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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都区兴麦食品厂
汉寿锦鳞香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永泰县三丰农产品精制厂
福建明溪恒香油茶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金山蒙药厂
齐齐哈尔农垦龙泉米业有限公司
漳州市冠铭食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泗门镇森普电器制品厂
中山市东凤镇晙利制衣厂
邢台绿野生态牧业有限公司
邵武市美菰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蓝精灵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永定县欣欣纸品厂
顺昶塑胶(昆山)有限公司
丹东鸿洋食品有限公司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光明面包房
朝阳市盛野食品有限公司
石狮市日祥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屹立茶厂
岳阳联创美业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慈丹贸易有限公司
雄县创源纸塑制品有限公司
滨海县大成纸品经营部
赤峰硕丰畜禽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美联文仪有限公司
安溪萌皇茶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浩好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盱眙宝驰米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盈彩实业有限公司
酒泉市百盛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美志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鸿福铝塑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县正味食品厂
铁岭市雅美纸制品有限公司
成都骏腾密胺制品有限公司
云南鑫鹏工贸有限公司
苏州市恒腾米业有限公司
烟台塞纳风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大荔县观音渡塑料厂
宁波市鸿基锁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利众源贸易有限公司
奉化市创恒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霖奇保健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治市古磨面业有限公司
信宜江东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卓尔酒厂
惠安县龙山活性碳工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茅草街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展越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泉州市鲤城区泉兴皮蛋厂
南通高川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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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一品馨工贸有限公司
泰安市岱岳区盛华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市昌邑区东润食品加工厂
冠县瑞祥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榆树市振兴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莘县金鑫畜禽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锐办公用纸营销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利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益百合食品有限公司
宁化县兄弟米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和宇电器有限公司
营口同兴商贸有限公司
泗洪县康源养殖有限公司
武汉冠典食品有限公司
梅州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狄克斯服饰有限公司
哈尔滨老白酒厂
新津兴义乐万家塑料制品厂
苏州巧管家小商品销售有限公司
汕头市婷姿美服饰有限公司
慈溪雄鹿电器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南海香江一本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祥和纸业有限公司
泗洪县传东米厂
宜君县益智源有机核桃开发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琦妮芬内衣厂
慈溪市鸿运食品有限公司
慈溪豪硕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白水县餐香源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柏其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小金县宝清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五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赤壁市洞庄茶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佳颖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有缘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威迪公司
南京元脉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裕程(昆山)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茂县水西红葡萄酒加工厂
汤原县绿泉香米业有限公司
徐州益福康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三爱食品有限公司
东明县康迪妇幼用品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振辉五金制品厂
烟台波尼尔特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海拉尔区兴垦面粉厂
杭州汇家卫浴用品有限公司
凌源市金牛饮料厂
新郑市良宝源红枣果品厂
庆元县佳驰工贸有限公司
中山市榄洁化工有限公司

昆明市西山区桂轩食品厂
长沙市雨花区豪冠食品厂
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
泗洪县月儿城米厂
武隆县羊角镇梁婆婆豆制品厂
普宁市陈真饮料有限公司
昆明庶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甘孜州新情歌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市鑫莉印刷有限公司
福建齐盛纸品有限公司
锦州锦一顺双飞天然矿泉饮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卡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安化银峰茶厂
兴城市浩淼海产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德运日用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福宝来婴儿服饰有限公司
重庆市舒洁纸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
潍坊海诺石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摩闪酒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崇州金利多食品厂
成都唐伯谢林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雅翼服饰有限公司
云南奥特佳被服有限公司
天津市麒麟造纸有限公司
吉林省华成参茸有限公司
甘肃利康农副特产有限公司
鞍山博仕医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惠阳区新圩傻大哥食品加工厂
临汾市亿佳美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黑美人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雄威逸远经贸有限公司
沈阳福美源食品有限公司抚顺分公司
湖北惠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祥通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萨雷斯电器有限公司
九龙藏区天乡原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双骄电子有限公司
天津康盟健孚药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祖芳水果专业合作社
昔阳县大寨工贸园区带露保健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市晟裕鑫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宾阳县林氏酒厂
大丰市刘庄镇天地源卤制品加工厂
宁波市鄞州石矸佳宁食品厂
慈溪市凯普健身器材厂
慈溪市长河峰峰电器厂
广安红云食品有限公司
蕲春县水产冷冻加工厂
眉山市新科码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慈溪市志邦电器有限公司
稻香村(玉田)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怡生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亮之星酒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十月童子服饰有限公司
盘锦同源翔粮油经销有限公司
慈溪市晗正电器厂
潍坊荣福堂卫生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周巷镇天裕电器厂
邵东县两市镇家洁塑料制品厂
眉山市凯焰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澳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威岐电器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岩原茶厂
福建泉州优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卤冠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鼎安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卓行橡塑鞋业有限公司
个旧市浩然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美特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亿达电器有限公司
章丘市鸿运食品有限公司
湄潭县沁心富硒茶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观海卫洲源塑料五金厂
山东泗水一粒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新宁黄金牧场有限公司
重庆全桂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华创富通科技有限公司
简阳佳明纸业加工厂
西昌市陈奇伟生药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尚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赣州民意纸品有限公司
爱特佰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涌泉初地饮品有限公司
福建台陆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福安五洲水产有限公司
郫县顶彩纸制品厂
姜堰市状元食用油脂有限公司
江苏长鸣食品有限公司
藁城市金泉香油厂
绥化宏盛米业有限公司
彰武县大德乡昌盛粮米加工厂
昆山全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连城以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铁岭康泰消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美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金伟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三迪化学有限公司
凤城市凤凰城经济管理区盛旺食品厂
深圳市悦菲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旗立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仁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仁新节能环保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岩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东色日化有限公司
上海畅琴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洪城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宜樘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茂通服饰有限公司
鹤壁市郎迪雅服饰有限公司
霍普莱斯(上海)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友怡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大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欧脉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多宝鞋业有限公司
上海能恒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逸晔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辉展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吾加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枫泰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天娇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山之子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古毓茶叶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娇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俊梦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越兴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费洛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灵县绿洲林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尼康映像仪器销售(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跃进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尚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汇鸿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易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胜川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常瀛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开宗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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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7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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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76071
6947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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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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商名称厂商名称

