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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2014年8月11日 星期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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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
现将第1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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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宏伟奥顺缘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莎莹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高雅益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威派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四海田园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纪鑫鸿业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双城市团结乡树春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哈尔滨亿鸿达米业有限公司
延寿县和平米业有限公司
五常市田源绿色米业有限公司
方正县润禧米业有限公司
山西圣彼德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金鹏洁具销售部
哈尔滨市曲氏酱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长春市钱广食品有限公司
德惠市宝塔米业有限公司
农安县农安镇鸿金博农副产品经营处
吉林省蓝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农安县金诚洗涤用品厂
吉林省安迪化工日用品有限公司
榆树市汇鑫稻米加工厂
高平市晋福龙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绿佳农贸有限公司
汾阳市鑫利核桃专业合作社
翼城县博琳食品饮料厂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生态农业区
太原市佳雀食品有限公司
太谷神隆壶瓶枣枣业有限公司
山西省永济董村农场面粉厂
山西省永济董村农场
大洼县鑫兵薯业加工厂
沈阳知非服装有限公司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御清泉酒厂
呼和浩特市浩仟商贸有限公司
营口沟沿永久米业加工厂
烟台美悦思葡萄酒有限公司
烟台康达尔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华欧油橄榄开发有限公司
咸阳光辉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大步大江健步织袜厂
深圳市超力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宇硅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文庄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贝斯泰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博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粮米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觅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朝阳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蓝山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锻造厂
重庆市涪陵区芝南茶厂(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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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千禧厨宝电器有限公司
云南鼎和食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金溪工艺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中久纸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万羽养殖有限公司
瑞安市永安酿造厂
双宇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日松电器有限公司
海宁福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浦江县欣晨婴儿用品厂
浙江春风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天福茶业有限公司
杭州径山五峰茶业有限公司
杭州君泽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高淳经贸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王子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卡帝乐鳄鱼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噶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朗赫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瑞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优叶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麦创科贸有限公司
上海亨豪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鼐戈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英宝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草汇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兆龙线缆有限公司
德清远创日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汇藏久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暴龙雨服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步兴针织内衣厂
义乌市乐乐食品厂
昆明仙台山茯苓酒厂
昆明进旺晶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梦欧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味圣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山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砚山县世林辣椒有限公司
个旧市盛泉食品有限公司
怒江明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隆阳区长生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云龙县团结乡鹿龙塘茶厂
义乌市侬靓帽子商行
浙江荣军印业有限公司
武汉弈高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江夏区红银丰保温瓶厂
武汉市齐兴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迪道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武汉鑫融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尊信贸易有限公司
沙利食品(龙海)有限公司
福州市闽清县圣新食品厂

福安市永达利电子有限公司
众信电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福安市鼎芙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长汀县恒康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阳市岩中韵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将乐禾生原生态菌业有限公司
南京佳滋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龙灵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斯贝硕商贸有限公司
绍兴市洁佳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云南巴格岱农产品有限公司
云南华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理市康禧乐食品厂
义乌市杰菲日化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华禧食品有限公司
温岭市绿丰帽业有限公司
安吉县老蔡竹木有限公司
浦江仁合塑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特粮食品厂
义乌市永邦塑料制品厂
义乌市牵手餐具有限公司
浙江卧龙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武义情香枣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泰丰铝氧化厂
杭州妙萃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群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诸暨市辉煌袜业有限公司
苍南县巴曹活八鲜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诺德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垚米商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南厨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猎隼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区名轩鞋厂
湘潭湘左记食品有限公司
涟源万寿米业有限公司
平江县老船农庄食品有限公司
平江县豫香食品有限公司
平江县龙宇食品厂
醴陵市天丰粮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涔澹农场加工厂
谷源粮油食品(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省黑金刚日化有限公司
怀化市善行天下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益阳市赫山区新市渡卫恒米厂
云溪区金鹏食品厂
蓝山县三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新华糕点店
岳阳县银丰米业有限公司
宁乡县玉潭镇金谷粒富硒大米店
长沙茹天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宏浩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湖南高桥大市场佳兰彩妆行

