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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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
现将第1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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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迁双环袋业有限公司
江苏英特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怡美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龙鑫手套有限公司
苏州市晶品坊食品厂
江苏康安医疗器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泰和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卡蓓莱纺织品有限公司
通州区双雄寝饰用品厂
如东华丽食品厂
镇江新区龟山头食品有限公司
盱眙县宏伟米业有限公司
南昌茂祥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巨泰实业有限公司
安福县洋溪水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江西鸿麟生态庄园有限公司
南昌亿品味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法米尼服饰有限公司
重庆山外山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高原天然水有限公司
广州菲勋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意韵服饰有限公司
宜昌德威鹿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盘锦元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会区罗坑富乐保洁用品厂
泸州陈藏原窖酒业有限公司
泸州汉康酒厂
绵阳天智商贸有限公司
都江堰光明光电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南充市高坪区锐翎养殖场
江安县丛林养殖有限公司
成都市鑫茂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立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环瀛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美丽源贸易商行
东莞市长安雅兴塑胶制模厂
东莞市宜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南昌市瑞翔实业有限公司
金华振日食品有限公司
浏阳市康鑫中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凯博植物工程有限公司
涟源市天三虫子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百时蔻国际(青岛)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聚胶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俐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晟琪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廉江市吉水美贺电器厂
廉江市顺洲电器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佳欣五金厂
潮州市枫溪潮美斯鞋厂
潮安县厚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卓纶纺织有限公司

69557466
69557467
69557468
69557469
69557470
69557471
69557472
69557473
69557474
69557475
69557476
69557477
69557478
69557479
69557480
69557481
69557482
69557483
69557484
69557485
69557486
69557487
69557488
69557489
69557490
69557491
69557492
69557493
69557494
69557495
69557496
69557497
69557498
69557499
69557500
69557501
69557502
69557503
69557504
69557505
69557506
69557507
69557508
69557509
69557510
69557511
69557512
69557513
69557514
69557515
69557516
69557517

