡晔佳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健生源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恒大羊绒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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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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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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年报和年报预告纷纷出炉

传 媒 板 块 普 遍 预 喜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
四季度各类型基金整体亏
损 440.33 亿元，其中股票
型、混合型基金损失惨重，
亏损分别达到348.87亿元
和 119.99 亿元，仅有货币
型和 QDII 基金收益为正。
虽然股票基金四季度整体
仓位也有所回落，由三季度
的86.43%下降到85.02%，
略微下调了 1.41 个百分
点，但是整体仓位水平依旧
维持在八成以上。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
席分析师江赛春认为，从
四季报分析，绩优基金对
今年一季度股市总体持谨
慎态度，但结构性机会仍
然存在。以中邮战略新兴
产业、银河主题策略、易方
达科讯股票等为代表的

“少壮派”基金对信息技术
板块继续增持。受基金经
理相对激进的投资风格影
响，这些基金把更多精力
放在创业板，重点关注互
联网、医药医疗、新能源等
细分行业，寄望新兴行业
将在一季度股市中保持较
高景气度。

而 景 顺 长 城 内 需 增
长、华商主题精选等基金
则选择求稳配置策略，陆
续撤离信息技术板块、文
化传媒板块，降低 TMT

（科技、媒体、通信）行业的
配置比例，主要增持家电、汽车、电力设备、铁路设备等
行业的股票。同时，基于对淘汰落后产能进展的预期，部
分基金买入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股票。

从绩优基金前十大重仓股看，文化传媒板块被减
持，对制造业中的计算机通信、医药制造、专用设备制造
以及电气机械等板块股票的配置有所增加，TMT类股
票仍是不少绩优基金最青睐的投资标的之一。景顺长城
内需增长的报告指出，TMT和医药仍将是最为关注的
重点，也会密切关注其他更广泛的投资机会。华商主题
精选的报告认为，光伏、LED产业、军工业、水和空气净
化行业、文化消费业等将是未来市场的长期投资方向。

个股方面，规模较大的基金多青睐行业龙头股。如
景顺长城内需“双雄”重点持有美的集团、青岛海尔、中
国北车等蓝筹股。

济安金信基金研究中心主任王群航认为，展望后
市，创业板强劲势头恐难长久，传媒文化、医药等板块的
炒作态势将出现分化。

二

一三年基金四季报收官

偏股基金仓位超八成

本报记者

周

琳

本 报 北 京 1 月 22 日 讯 记者谢慧

何川报道：21日，佐力药业和双龙股份首
发年报，正式揭开A股2013年年报大幕，截
至22日，加上顺鑫农业、圣莱达共4家公司
年报亮相。年报显示，佐力药业净利增三
成，双龙股份净利同比下滑 9.77%，圣莱达
净利同比下降87.69%，顺鑫农业其净利润
同比增长近六成。

与往年不同，今年沪深两市年报由两
家创业板公司打头阵，而业绩一直平稳增
长的佐力药业更是交出靓丽答卷。近一年
来持续走强的创业板指数表现突出，年初
以来其累计涨幅已达 9.76%，可谓一路高
歌底气十足。从目前已披露年报预告的
18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来看，预喜的有116
家，占比达63.04%，并且在预喜的个股中，
有17家预计净利润翻倍。其中，创业板中
的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类成为业绩翻倍最
多的行业。

创业板打响了年报发布第一枪，而 A
股市场也逐步进入密集披露期，目前已有
1240家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其中预喜的有
812 家，406 家公司业绩预亏，预喜公司占
比达65.48%。按申万一级行业分类来看，
传媒、医药生物、商业贸易等板块业绩表现
相对较好。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22 日，传媒
板块已发布业绩预告的21家公司中，19家
业绩预喜，占比高达 90.48%。其中，华闻
传媒，浙报传媒、北纬通信、华数传媒等 6
家公司业绩预增率均达到50%或以上。“传
媒行业，尤其是新媒体的高成长性和穿越
周期的能力最为突出。”平安证券分析师肖
乐乐认为。

“影视、互联网等新媒体公司业绩高增
长，是驱动文化传媒成为市场热点的主要因
素。”宏源证券分析师张泽京表示，受益于国
家持续加大扶植文化产业政策，传媒行业未
来仍将处于快速增长的上升通道，整体平均
利润增速能够维持在10%，而移动互联网、
影视等细分行业的高增长将延续。

