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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成都市锦江第一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安溪永庆茶业有限公司
闽侯县白沙闽乐伊面加工厂
福建省晋江市兄弟鳄鱼鞋服有限公司
新侨伟(福建)鞋服有限公司
南靖县益得利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佰圣威鞋服有限公司
爱维仕(福建)营养品有限公司
福州鑫园荣鞋业有限公司
南靖绿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泉州立旺食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吉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安溪县美庄茶叶专业合作社
无锡桃之源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宸浦节能机械厂
成都勤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七色争辉贸易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迎接名扬纸品厂
什邡市桔林粉丝厂
罗江县传奇食品厂
四川坦诚林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洪雅县华滋堂参茸店
泸州市古蔺钟跷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华益食品厂
古蔺县兴业大米加工厂
古蔺县经济作物开发服务部
阿拉善左旗阿王府源食品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乳醇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阿拉善盟鑫隆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蛟河市合丰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新乐市鑫联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满天红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中业食品有限公司
武夷山茗人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圣莉雅环保壁纸有限公司
福建省东协橡塑实业有限公司
晋江市皇马鞋业有限公司
福州鼎峰贸易有限公司
福州永恒鸿业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德化县铭晟陶瓷有限公司
尤溪县康盛豆制品厂
南平市鸿泰竹木有限公司
松溪县百佳茶厂
福建省福鼎市老叶家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荔城区华隆食品罐头厂（有限合伙）
洪湖市莲莲香莲业有限公司
安溪红色丰和茶业有限公司
珠海饼之原食品有限公司
珠海市仙乐饮品有限公司
珠海尼维达钟表股份有限公司
金堂淮口粟家面粉厂
茂名振鹏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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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海通育禽有限公司
宝鸡市渭滨区鸿鹄养鸡场
安塞张记年糕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市湖滨新城开发区福永水产品加工部
宜宾市南溪区四老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西华师范大学子露泉纯净水厂
郫县铭达食品加工厂
晋江市梅岭秀林山庄茶业商行
寿宁县龙虎山茶场
美糕美(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福州果明贸易有限公司
福州优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新禾米业有限公司
禹城市益尔康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威雅饮品有限公司
聊城冠县隆兴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华磊食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迅泰电器有限公司
内江广寒宫酒类科研院
浙江欣尔利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雅欧玻璃陶瓷有限公司
浙江大邦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鸟进出口有限公司
湖南源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惠隆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海丰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贝泰灯具有限公司
大连诚信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三叶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绿万家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市甘井子区明晋食品厂
大连华善食品水产有限公司
大连兴隆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银光抽纱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柯尔电子有限公司
大连市沙河口区进修印刷厂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卡帕兹设计贸易有限公司太仓代表处
青岛希恩娜家居礼品有限公司
深圳泰胜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盈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宏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莱迈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汉声音响有限公司
青岛华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扬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义乌市君武服装商行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建欣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南阳新奥针织有限公司
深圳华盛昌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伦亚贸易有限公司
中天世纪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昱为科技有限公司
武夷山宏泰竹木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普索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博立码杰通讯(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宏扬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忆丰电机(嘉善)有限公司
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子路时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宏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林发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凯勒斯卫浴实业有限公司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愉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晟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惠阳兆吉鞋业有限公司
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
广东华隆涂料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桃花季服饰有限公司
利惠商业(上海)有限公司
欣贺(厦门)服饰有限公司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麦迪莱登服饰有限公司
乔顿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经济特区爱美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西佳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米安斯迪服饰有限公司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依迪索时装有限公司
东莞市以纯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阿卡邦服饰有限公司
三六一度(中国)有限公司
广东维夏克皮具有限公司
杰豪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工具厂有限公司
广州市铭瑜服饰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长越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帝客服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巧侬日用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贵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蜘蛛王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以纯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天创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虹越花卉有限公司
艾高(中国)户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泉州克拉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巴彦高勒三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业盛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达方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意森服饰有限公司
汕头市绿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千羽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田昌灯饰有限公司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康宜居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南铭家具有限公司
爱你士化妆用具(天津)有限公司
青岛豪杰丽特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欧唯表面装饰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威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祥电子有限公司
嘉善顺翔皮件有限公司
福州华昆赛车配件技研有限公司
广东野村科技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长安乌沙溢华针织制衣厂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远东国际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黛宝曼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温州奇诚电器有限公司
曲阜孔府家酒酿造有限公司
广东富绅服饰有限公司
宜兴美联常驰石业有限公司
山东霓虹王电子有限公司
青岛韩美来珠宝有限公司
福州旭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倍生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苏金鹿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皇冠电子有限公司
威海康华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能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武汉艾立卡电子有限公司
扬州光迈五金工具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宾之郎食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谷友粮食连锁有限公司
河北康希燕麦食品有限公司
泉州金路轻工有限公司
河南帝香亿人康食品有限公司
云南航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百路养殖实业公司
保定市第五造纸厂
兴化市得胜湖啤酒有限公司
普宁市东兴食品有限公司
射阳县洋马菊花药材有限公司

