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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推进长江黄金水道建设

传

荆江航道整治工程汛期不停工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
通讯员王取发
报道：7 月 14 日，记者在长江荆江河段石
首倒口窑心滩施工现场看到，
两艘工程船
并排停在江面，
一艘工程船缓缓将另一艘
船上的水泥砼块，
运到一块有半个羽毛球
场大的排布上。完成后，15 名工人迅速用
绳子把砼块系牢，
排布自动沉放江底。
“沉排是为护住江底泥沙，是航道
整治的一个关键工序。”荆江航道整治

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高凯春
说，虽已进入汛期，但指挥部通过技术
创新，打破汛期停工的常规，每天沉排
1 万平方米。
据了解，
荆江航道整治工程起于枝江
昌门溪，止于监利熊家洲，全长 280.5 公
里，总投资约 43.3 亿元。该航道整治工程
的重点是对枝江至江口河段、太平口水
道、斗湖堤水道、周天河段、藕池口水道、

碾子湾水道、
莱家铺水道、
窑监大河段、
铁
铺至熊家洲 9 个滩段的 13 处浅滩实施整
治，遏制航道不利变化趋势，改善航道通
航条件。自去年 9 月开工以来，已累计完
成投资 13.5 亿元，
部分标段主体工程已完
成 60%，预计到今年底累计完成投资 25
亿元。2015 年工程结束后，长江中游通航
能力将大幅提升，是破局长江“中梗阻”、
打造黄金水道的重要一环。

浙 江 将 开 工 16 个 铁 路 项 目
本报讯 记者黄平、通讯员金敏丹报道：浙江省政府近
日宣布，未来 4 年（2014 年至 2017 年）全省铁路建设再次
提速，将开工 16 个铁路项目，投资 1350 亿元，预计至 2020
年浙江铁路营业里程比目前翻一番，达到 4000 公里。
按照计划，浙江铁路建设的重点是对现有路网的薄弱
环节进行完善，项目遍及全省除舟山以外的大部分县市区，
预计年均投资约 200 亿元。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
资铁路建设，浙江将全面放开铁路建设市场，创新铁路建设
投融资渠道，采取市场化融资手段拓宽建设资金来源，实施
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据介绍，长江湖北境内治理主要是
荆江整治工程，项目完工后，荆江河段
枯 水 期 最 浅 水 深 将 从 3.2 米 提 升 至 3.5
米，满足 4 艘 3000 吨级驳船组成的万吨
级船队和 3000 吨级货船双向通航要求。
长江航道局局长熊学斌表示，荆江航道
整治完成后，荆江河段整体运力将增加
20%，企业运输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经
济效益预计达 1701 亿元。

打破城市“单中心”发展局限，探索建设城市综合体——

天津港在宁夏建物流园

贵 州 城 镇 化 不 选“ 摊 大 饼 ”
本报记者

城市发展综合体是贵州省城镇化战
略的一个“关键词”，城市综合体符合贵
州实际、具有山区特色。
截 至 5 月 中 旬 ，贵 州 重 点 推 进 的
125 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全部落实开发主
体 ，其 中 在 建 108 个 ，完 成 投 资 304 亿
元。城市综合体已成为贵州推进山区特
色新型城镇化增速提质的推手之一。
贵州的城镇化不仅面临城乡分割，
而且各功能分区间“泾渭分明”，缺少有
机经济联系，要素“钟摆式”流动，土地利
用效率不高，城市生活、交易及管理的成
本均较高。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表示，
“这些不足倒逼我们通过建设一批城市
综合体，提升城市品质，满足群众的物质
文化需求。”
作为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贵州
沟壑纵横，决定其城镇化不能“摊大饼”，
只能“蒸小笼”——建设城市综合体，实
现了对土地混合、高效集约利用，突破了
城市“单中心”发展局限，契合了贵州多
中心、
“组团式”的城镇化路径。城市综合
体能让城市居民就近工作、居住、消费，
满足了现代人快速紧凑的生活节奏。
贵州选择从省级层面统筹推进城
市综合体建设。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吴秉泽

