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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集团：

争做能源领域的领跑者
本报记者 薛志伟

过着手煤炭开采、
开建坑口电站、
筹划特高压输电通道建设，
泛海
集团三管齐下，
致力于清洁能源的开发
年、10 年来考虑，而是从 100 年的角
度，来考虑榆林这样一个能源重化工
城市的发展。”
近日，国务院明确将开工建设一批
采用特高压和常规技术的“西电东送”
输电通道，这预示着西部传统资源省份
将在这次中国能源版图的重构中，迎来
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契机，
建设能源中心的构想成为榆林等地转型
发展的战略方向。
建设能源中心，最根本是要告别低
层次的资源采掘，推动资源就地转化，
延长产业链，从煤油气采掘向化工、发
电和载能工业转化。泛海集团的强势进
入，正顺应了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
方式转变的大势，也解了地方政府的燃
眉之急。
2012 年，泛海集团拿下了陕西榆
林靖边县红墩界煤矿和配套的坑口电站
等资源转化项目，前期投资就将超过百
亿元。
根据 2009 年由陕西省地矿局西安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出具的 《陕西省靖
边县红墩界勘探区煤炭普查报告》，陕
西省靖边县红墩界地区推断和预测的煤
炭资源量为 199271 万吨，其中推断资
源 量 81711 万 吨 ， 预 测 的 资 源 量
117560 万吨。根据规划，该产区设计
生产能力将达到每年 800 万吨，装备两
个 综 采 工 作 面 ， 矿 井 服 务 年 限 124.5
年，符合国家集约化、大型化的资源整
合趋势。
泛海控股集团副总裁韩晓生表示，
在泛海集团的战略构想中，这么多煤并
不是要像过去那样挖出来运走了事，而
是要通过煤电一体化项目将 70%的煤
就地转化为清洁的电能，然后通过特高
压输电通道运到东部消费地。为此，泛
海集团三管齐下，一方面着手煤炭的开
采，另一方面开建坑口电站，同时开始
酝酿特高压输电通道的建设。一个集煤
炭开采、坑口发电、电力输送为一体的
大型清洁能源供应商正蓄势待发，榆林
市打造能源中心的战略构想也迈出重大

依托此项目逐渐建成世界级平板显示
产业基地。
乐 金 显 示 社 长 韩 相 范 说 ，“LG
Display 中国将汇聚 LG Display 所独有
的优秀生产经验，为中国市场提供最
高品质的 LCD 面板。”位处广州开发区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
日前，
历时 11 天、
跨越 1500 多
公里、
超过 8000人参与的 2014年
“海航光明行”
顺利结束，
共
有 538名患者通过手术重见光明。
自 8 月 23 日起，由 24 名医疗人员、15 名志愿者及海航
工作人员组成的光明行队伍分 3 批到达青海囊谦、班玛和
四川甘孜，为当地的白内障患者进行免费复明手术。海航
集团社会责任部常务副总经理魏霆向记者表示，
“‘海航光
明行’开展 10 年来，已累计治愈 5300 余名白内障患者。”
据了解，参加此次光明行的 15 人志愿者队伍中，除海
航的普通员工外，还有来自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海南省
慈善总会、国家大剧院等单位的志愿者。此外，班玛、甘孜
两地还组织了超过 40 人的藏族志愿者团队。
除线下手术治疗外，海航在线上也开展了多项活动，旨
在让更多人关注白内障患者，积极加入到公益事业中来。
8 月，海航集团官方微信推出的“擦亮世界”微站，20 天时间
内已有 11 万余人参与，结合微站活动，海航宣布捐出 8 万
余元用于购买医疗物资及赠送给当地民众的生活用品等。

中石化与合作单位交流党建经验
本报讯 记者魏永刚报道：由中国石化组织、中国石
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主办的“党建共建 共创双赢”党建工
作创新经验交流会近日在北京召开，近 40 家与之有业务
合作关系的知名企业党组织代表与会。
交流会上，代表们围绕新形势下党组织如何更好地发
挥政治优势、服务生产经营、实现合作共赢展开探讨。会
议倡议各级党组织紧密结合实际和业务特色，继续发扬改
革创新精神，不断探索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手段、新办
法、新途径，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的产能进行生产，2016 年达最大产能
12 万片。
据 悉 ， 乐 金 显 示 （中 国） 公 司 由
韩国企业乐金显示、广州凯得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创维集团按 7:2:1 的比例
投资而建，总投资达 40 亿美元。该项
目与乐金显示在广州的模组工厂、上
下游配套厂商园区等共同形成了“LG
Display 广 州 平 板 显 示 产 业 园 区 ”， 形
成了“部件—面板—成品”的完整产
业链，协同效应明显。据预测，该园
区未来有望成为千亿元平板显示产业
集群。