昆山鑫隆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市天天乐食品有限公司
盖奇(中国)织染服饰有限公司
四川省崇州市蜀西食品厂
扬州市邗江工艺笔刷厂
哈尔滨方正绿宝石优质米有限公司
清远震兴农产品有限公司
云南丘北普者黑食品有限公司
南昌市宝利亚食品厂
普宁市金梅液酒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奇伟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柏奴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圳和兴隆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闽京果蔬有限公司
北京福满门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馋神集团有限公司
大庆嵩天淀粉有限公司
清原满族自治县第一人参加工厂
潮安县佳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有机绿色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运城市王来成农产品有限公司
济南丽杰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绵阳康尔日化有限公司
信阳军发茶叶有限公司
高平市悦香村肉制品加工厂
揭阳市大阳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倩彦化妆品厂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联荣华针织制衣厂
潮安县福德园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天府东宫酒厂
罗定市美盛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雪兆丰实业有限公司

69555968
69555969
69555970
69555971
69555973
69555974
69555975
69555976
69555977
69555978
69555979
69555980
69555981
69555982
69555983
69555984
69555985
69555986
69555987
69555989
81743901
81746801
81758201
81762901
81773701
81773801
81808101
81809201
81811401
81811501
81811601
81812401
81814701
855876003
856371003
857586003
858809003
6901028018
887037
887061
887072
887130
887174
887182
887184
887185
887201
887210
887233
887245
887248
887257

887263
887269
887281
887327
887357
887358
887360
887379
887380
887381
887420
887423
887426
887427
887428
887429
887432
887433
887456
887457
887458
6900333
6900344
6900459
6901474
6901960
6902180
6902390
6902426
6902924
6903782
6904573
6906069
6910896
6911100
6911246
6911407
6911764
6911871
6911872
6912291
6912455
6912707
6912759
6913387
6913971
6914163
6914937
6915124
6915267
6915349
6915425

6915517
6915716
6915857
6916010
6916328
6917052
6917290
6917405
6919096
6919821
8484770
8485070
8485330
8485480
8485490
8485550
8485640
8485650
8485660
8486420
8486680
8486690
8486790
8486800
8486810
8486970
8487080
8487400
8487450
8487460
8487750
8488110
8488610
8488780
8489480
8489490
8490230
8490330
8490510
8490660
8490810
69201552
69201786
69211097
69213327
69215019
69215589
69215607
69216559
69216634
69217200
69217960

69218706
69221006
69221761
69221865
69224689
69230670
69233831
69234543
69234682
69235963
69238592
69240224
69240232
69240717
69242952
69245522
69246141
69246526
69249019
69249590
69250536
69251273
69251310
69254658
69259715
69260398
69265423
69266020
69266334
69266806
69268260
69271038

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 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厂商名称厂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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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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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鹤乳业探索产业和教育实现双赢——