厅厅长张鹏说，
“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相对
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化发展多阶
段并存，从省级层面统筹推进城市综合
体，走差别化、非均衡发展道路，可以避
免走弯路。”
2013 年颁布的《贵州省城市综合体
规划设计技术导则（试行）》将该省城市
综合体项目按 4 个层级划分。其中第一
层级是指贵阳、遵义、六盘水三市的中心
城 区 及 贵 安 新 区 ，第 二 层 级 是 其 余 市
（州）政府驻地城市，第三层级是经济强
县及区域中心城市，第四层级则是一般

真

本报讯 记者拓兆兵报道：日前，由天津港 （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的集陆港功能、物流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物
流园——宁津物流园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正式开工建设。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84 亿元，占地 5 平方公里，
通过惠农陆路口岸将天津港的功能延伸复制到物流园，
利用铁水联运的便利条件整合物流功能，实现规模运
作，降低物流成本，带动石嘴山市及周边城市外向型经
济的发展。

王新伟
体”，总建筑面积原则上控制在 5 万平方
米左右，公寓式住宅建筑面积占总建筑
面积的比重不超过 50%即可。其功能
将根据当地群众实际需求进行配置。
记者注意到，省级统筹并非政府包
办。在城市综合体建设中，
政府的主要职
责是制定技术文件和政策文件，
加强规划
调控，
引导建设开发主体发展城市需要的
公共服务功能，
指导各地搞好项目建设服
务和管理，确保城市综合体的健康发展。
城市综合体的具体建设及运营，
则完全是
市场行为，
依靠市场来解决。
此外，山区城市特点、民族文化特
色、生态文明特征是贵州城市综合体的
特色所在。贵州力求通过城市综合体建
设，发展节地型建筑，推进绿色建筑、智
慧城市建设，应用地方文化元素来传承
和发展传统文化。贵州省省长陈敏尔多
次在不同场合表示，
“ 我们的城镇化，不
求大、不求洋、不求高，只求特。”
早在开展顶层设计研究时，贵州省
就组织专家编制了《城市综合体贵州文
化元素应用指南》，从 17 个世居少数民
族的建筑符号中抽象若干元素，提炼个
性特色的建筑符号，并将其融入到城市
综合体中。如今，黔北民居、苗寨、侗寨、
布依寨等当地的建筑风格，都能从城市
综合体中觅得踪影。城市综合体已经成
为贵州多元文化的载体。

县城及具备条件的小城镇。层级不同，
所要建设的城市综合体的标准也不同。
“我们要把这种科学发展理念和城
市发展方式向各地传递，引导城市提质
增效和提升发展品位。”贵州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研究室主任毛家荣告诉记者。
在第一层级，要建设的是标准意义
上的城市综合体，总建筑面积原则上不
少于 15 万平方米，公寓式住宅建筑面积
占总建筑面积的比重不能超过 25%。而
在县城的第四层级，则是建设更加符合
县城及小城镇和农村实际的“城镇综合

黄埔海关开展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黄埔海关上半年深入开展打
私联合行动、打击农产品走私“绿风”专项行动，集中力量对
重大恶性走私犯罪、各类行业性走私活动实施专项打击，取
得显著成果，共刑事立案 59 起，案值 69.31 亿元。
在今年 3 月该海关开展的代号为“铁拳”的打击皮革走
私专项行动中，他们摧毁一个特大走私进口皮革的犯罪网
络，案值 60.91 亿元，涉嫌偷逃税额 9.96 亿元。这是全国海
关“绿风”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查获的首起大案。

张家口大学生创业园外揽人才
本报讯 记者梁剑箫报道：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大学
生创业园北京高校推介会在张家口举行。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大学等 8 所北京地区重点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来
张对接。
据悉，各高校负责人均有意与张家口大学生创业园开
展进一步合作，他们表示要加强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引导，
争取让更多的北京院校大学生来张创业，共同推动和促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