汕头市潮阳区谷饶永兴针织厂
汕头市潮阳区铜盂喜乐制衣厂
台山市本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雅柔服饰厂
揭阳市润信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佳顺发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昂格洛斯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瑞昇药业有限公司
肇庆市闸岗医用卫生材料厂
揭西县棉湖宏宾电器厂
汕尾雅泰隆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永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茂名金三角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杉山大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伟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食之开心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皇美内衣有限公司
广州市宏海光学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素维食品有限公司
独山朕香茶叶有限公司
贵阳市南明区千穗个体食品厂
福泉市康元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
贵州酱魂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东南州欧福德原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
云南澜沧江酒业集团曲靖有限公司
晋宁钦臣茶业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市宜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谷香源调味品加工厂
重庆御食斋食品有限公司
蒙山县洪天王红草酒厂
深圳市明信达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汇祥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合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良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极成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之光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西九鼎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市登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台州市路桥区友为鞋厂
嘉兴移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嘉兴九禧食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区欧品帽厂
乐清市康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虞市金威伞业有限公司
浙江舟富食品有限公司
嘉善苏加食品厂
浙江绿卿竹业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恒旺养殖有限公司
浙江贵妮实业有限公司
浦江县雅庄化妆品厂
宣恩县椒园采花茶叶专业合作社
武夷山市缘产地茶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泉州市小锤子学习用品有限公司
泉州森博鞋业有限公司
晋江迪乐园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政和县鑫发塑业厂
龙海市伟昌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鑫科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安徽省百汇食品有限公司
淮北市金蚂蚁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蝶丽妃日化有限公司
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平度市鹏昊富硒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青岛寰纬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豪杰丽特贸易有限公司
淄博美璐华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光大绿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大山土畜产品有限公司
云南庆合祥茶叶有限公司
苍山县义邦农副产品购销有限公司
临沂五谷状元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群福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寿光市暖贝贝日用品有限公司
济南槐荫明湖纸品厂
山东雪花山饮品有限公司
济南泉乡春酒业有限公司
山东群康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威海里奥哈酒业有限公司
高青县木李镇前后马村文康汽车蜡刷厂
昆明楠馨科技有限公司
沁县老实醋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马氏兄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鹿泉市阿香婆食品厂
晋州市福派炊事用具加工厂
秦皇岛富来士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金木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好家人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邮政公司
吉林天士力矿泉饮品有限公司
延吉市建龙汽车养护用品有限公司
梨树县家有清洁日用品厂
四平市铁西区丁一食品厂
吉林省公主岭市金麦穗食品厂
集安市紫晶格格酒庄有限公司
白山市金氏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永吉县昕湘食品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柳河姜家店吉源米业有限公司
吉林市田野粮业有限公司
吉林市天成酿造厂
白城市喜洋洋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松原市英辉吉商贸有限公司
前郭县红光农场振龙米业有限公司
桦甸市龙程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长岭县万鑫农副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盐吉林盐业有限公司
舒兰市吉米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酉阳县斯南土酒厂
深圳市宏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意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彦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今环保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荣佳颖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企鹅服饰有限公司
清涧县泰华宏枣业专业合作社
陕西天福堂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尚界好贸易有限公司
万宁后安野海鸭养殖有限公司
长寿区石堰镇兴源粮食加工厂
海口安农槟榔产销专业合作社
佛山市合新创展陶瓷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川区润绿食用油有限公司
屯昌柏豪农业有限公司
中盐甘肃武阳盐化有限公司
西安康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宿迁市祥瑞食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众旺食品有限公司
桐乡仓纺时装有限公司
杭州集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奇迹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绿歌食品有限公司
绍兴易多垓亚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天然爽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爽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武冈市沈氏云翔食品厂
武汉市汉阳帝豪床上用品厂
武汉佳果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优贝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新凤凰光电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韩食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福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八都鑫佳绢纺厂
泗洪县苍平食品厂
江阴市德飞纺织品有限公司
江阴市祝塘亮丽洁光洁用品厂
江阴市飞腾食品商行
无锡光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欧克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东台市美标蛋禽养殖场
东台市丰康家禽专业合作社
邳州市雪花纸制品厂
铜山县恒利食品厂
南通翔龙食品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沃尔德食品有限公司
连云港世连食品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宏发食用菌加工厂
连云港市丁氏食品有限公司
连云港天地人贸易有限公司
连云港宝潭茶叶销售有限公司
江苏金生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盱眙县富达米业有限公司
扬州喜洋洋日化有限公司
淮安市楚州区佰益养殖场
星子县天鹅湖精制米厂
南昌青红汽配有限公司
新余原野食用菌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横峰县岑江生态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彭泽县星火养殖专业合作社
宜黄县金鸿食品有限公司
广丰县俊马花炮制造有限公司
广丰县融泰花炮制造有限公司
营口恒淳食品有限公司
山西富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市金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包头市雅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包头市梦可儿睡眠科技产品有限公司
陈巴尔虎旗康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阿鲁科尔沁旗金辉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闫庄镇兴农养鸡专业合作社
乌鲁木齐市阿黎罕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甲虫屋服装有限公司
新疆五五酒厂
沙依巴克区长胜大队富玲龙食品加工厂
沙湾县乌兰乌苏镇长兴粮食加工厂
和田县吾米尔雀力盼农副产品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广州市恩珍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雅合居日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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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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以下称“新三板”）以市场化理念不
断探索体制、机制和服务创新，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效应初步显现。

向注册制改革迈进

去年 12 月，《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明
确了新三板的定位主要是为创新型、创
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由
于这类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尚未形成稳
定的盈利模式，而交易所市场对企业的
准入条件较高，挂牌新三板有助于这些
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在准入条件上，新三板不设财务门
槛，申请挂牌的公司可以尚未盈利，只要
股权结构清晰、经营合法规范、公司治理
健全、业务明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股
份公司均可经主办券商推荐申请挂牌。

“新三板对申请挂牌公司审查关注
的问题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解决，由市
场主体进行遴选和投资判断。目前挂牌
审查平均时间在 40 个工作日左右。”新
三板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制度便利中

小微企业在接受市场遴选的基础上进入
证券市场，体现了注册制改革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从 6 月 13 日起，新三
板已开始公示挂牌审查信息。随着电子
化报送系统等业务支持平台的上线，新
三板还将持续丰富信息公开的内容，实
现审查进程与内容的全公开，提升自律
审查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

融资制度灵活多元

在发行股票融资方面，新三板对挂

牌企业不设财务指标要求，实行备案管
理，目前平均备案时间在 15 个工作日左
右。发行方式，企业可选择挂牌同时发
行或挂牌后发行；发行目的，既可以引进
外部投资者也可以用于股权激励；发行
节奏，不对发行次数和间隔时间作硬性
规定；认购方式，既可以是现金认购，也
可以是股权认购。