把 工 厂“ 搬 进 ”课 堂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本版编辑 董庆森 梁剑箫

本报郑州 8 月 5 日电 记者王伟报
道：食品企业万洲国际有限公司今天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股票开盘价
6.8 港元，较招股价 6.2 港元高 9.68%，
收盘时报 6.66 港元。万洲国际此次全
球共发行 25.6 亿股，拟募资金 159.18
亿港元。

今年 1 月，为加快推动公司国际化
战略，为赴港上市作准备，双汇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宣布更改公司名称为万
洲国际有限公司。目前，万洲国际在

猪 肉 产 业 链 的 核 心 环 节 ， 包 括 肉 制
品、生鲜猪肉和生猪养殖，均占据全
球首位。万洲国际拥有亚洲最大的动
物蛋白公司——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美国最大的猪肉食
品 企 业 —— 史 密 斯 菲 尔 德 食 品 公 司 ，
还拥有欧洲知名肉制品企业西班牙肉
制品巨头康博菲尔 37%的股权。旗下
有 中 国 “ 双 汇 ”， 美 国 Smithfield、
Gwaltney、 Cooks、 Eckrich、 Farm-
land、John Morrell 等多个知名品牌。

市场份额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一些
主要市场均排名第一。

万洲国际于过去数年实现强劲的
业务增长，营业额由 2011 年的约 54.6
亿 美 元 增 至 2013 年 的 约 112.5 亿 美
元 ， 复 合 年 增 长 率 达 43.6% 。 截 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 司 营 业 额 约 为
50.5 亿美元，较 2013 年同期的约 15.5
亿 美 元 跃 升 225.2% 。 2014 年 第 一 季
度，公司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约 1.26
亿美元增长至 2.47 亿美元。

万洲国际业绩的快速增长得益于美
国生猪生产的成本优势和美国鲜冻猪肉
及猪副产品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增
加 。 中 国 目 前 每 年 猪 肉 的 消 费 量 在
5000 万吨左右，是全球最大的猪肉消
费市场，占全球消费量的一半左右。

万洲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万隆表
示，“万洲国际致力打造一个有利于公
司全球扩张战略的平台。公司在香港
上市有助我们获得更多的资源、吸引
人才，巩固公司全球市场地位。”

万 洲 国 际 港 交 所 挂 牌 上 市
打造全球扩张战略平台拓展国际市场

万 洲 国 际 港 交 所 挂 牌 上 市
打造全球扩张战略平台拓展国际市场

本报讯 记者张允强报道：近日，鞍钢创新冶炼工艺
技术，成功冶炼出工业纯铁，创造了鞍钢历史上超纯净钢
冶炼的新纪录。该技术填补了国内外冶炼工业纯铁的技
术空白。

据悉，鞍钢仅用不到 1 个月的时间确定生产工艺方
案，进行工业模拟冶炼，为工业纯铁的试制奠定坚实基
础。在试制中，鞍钢摒弃传统观念，采用冶炼新工艺，使
钢中各元素完全符合工业纯铁的成分控制要求。

本报讯 记者亢舒报道：近日，中建申拓投资公司开
发的惠南民乐大型居住社区二期工程开工。上海杨浦、
虹口、闸北、黄浦区等相关部门各预定 1000 套房源，合
计约 4000套房源，合同额预计 26亿元。

申拓公司先行先试，走出一条保障房设计、投资、建
设、销售、运营管理的新模式，开启了上海市区保障房订
单生产的商业新模式。

鞍钢用新工艺冶炼工业纯铁

中 建 申 拓 订 单 式 建 保 障 房

近日，飞鹤乳业与黑龙江民族职业
学院签订了合作办学的框架协议，明确
双方将开展合作办学，共同培养畜牧领
域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和乳品加工工艺检
验领域的专业人才，探索校企互动的职
业化教育新模式。

在职业教育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的
背景下，如何确保校企合作办学不停留
在纸面上，真正建立起校企之间在专业
技术人才培养方面的纽带关系。