湖南金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奥得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宁乡县华天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安徽皖窖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胜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桐城市罗蜜欧蜂业专业合作社
宣城市奇乐食品有限公司
庐江县祯竹雨具厂
安徽金丝巢丝绸有限公司
淮南市王府贡米业有限公司
安徽丰絮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格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蜜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林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韦乐雅斯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昊欣纺织品有限公司
青岛乔瑟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天琥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九鹭服饰有限公司
厦门湄洲进出口有限公司
华炫(厦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边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欣恒辉服装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守护神工作犬业有限公司
炭客(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众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大洼县唐家镇长久瓜籽厂
盘锦沧鑫米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全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巴朗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芝竹居保健品经营部
潮安新威电子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欧美亚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狄安服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派美仕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德驰汽车配件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镔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罗定市豆香轩调味食品厂
揭阳市东山区东阳越达五金制品厂
潮安县磷溪丰嘉泰制鞋厂
潮安县彩塘镇青伟五金制品厂
汕头市澄海区恒塑塑料厂
汕头市隆士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国成玩具厂
广州迪基嫒斯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祥云皮具厂
中山市东记云海贸易有限公司
梅州市惠兴种养专业合作社
汕头市乐彬塑胶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中联汽配有限公司
汕头市祥雄科学器材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比派不锈钢制品厂

东莞市万江家旺福纸品厂
东莞市厚街厨味食品加工厂
东莞市福达康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裕隆制伞厂
江海区东和商行
中山路伴商贸有限公司
中山市上河坊酒业有限公司
广东雪完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东立鼎照明有限公司
台山市大江镇百富健生物食用菌培植园
台山市川岛东东海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文光慧智文具厂
汕头市美嘉文具实业有限公司
揭东县康盛宝食品厂
揭东县玉湖坪香茶厂
广东汇康元药业有限公司
揭东县砲台镇恩盛五金电器厂
贵州四渡传奇酒业有限公司
贞丰县万得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六盘水山全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遵义兴溪有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百里杜鹃金坡王氏食品厂
海南省文昌南椰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宝利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顺洋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市高丰米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利天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宜川县龙康食品厂
宝鸡市陈仓区城区食祥挂面厂
福建省石狮市凤翔钟表有限公司
邵武市三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明溪县绿海淮山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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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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 日上午，深圳“7·25”见义
勇为现场表彰会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
办事处沙田社区工作站 5 楼会议室举
行。坪山新区党工委、深圳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对制服持刀抢劫歹徒的宋海兴、
赖定稳和曾杏章同志给予表彰，并哀悼
在与歹徒激烈搏斗中不幸英勇牺牲的宋
海兴同志。3 位普通治安巡防员的事迹
在 特 区 传 播 开 来 ， 感 动 了 千 万 鹏 城
群众。

7 月 25 日 20 时 10 分左右，宋海兴
下班后和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从沙田南
路往下廖居民小组的小路回家。这条小
路并不是宋海兴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但
是，作为沙田社区巡防队伏击组的组
长，他知道这条偏僻昏暗的小路容易发
生抢劫、抢夺等案件。出于职业敏感，
他每次都会从这里绕道回家。

在行至距离下廖村口不多远的地
方，宋海兴听到一名女子大声呼喊“救
命”，循声赶到后，只见一名男子手持
一 把 长 约 30 厘 米 的 匕 首 刺 向 一 名 女
子，女事主已身中多刀，血流不止。宋
海兴见状立即冲上去徒手与犯罪嫌疑人
搏斗起来，并大声呼喊在周边巡逻的巡