本版编辑 陈 艳 董庆森

中 国 物 品 编 码 中 心 公 告（1629）
现将第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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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商名称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廊坊市安次区双全食品厂
香河天翔食品有限公司
唐山市开平区新世纪冷食厂
河北协盛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新疆众鑫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舒兰市东昌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临江市村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市丰满区复兴盛金属材料加工厂
龙井市鸿发蛋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吉林省布莱斯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四平市宝福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集安市岳龙食品有限公司
磐石市牛心镇太河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磐石市金轩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通化德济参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太子龙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亿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羲岭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化州市橘州化橘红开发有限公司
宁强县永明面条加工厂
佛山市顺德区李禧记学雄食品厂
西安嘉宸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桓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兴县太平镇金盛粮食加工厂
成都美之霖食品有限公司
罗江县略坪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泸州市龙马潭区永盛纸制品加工厂
四川省百酒堂酒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荞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恒适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凌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谷黄金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市强劲动力露酒厂
泸州福贵泉酒业有限公司
泸州仪狄酒业有限公司
四川泸荣酒业有限公司
泸州天植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泸州泸顺老窖酒业有限公司
荣成爱伦湾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碧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润之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添意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家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和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乐亚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船王皮具有限公司
珠海市利昌食品有限公司
丰都县鸿远食品有限公司
张掖市甘州区三闸兴华肉食品经营部
岷县宏达土鸡蛋直销店
兰州京华港商贸有限公司
昆明市官渡区关岭禽蛋经营部

69554013
69554014
69554016
69554017
69554018
69554019
69554020
69554021
69554022
69554023
69554024
69554025
69554026
69554027
69554029
69554030
69554031
69554033
69554036
69554038
69554039
69554040
69554041
69554042
69554043
69554044
69554045
69554046
69554047
69554048
69554049
69554050
69554051
69554052
69554053
69554054
69554055
69554056
69554057
69554058
69554059
69554060
69554061
69554062
69554063
69554064
69554065
69554066
69554067
69554068
69554069
69554070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剑川县龙泉酒厂
四川华泽众家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邻舍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南爵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天魁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远鸿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甜言物语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宏翊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喜上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卯金氏叁玖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亚曼提斯酒庄
广州领路人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九威佳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钩钩吧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瑞圣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律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益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尔也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萌贸易行
深圳市健美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唐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和源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舟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纵赢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兰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圣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荣泰木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四海众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秉诚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科工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帝绅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懋达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南方自行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盈家旅行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蔚乐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童学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铂玺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来福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酷野聚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国微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万利达教育电子有限公司
灌云县兴红食品厂
齐齐哈尔金禾食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完达山豆奶食品有限公司
长春市庆丰源精制米有限公司
长春华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农安县俏然食品厂
鞍山聚缘食品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乳香飘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大禾农业有限公司
凉城县蒙洁风干牛肉干厂
玉泉区东蒙澡巾厂