由于社会对职业教育存在不少认识
误区,部分考生对职业教育比较歧视，
加之职业院校的学生在部分领域容易遭
遇就业歧视，导致近几年我国职业教育
生源出现滑坡,职业教育发展缓慢，也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各行各业技能型专业
人才的匮乏。

在乳制品行业，技能型专业人才的
缺口也出现了扩大趋势。飞鹤乳业副总
裁梁爱梅告诉记者，国家对婴幼儿配方
乳粉生产许可重审后，对乳粉企业提出

了更高要求，乳粉行业对高端技术型人
才的需求也日益加大。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专门培养畜牧
兽医人才的高校只有４所，技术技能型
专业人才每年缺口在 70％以上。

“飞鹤正在规划再建 8 个工厂和牧
场，产能规模将实现翻番，企业将需
要 大 量 的 专 业 型 ‘ 蓝 领 ’。” 梁 爱 梅
说，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飞鹤决
定与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展开深度合
作，共同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型人才。

根据合作方案，飞鹤乳业将与黑龙
江民族职业学院开展“1+1+1”的教学
模式。乳品工艺专业的学生入学第一年
将在学校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知
识；第二年可以到飞鹤的牧场和工厂边
实践边学习；第三年则可以正式到飞鹤

顶岗实习，飞鹤将按照一定的标准给学
生发放实习工资。同时，鼓励学生毕业
以后选择留在飞鹤就业。

“我们要‘把工厂搬进课堂’，把教
育和产业发展融合在一起，营造人人皆
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也
为企业解决好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带来的
人才需求。”梁爱梅表示。

记者了解到，在双方的合作中，飞
鹤乳业除投入相应的资金外，还将在专
业课程设置、培养方案设置等方面展开
深入探索，并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使
教学内容更加符合企业发展需求，为学
生就业提供稳定的保障，为企业发展培
养高素质员工。

“ 将 产 业 与 教 育 更 好 地 融 合 在 一
起，从源头培养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牧
场、工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不仅是职

业教育在办学模式上的一次创新，更是
对‘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这一理念
的成功实践。”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党
委书记徐建诚说。

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徐梅表示，学
校和企业合作办学并共同设置课程，企
业专家驻校授课，校企共担培养费用及
创办“厂中校”等方式，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校企合作”，为破解职业教育招
生难、教学实践脱节和企业招工难提供
新途径。

专家表示，企业委托学校计划招生
培养，可以将学生的培养目标与企业生
产岗位任职要求相接轨，教学内容与实
际生产工作任务相接轨，对学生的能力
培养和考核与公司的职业技能训练、鉴
定接轨。

“校企合作是要探寻企业与学校在
资源、信息等领域实现共享的双赢模
式。”梁爱梅告诉记者，企业与学校合
作办学，关键要搭建起互惠互利的合作
平台，使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取得人才、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收益，而学校也能
通过深度合作，实现招生和就业的良性
循环。

飞鹤乳业致力于探寻企业与学校在资源、信息等领域共享的双赢模

式，其举措融合了产业与教育，从源头培养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技术技

能型人才，是职业教育在办学模式上的创新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报道：由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
所和安徽中科瀚海光电技术发展公司联合研发的“城市
天然气管网监测系统”，日前通过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专家鉴定，有望实现产业化推广。该系统在 50 毫秒
内可迅速检测出泄漏点。

中科瀚海负责人李树广表示，“城市天然气管网监测
系统”采用激光吸收光谱检测技术，通过气体分子对激光
波长的改变识别甲烷，检测灵敏度达0.05%。

“系统采用定点实时监测和移动巡检相结合的方式，
可以实时将检测数据传输到远程监控中心，为安全调度、
应急处置提供依据。”李树广说。

专家鉴定组副组长、中国燃气学会副秘书长李颜强
认为，该系统的亮点在于可以对每一辆运行中的燃气运
输车辆进行定位和泄漏监测。通过与北斗定位系统的一
体化融合，把燃气运输车辆的安全状态实时传送，一旦发
生泄漏立刻向驾驶员和监控中心报警。

中科瀚海研制出燃气监测系统
0.05秒“嗅”出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