防队员支援。在搏斗中宋海兴被刺中多
刀，其中一刀刺中肝脏。

正在周边巡逻的沙田巡防队员赖
定稳、曾杏章听到呼救后迅速赶到事
发现场。此时的宋海兴手捂腹部，非
常痛苦，已无力说话，只做了个挥手
的 手 势 ， 让 队 友 赶 紧 追 捕 犯 罪 嫌 疑
人。这个挥手的动作，成为他人生的
最后定格。

在抓捕歹徒的过程中，队员赖定稳
受重伤，曾杏章受轻伤。社区巡防队其
他队员和派出所值班领导、值班民警立
即赶赴现场处置，并迅速将受重伤的宋
海兴、赖定稳和事主李某送往坑梓人民
医院抢救。宋海兴因抢救无效而不幸牺
牲，年仅 36岁。

当一名匡扶正义、服务人民的警察
是宋海兴从小的梦想。2005 年 7 月，宋
海兴进入沙田巡防队，成为一名基层治
安巡防队员。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选
择做治安巡防队员这种工资低、休息时
间少、工作危险性高的职业。宋海兴
说，当治安员可以协助抓捕犯罪分子，
也算圆了自己的“警察梦”。正是出于
对职业的热爱，宋海兴从事治安员工作

以来严格要求自己，累计协助派出所抓
捕现行违法犯罪案件 32 宗，抓获违法
嫌疑人 45 人。下班后，他依然保持职
业敏感，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在社区巡
逻，遇到可疑人员或上前盘查或跟踪调
查，发现违法犯罪线索立即上报公安

机关。
由 于 工 作 表 现 突 出 ， 宋 海 兴 从

2011 年 12 月份开始担任沙田巡防队伏
击组组长。两年多来，他带领伏击组成
功抓获了 20 名盗窃人员，成为社区居
民心中的“安全守卫者”。

感 动 鹏 城
——追记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办事处沙田社区治安巡防员宋海兴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在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和侵害

时，面对生死考验，宋海兴等 3 位治安

巡 防 员 临 危 不 惧 ，挺 身 而 出 ，与 违 法

犯罪分子展开英勇搏斗，用鲜血和生

命 谱 写 了 一 曲 新 时 期 感 人 至 深 的

壮歌。

宋海兴等 3 名同志舍己为人、直

面危难的英雄行为和崇高精神，集中

体 现 了 新 时 期 特 区 人 的 良 好 精 神 风

貌，为新时代的“深圳精神”注入了

新内涵。

见义勇为是社会风气的晴雨表，

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是培育和践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宋海兴的事迹已在整个坪山乃至

深 圳 广 为 传 扬 。 保 卫 人 民 、 弘 扬 正

气、爱岗敬业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价

值观，在基层安保组织队伍里凝魂聚

气 ， 找 到 了 最 广 泛 的 认 同 感 和 归 属

感，成为一股激励鹏城人民不断发展

前进的正能量。

用 生 命 捍 卫 正 义

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10 日电 （记

者曹槟 杜刚） 在强大的宣传舆论攻
势下，截至 9 日 18 时，已有 18 名参与新
疆莎车县 7 月 28 日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
件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案件发生后，莎车县政府于 8 月 1
日发布 《关于检举揭发 7 月 28 日严重暴
力恐怖袭击案件犯罪嫌疑人的通告》，严
厉警告参与莎车县 7 月 28 日严重暴力恐
怖袭击案件犯罪分子，必须立即向公安
机关投案自首。拒不投案自首的，将依

法从严惩处。
莎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常振平介

绍，在发布 《通告》 的同时，莎车县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大宣讲活动，教育各族
群众认清暴力恐怖活动的危害。乡村、
社区通过“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挨家
挨户做工作。还通过广播电视、16 辆
流动处突宣传车，轮流开展舆论宣传
攻势。