相比文化传媒的高歌猛进，周期性行

业板块则逊色不少。目前已披露业绩预告
的 44 家有色金属上市公司中，有 23 家预
喜，占比 52.27%，而 23 家采掘上市公司
中，仅9家预喜。以煤炭子行业为例，11家
业绩预忧，其中兖州煤业预计净利润同比
下降 90%以上，动力煤行业龙头股中煤能
源也称净利润与上年相比有所下降。

“目前煤价处于下行周期，毛利率接
连走低，导致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有所恶
化。”国盛证券分析师郭香俊表示，煤炭需

求疲软，供给持续增加，预计要 3 至 5 年行
业产能过剩才能整合消化。不过，供求相
对宽松的环境下，国际煤价接连上涨和国
内宏观经济企稳回升，仍将对煤价构成一
定支撑。

“作为产业重点组成部分的药品、医疗
服务、中医药保健等将得到更大的机遇。”
申万证券分析师罗佳荣表示。截至目前，
已披露业绩预告的 83 家医药生物上市公
司中，预喜比例达78.31%。

眼下，在上市公司业绩预告集中披露

的同时，业绩修正公告也批量出现。仅1月

21日就有19家公司业绩“变脸”，目前共有

116 家公司修正业绩预告，其中有接近半

数公司向下修正业绩。

行业环境波动、成本变化、资产重组

以及政府财政补助等，成为上市公司业绩

“变化”的直接原因。上市公司在年报披露

前修正此前预告结果本无可厚非，但不可

否认，业绩非正常原因“变脸”必将引发股

价异动。

据了解，不少基金经理目前均有两手

准备，一手“掘金”，一手“排雷”，甚至更为

重视后者，因为业绩变化对股价的影响程

度往往更高。

其实，行业冷暖、运营成本等变化，上

市公司完全可以预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看，上市公司业绩“变脸”不乏有预谋者，通

过恶意隐瞒业绩，利用信息披露时间差影

响二级市场股价，对这个风险投资者须加

强防范。而监管部门对此也不能任其一

“修”了之，应严格区分业绩修正和业绩“变

脸”，并正确划分责任，采取相关措施防患

于未然，让业绩公告越来越真实、规范。

业绩“变脸”须提防

本报北京 1 月 22 日讯 记者何川

报道：延续前一交易日升势，沪深两市今
日放量大涨，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双双
涨幅超 2%，创业板指盘中一度创出新
高。板块方面，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线
收红，其中房地产板块大涨 4.72%。两
市个股呈普涨格局，逾 40 只个股达到涨
停幅度。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收 2051.75
点，涨幅 2.16%，成交 841.27 亿元；深证
成指报收 7820.45 点，涨幅 2.99%，成交
1319.72 亿元。两市成交量近 2200 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放大约四成。另外，中
小板指和创业板指也分别上涨了 2.29%
和 1.75%。

大摩投资分析师袁筠杰表示，随着
新股上市对市场的压力逐渐减弱，预计
春节前市场有望维持多头格局。

沪深股指全线反弹

本报北京 1 月 22 日讯 记者温济

聪报道：今日期指主力合约 IF1402 开盘
后一路上扬，并创出最近单日最高涨
幅。截至下午收盘，主力合约 IF1402 涨
52.2 点，涨幅 2.37%，报 2254.6 点。全天
成交 73.42万手，持仓 7.54万手。

国泰君安期货分析师朱建平指出，
近日 IMF 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估，全球
经济向好；央行“组合拳”带动资金面，
节前资金面相对平稳，市场的悲观情绪
有所改观。部分急待抄底资金开始进
场，大盘出现超跌反弹的情况。朱建平
同时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向好，国内短
期资金面相对宽裕，大盘的悲观情绪会
有所改观。

期指主力合约大幅上扬

本报讯 记者江帆报道：日前，中国
保监会批准太平洋保险股指期货投资资
格，分别允许太平洋保险旗下的太平洋
产险、太平洋寿险和太平洋资产管理公
司开展股指期货投资业务。至此，太平
洋保险所属的子公司成为 2014 年第一
批获准开展股指期货交易的保险公司，
也是目前国内少数几个可以开展这一新
业务的保险公司。

太保获批投资股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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