本版编辑 董庆森 梁剑箫

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陕西延长石
油集团靖边园区煤油气资源综合转化项
目所有装置日前全流程打通，生产出合格
的聚乙烯、聚丙烯终端产品。此举标志着
煤油气综合转化项目一次试车成功。这是
陕西加快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和实施

“三个转化”战略取得的重大成果，将对陕
西乃至全国煤油气资源深度转化、高效利
用发挥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延长石油靖边园区煤油气综合转化
项目由延长石油集团与中煤集团合资组
建的榆能化公司负责实施，是以煤、油、气
为综合原料制烯烃的最大联合装置，主要
包括年产 180 万吨甲醇、150 万吨渣油催
化热裂解、120 万吨聚烯烃等 8 套主装
置。项目将 14 项国内外先进专利技术进

行集成创新，选用美、英等国家共 64 台世
界知名厂家制造的大型长周期设备。其
中，用甲醇制烯烃、重质油催化热裂解、多
原料水煤浆气化等均为我国自主创新技
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了解，该项目概算总投资 270 亿
元，为陕西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能源化
工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70
多亿元，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该项目在
工艺路线方面，通过多种原料优化配置和

工艺技术的集成创新，打破了煤、石油、天
然气单一化工的传统模式；通过多种资源
综合利用、化学元素优化组合，实现碳氢
互补，被列为联合国“清洁煤技术示范推
广项目”。

在施工建设中，延长石油采用一体化
（IPMT）联合管理团队模式及 EPC 总承
包管理模式，确保了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为我国大型化工项目建设管理模式的创
新积累了宝贵经验。

延长石油煤油气资源转化项目试车成功

日前，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转让部分股权的消息引发业内外关切。
此举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为“拉开了机械
装备行业中地方国企改革的大幕”。

成立 3 年来，奇瑞重工的几乎每一
个新动作都能引来关注和解读。奇瑞重
工是短时间内“逆袭”成功的行业领军
者，其一路“向上”的蜕变过程，更是
我国农业装备领域又一个自主品牌谋求
转型升级的样本。

2011 年 6 月，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在安徽省芜湖市注册成立。奇瑞重工
与奇瑞汽车同为奇瑞控股旗下的独立法
人，是“大奇瑞”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基 础 上 ， 拓 展 关 联 产 业 的 重 要 战 略
布局。

当年 7 月，奇瑞重工提出用 10 年时
间打造世界级机械装备品牌，农业装备
也被确定为率先发力的核心板块。一直
以来，我国高端农机市场中几乎被外资
品牌垄断，“初来乍到”的奇瑞重工要
想在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实为不易。

如此“雄心壮志”，是奇瑞重工基

于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做出的理性
判断，更是安徽省优化提升机械装备产
业布局的关键一步。安徽省是农业大省
和农机消费大省，农机产业发展水平相
对滞后，规模企业和拳头产品尤其缺
乏。对芜湖市来说，在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已成规模的基础上，以奇瑞重工为龙
头带动的新产业发展，也有利于构建

“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
创业初期，国有资本的引导和孵化

成为奇瑞重工创业发展的坚强后盾。政
府在产业政策、人才引进、项目服务等
方面提供一揽子支持，使奇瑞重工起步
之初就站上高起点。

“奇瑞重工在创业之初就瞄准中国
市场的中高端，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致
力于成为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粮食生
产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奇
瑞重工副总经理王喜恩说。