投案自首的犯罪嫌疑人玉素甫·艾
力交代，7 月 28 日凌晨，他正在清真寺

做礼拜，一群人冲进来大吼“圣战”，
当时他什么都没想就跑回家拿上小锄
头，跟着他们一起到处打砸。玉素甫·
艾力痛悔地说：“这几天，我回想那些
无辜的人该有多疼，他们死的死、伤的
伤，他们的子女、父母会痛苦一辈子，
而我也会受到法律严厉的惩罚。心里也
很不踏实，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很严
重的罪行，所以自首了。”

“跟着他们一起打砸，我眼里、脑子
里什么都没有，根本不顾及受害的人都

与我无冤无仇。”犯罪嫌疑人奥斯曼·色
依提虽是被暴徒威胁后参与暴恐袭击
的，但他并未逃跑，反而和暴徒一起施
暴，行凶后，他四处躲藏，担惊受怕，

“我从玉米地躲到戈壁滩不敢回家。看到
街上的警察，听到宣传车的广播，我特
别害怕。实在怕得受不了，就自首了。”

奥斯曼·色依提最后哭着说：“我妈
妈还不知道我干的这些坏事，她肯定会
哭死过去的。我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
了，希望其他人都能好好生活，干该干
的事情，不要犯法，不要跟暴徒走。”

莎车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阿不
都克尤木·阿不都卡迪尔说：“我们通过
宣传，部分犯罪嫌疑人向公安机关或基
层党组织投案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嫌
疑人，根据国家法律，将会从轻处理。
同时，也警告那些心存侥幸的犯罪嫌疑
人，尽快投案自首。”

18名参与新疆莎车县严重暴恐袭击案件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痛悔不已——

“不要犯法，不要跟暴徒走”

在不大的南开园内，大中路尽
头的化学楼的上端、新开湖东南侧
校友捐建的石碑上、记录着历史沧
桑的校钟面北的一侧，都可以看到
相同的八个字——“允公允能，日
新月异”。这是南开大学的校训，
也是南开大学的“育人之纲”与“精
神之气”。

早在南开初创之时，严修便提
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张，并在办
学过程中一直践行“公能”二义。
1934 年，在总结办学经验的基础
上，老校长张伯苓化《诗经·鲁颂》中

“允文允武”为“允公允能”作为南开
校训。他明确表示，“允公”是大公，
要发扬集体主义的爱国思想；“允
能”是做到最能，要具备现代化的理
论才能和实际工作能力。也就是
说，南开的学生要同时具备爱国爱
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

1944 年，张伯苓在“允公允能”
的后面又加上“日新月异”，要求“每
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
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但要
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
的前列”，由此形成了南开大学的完
整校训。

如今，创办于 1919 年的南开大
学即将迎来 95 华诞。一代又一代南开人对于“允公允
能，日新月异”校训的理解，也在传承中日渐深刻。

作为南开大学点滴发展的见证者，年近百岁的申泮
文院士仍会向学生讲解“公能校训”的要义。他告诉学
生，南开之魅力，在于“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作为
一名“日新月异”的南开人，他 80 岁开始学电脑，85 岁凭
借《化学元素周期系》多媒体教科书软件获国家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90 岁开设博客。他的博客主谈教育，已成为
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我还记得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听老师们讲解校训的
含义。”在南开园取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
刘堃，如今已是南开大学文学院的讲师，她也开始给自己
的学生讲解“有‘公’在心，有‘能’在身”的意义。“我更希
望他们从校训中理解到创新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创造能
力。”刘堃说。

当然，除了传承，“公能校训”其中之味，还在于践行，
在于将自身能力付诸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实践。

今年是研究生支教团对口服务阿勒泰地区二中的第
11 年，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聂际慈就曾经在那里与当
地学生朝夕相处。“比起资金上的支持，西部地区发展更
需要人才的支撑。虽然一年的时间很短，但能用自己的
所学所感帮助孩子们开阔眼界，我本身也很有收获。”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虽然“公能校训”自确立至今已有 80 年了，但现在看
来仍具有现实意义。南开大学也会继续丰富其内涵，让

“公能校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南开表达”。

南开大学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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