统计显示，自新三板正式揭牌以来，
挂牌公司共完成普通股票发行融资 134
次，募集资金 61.84 亿元。今年上半年，
共有 72 家挂牌公司完成 74 次股票发行，

融资金额达 51.82亿元。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下半年将推出

私募债和优先股，初步建成投融资信息
服务平台，开展路演服务。

另外，新三板还打通直接融资与间
接融资渠道，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初具
雏形。

交易方式大为创新

在交易方式上，新三板为挂牌公司
提供了做市、协议及竞价 3 种转让方式，
挂牌公司可以自主选择其中之一并按规
定程序转换转让方式。

今年 5 月 19 日，新三板证券交易及
登记结算系统正式投入运行之后，目前
新的交易系统仅支持挂牌公司股票协议
转让、两网及退市公司集合竞价转让。

“股权融资的难点在于定价。新三
板挂牌企业大多是初创型科技企业，规
模小、业绩波动大，普通投资者看不懂，
仅加强信息披露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做
市商能发挥其专业优势，引导普通投资
者实现对这类企业合理、准确定价。”中
关村新三板学院院长程晓明说。

另外，针对竞价转让方式的推出情
况，股转系统公司副总经理高振营对记
者表示，正在研究竞价转让方式的适用
条件，预计明年初可适时推出。

在准入条件、融资制度和交易方式三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新三板为中小微企业解融资难题
本报记者 何 川

本报讯 记者郭文鹃报道：“截至 6
月底，中国证监会已督促上市公司及相关
方解决了 102 项超期承诺履行事项以及
207 项不规范承诺事项，整改率约 87%。”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日前表示。

近年来上市公司履行承诺过程中主
要存在超期履行承诺和不规范承诺两大
问题。2013 年底，沪深两市 2493 家公司
中 1631 家公司有未履行完毕的事项，占
比近 70%。

为了加大对上市公司承诺监管力度，
今年 2 月以来，证监会掀起了一股承诺及

履行监管专项治理的劲风。按照证监会
之前公告，将在 6 月底之前完成清理。不
过，目前相关工作还在推进当中。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建议，“投资者面对此类的不规范
承诺应该保持冷静，同时建议监管层能够

进一步明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减少
模糊信息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

下一步，按照证监会此前颁布的《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那些因自身原因导致

承诺无法履行的，除非非关联股东同意承
诺相关方提出的变更或豁免承诺义务的
请求，一概按不履行承诺论处。凡不履行
承诺的主体，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包括
审慎审核甚至不予核准承诺相关方提出
的行政许可申请等。

本报讯 记者何川报道：中国证券业协会有关负责
人日前表示，中证资本市场发展监测中心已搭建了机构
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报价系统”）。据
了解，该报价系统将于近期开通，机构间私募产品也将陆
续上市。

据介绍，该报价系统定位于私募市场，服务于私募产
品的报价、发行和转让，可以为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支持
证券、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直投基金等各类私募产品
提供非公开发行服务，支持定价发行、簿记建档、招标等
多样化在线发行方式。同时，报价系统还支持包括协商
成交、点击成交在内的协议交易方式，并辅之以做市、拍
卖竞价、标购竞价等多样化的交易方式，并提供在线即时
沟通、辅助谈判、发布意向报价及在线签约等工具。

此外，报价系统还定位于机构间市场。证券公司、基
金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商业银行、保险机构、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政府投资机构等金融机构或其他经
认可的专业投资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可自愿申请成为报
价系统参与人，但不直接对个人投资者开放。

本报讯 中国证券业协会场外市场管理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共有 15 家券商开展了柜台市场试点。截至
7 月底，投资者累计开立 166584 个柜台产品账户，当月
柜台市场新开户 19388户。

据了解，自 2012 年 12 月中证协发布《证券公司柜台
交易业务规范》，正式启动试点工作以来，共有海通证券、
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等 15 家证券公司开展了柜
台市场试点。除了投资者账户数呈现增速加快趋势之
外，场外衍生品交易也较为活跃，共有 12 家证券公司开
展互换交易。截至 7 月底，交易合约数月期末存量累计
983 笔，较上月末增长 179 笔，涉及名义本金 1570.25 亿
元，较上月末增长 154.78亿元。

此外，3 家证券公司开展了场外期权业务，截至 7 月
底，交易合约数月期末存量累计 61 笔，较上月末增长 23
笔。在柜台融资业务方面，截至 7 月底，柜台市场累计开
展融资业务 39笔，累计融出资金 6.26亿元。 （陆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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