记者了解到，奇瑞重工针对不同地
区的农情农艺，提供“量身定做”的农
机设备组合和一体化解决方案，最终实
现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走出一条创新
之路。奇瑞重工沿着“一横一纵”两个
方向，农机产品系列“横向覆盖”，包
括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全领域；
农机农艺融合“纵向延伸”，从源头种

苗培育到收获、粮食烘干处理，致力于
全链条深度融合。

得益于模式创新和技术研发体系优
势，奇瑞重工一跃成为中国农机行业的

“黑马”，产品涵盖拖拉机、收获机械、
农机具等全系列业务领域，农业装备产
品整体市场占有率居全国行业前列。特
别是今年以来，在行业整体市场低迷的
形势下，奇瑞重工农机产品销售逆势增
长，多款产品通过 E—MARK、GOST
等全球认证。奇瑞重工目前已完成全球
67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开拓，全球分销
服务网络超过 200 余家，并成功闯入欧
美等高端产品市场。

目前，奇瑞重工建立了以安徽省
农业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为平台支持
的公司研发体系，工程技术人员已达
500 余人；以 460 家核心供应商为主体
的供应链已成为公司产业拓展的战略
联盟；拥有 3000 多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队伍、近千家国内两级网络资源和海
外网络资源等。农业装备的谷王、耕
王品牌在市场和用户中已拥有较高知
名度和美誉度，工程机械的迪凯重科
已成功进入国内外多个市场；奇瑞重
工授权专利达 434 个。

在采访中了解到，奇瑞重工目前已

成功度过创业期。国有资本选择适时退
出，吸引新的战略投资者进入，能为奇
瑞重工下一步做大做强奠定基础。奇瑞
重工重组后，将通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
整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另一
大股东奇瑞控股方面称，奇瑞控股投资
该企业，是配合地方政府孵化新产业，
同时共享大制造带来的上下游资源优
势。股权转让后，奇瑞控股将更加专注
于主业。

对奇瑞重工来说，引入实力雄厚的
产业资本和股权资本，有利于打造更具
国际竞争力的机械装备企业。此次股权
重组中的两个标的，都设置了“高门
槛”。标的明确要求，要具有装备制造
业行业经验，至少在“2013 年中国装
备制造业 100 强排行榜”中进入前 50
名；引入的私募投资机构管理资产规模
须大于 200亿元。

新一轮转型升级中，战略重组只是
奇瑞重工亮出的“组合拳”之一，企业
内部对技术、研发、市场、管理等全方
位升级早已展开。王喜恩表示，奇瑞重
工正依托物联网技术对产品再提升，加
大了几大特色农业装备的开发力度，为
进一步从“机械化农业”迈向“智慧农
业”夯实基础。

百度诉奇虎 360 案一审宣判

奇瑞重工深耕农业装备领域——

重 组 引 来 创 新“ 活 水 ”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报道：日前，由秦皇岛天业通
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我国首台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高速铁路运架设备——“TTSJ900 型隧道内外通
用架桥机组”在合肥至福州高速铁路泾县段正式投入
使用。

据介绍，作为河北省重大技术创新项目，这个机组不
仅能随行随架，还能运架分离、平行作业，较传统机组机
动性好，可隧道内外通用，大幅提升了道路交通施工效率
和安全性，对我国道路工程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天业通联自主高铁运架设备投运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日前，盛大集团一次性
送给公司 8 大制作人人均 1 亿元的股权，该方案在公
司内部已正式宣布。

盛大游戏目前有 8 个工作室，每个工作室每年有多
则数亿，少则几千万利润。按照方案规划，这些工作室将
全面实行公司化，并免费一次性授予制作人公司股权。
在授予股权的同时，制作人和团队原有的上市公司期权
和激励提成计划均保持不变。

盛大集团赠游戏制作人亿元股权

本报北京 8 月 7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今日就 360 搜索引擎是否违反 Robots 协
议而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
360 的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应赔偿百
度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70 万元，并驳回百度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Robots 协议被认定为搜索引擎行
业内公认的、应当被遵守的商业道德，被告奇虎公司在推
出搜索引擎的初始阶段没有遵守百度网站的 Robots 协
议，其行为明显不当，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本报讯 记者祝君壁报道：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与润泰集团近日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对中
国石化易捷便利店商品实施联合采购降低成本、选取上
海易捷便利店为试点合作经营并扩大合作范围、探索电
子商务与 O2O 业务合作事宜等 3 方面开展业务合作，以
期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截至 2013 年底，中石化拥有自营加油（气）站 30338
座，旗下加油卡客户达到 8000 万，“易捷”品牌便利店
23431 家。非油品业务增长迅速、发展空间广阔，主要包
括便利店、电商（“易捷网”）、汽车服务、广告等。

中石化加强易捷便利店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