69554072
69554074
69554075
69554076
69554077
69554078
69554079
69554080
69554081
69554082
69554083
69554084
69554085
69554086
69554087
69554088
69554089
69554090
69554091
69554092
69554093
69554094
69554095
69554096
69554097
69554098
69554099
69554100
69554101
69554102
69554103
69554104
69554105
69554106
69554107
69554108
69554109
69554110
69554111
69554112
69554113
69554114
69554115
69554116
69554117
69554118
69554119
69554120
69554121
69554122
69554123
69554124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杭锦后旗兴达粮油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经济开发区天杨食糖经销部
内蒙古和兴利食品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分公司
丰镇市东都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淞森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包头市建华禽业有限责任公司
华移联科(沈阳)技术有限公司
汾西县兰威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帆翔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悦辰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智慧金属硅胶制品厂
中山市宝撒制衣有限公司
东莞市盆景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晨光印刷有限公司
东莞市耀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汕头市奥美迪服饰有限公司
汕头市新裕源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奥雅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卡娜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粮食收储中心
汕头市澳斯娅内衣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雄辉实业有限公司
梅州市桂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同盛五金厂
佛山市顺德区恒光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康电器有限公司
汕头市康妮丝内衣有限公司
广州涛林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娇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益多宝饮料有限公司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品清源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依绿茶业有限公司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极限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华汇皮具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韵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逸尔孚润滑油有限公司
广州市红棉科教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千涵皮具有限公司
西安正昊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优盾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葛蓝新通制药有限公司
贵州怀仁坊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百里杜鹃饮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永春苗祖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帮帮尔苗药有限公司
贵州苗丹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都匀市新和大米加工厂
贵州鑫虹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骥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69554125
69554126
69554127
69554128
69554129
69554131
69554132
69554135
69554136
69554138
69554139
69554140
69554141
69554142
69554143
69554144
69554145
69554146
69554147
69554148
69554149
69554150
69554151
69554152
69554153
69554154
69554155
69554156
69554157
69554158
69554159
69554160
69554161
69554162
69554163
69554164
69554165
69554166
69554167
69554168
69554169
69554170
69554171
69554174
69554175
69554176
69554177
69554179
69554180
69554181
69554182
69554183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都匀市螺丝壳河头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广西三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雅瑶轻松鸟清洁用品厂
宁波赛柯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瑞尔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申洋羽绒服装有限公司
宁波凯乐思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斯雷姆洁具有限公司
宁波旭盛纺织品有限公司
武汉百年龙人堂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福科思五金制品厂
丽水市畲乡老油车油茶开发有限公司
永嘉味凌琼酒业有限公司
东阳市威帝工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荣诚食品厂
义乌市利远纸业有限公司
庆元县宏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瑞安市德士牛业专业合作社
义乌市艺开针织有限公司
杭州绿韵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东阳市南马彩明家居用品厂
温州普拉玛服饰有限公司
天宇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比格日用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烨檬塑料厂
台州市黄岩好轻松日用品厂
海宁市米高服饰有限公司
云和婴之王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羽之毛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华康神芝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凯丽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姿惠纺织品有限公司
厦门龙锦香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胜鹏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草芝堂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茶人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厦门新泰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程营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农特康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耀阳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七智进出口有限公司
湖南盛唐黑金黑茶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木果果木酒厂
湖南润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福建省武夷山七境堂茶业有限公司
漳州市巧维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漳州市信扬家具有限公司
晋江市龙湖镇翔达钟表厂
泉州三辰卡通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福州富雪岛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华丰天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万天食品有限公司

69554184
69554186
69554187
69554188
69554189
69554190
69554192
69554193
69554194
69554195
69554196
69554197
69554199
69554200
69554206
69554207
69554208
69554210
69554211
69554212
69554218
69554220
69554222
69554224
69554225
69554226
69554227
69554228
69554229
69554230
69554231
69554232
69554233
69554234
69554235
69554236
69554237
69554238
69554239
69554240
69554241
69554242
69554243
69554244
69554245
69554246
69554247
69554248
69554249
69554250
69554251
69554252

南安市环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怪芳茶叶有限公司
安徽御品坊酒业有限公司
六安同盛祥茶业有限公司
亳州市龙酉粉丝有限公司
安徽人祖果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乐道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富奇综合养殖有限公司
安徽兴玉瓷业有限公司
安徽荣达食品有限公司
金寨县永生利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安徽高丰泰食品有限公司
濉溪县濉洪酒厂
金寨县万泰花生加工厂
六安市绿植源蜂业有限公司
寿县精诚粮贸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淮松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巢湖市秦绍美小磨麻油厂
舒城县马河口镇德胜精米加工厂
合肥木易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华丰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霍山县佳康食品有限公司
合肥新韩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方原平食品有限公司
太和县利丰副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雨杏食品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湛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珍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武汉市花果山涂料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塔拉狼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铁木真食品有限公司

厂商识别码
69554253
69554254
69554255
69554256
69554257
69554258
69554259
69554260
69554261
69554262
69554263
69554264
69554265
69554266
69554267
69554268
69554269
69554270
69554271
69554272
69554273
69554274
69554275
69554276
69554277
69554278
69554279
69554286
69554287
69554288
69554290
69554291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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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