乐金显示 8.5 代液晶面板项目广州投产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广州目
前 最 大 的 外 商 投 资 项 目 —— 乐 金 显 示
（LG Display） 广 州 8.5 代 液 晶 面 板 项
目于 9 月 1 日正式投产。该项目的投
产填补了广州平板显示产业链
（TFT—LCD） 的 关 键 环 节 ， 广 州 将

“光明行”让数百名患者重见光明

步伐。
泛海集团的这一战略得到了国家有
关部委、陕西省和榆林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项目建设得以快速推进。目前，红
墩界煤矿的建设正如火如荼，4 台百万
千瓦超超临界发电机组正准备进驻建设
中的坑口电站。“集团进军能源板块不
仅是超百亿元投资的大手笔，更追求绿
色发展的高起点。无论是煤矿的开采还
是坑口电站的发电，都将实施最严格的
环保标准，既为地方和国家创造更多的
绿色 GDP，也向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
清洁能源。”韩晓生说。
要把电输送出去，离不开特高压
输电线路的建设。在现有线路难以满
足需要的情况下，泛海集团抓住国家
鼓励特高压输电通道建设的机遇，充
分利用国家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的政
策，创新机制，和央企中国华电集团
共同成立合资公司进行特高压输电通
道的建设。目前双方正在共同开展前
期合作，规划建设一条通往山东省的
特高压输电线路，离矿区只有 30 公里
的距离。该线路已经列入国家能源局
规划，即将开工建设。
至此，经过前期包头煤化工项目、
与联想合作的山东枣庄项目的演练，泛
海集团初步掌握了煤化工领域的核心技
术。榆林煤电一体化项目的实施将奠定
泛海集团在中国能源领域民营企业中的
领军地位。

泛海集团的战略转型得益于对国家政策走向的精准把握。
通
作为中国成长最快、实力最强的民
营企业集团之一，泛海集团的每一次战
略转型都得益于对国家战略的准确把握
和积极响应，得益于紧紧抓住了经济社
会发展的脉搏。此次，他们发力清洁能
源更是抓住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
方式转变的历史机遇。
煤炭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生产地远
离消费地等因素，煤炭生产地大多只
有低层次的资源采掘产业，消费地则
热电厂扎堆，饱受雾霾困扰。长途煤
炭运输，不但常常造成延绵几十公里
的高速公路大堵车，更因用高级能源
运送低级能源而广为诟病。这些都离
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
相去甚远。
陕西省榆林市是近年来快速崛起
的 能 源 大 市 ， 原 煤 年 产 量 约 为 2.8 亿
吨，除不到 30%的原煤在当地通过发
电、煤化工进行就地转化外，仍有 2
亿吨左右的原煤需要外运。这种不合
理的产业结构使榆林经济增长严重依
赖外部市场，更对榆林的长远发展不
利。因此，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曾表
示 ，“ 我 们 现 在 考 虑 榆 林 ， 不 是 从 5

海航集团热心公益事业——

的乐金显示广州 8.5 代液晶面板项目由
乐 金 显 示 （中 国） 有 限 公 司 运 营 。 该
项目主要生产 8.5 代 2.2×2.5 米规格的
液晶面板，用于生产 55 英寸、49 英寸
以及 42 英寸超高清及全高清产品。自
启动之日起，将以每月 6 万片玻璃基板

瓦锡兰联手玉柴集团造发动机
本报讯 记者李茹萍 童政报道：近日，由瓦锡兰集团
与玉柴船舶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瓦锡兰玉柴发动
机有限公司在珠海市斗门区的厂区建成。
据悉，新工厂占地约 26.67 万平方米，用于装配和测
试瓦锡兰 20 型、瓦锡兰 26 型和瓦锡兰 32 型发动机。目
前部分装配线与测试台已投入生产，预计将于 2016 年底
前全面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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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物 品 编 码 中 心 公 告（1657）
现将第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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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迪诗文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丽氏丽人美容连锁有限公司
广州山水皮具有限公司
辽宁十方信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沈阳垚森源商贸有限公司
沈阳新桐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凌海市国良粮米加工有限公司
营口百瑞润滑油有限公司
北镇市丰泽粉制品厂
石城县雄达白莲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可美家商贸有限公司
南昌县神猴蛋品加工厂
吉安市吉州区吉泰福食品坊
拓普克林(金溪)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南昌邦泰纸业有限公司
安徽天叶食品有限公司
涡阳县孙辉种植专业合作社
安徽侬侬妇幼用品有限公司
合肥皖豪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安徽铭传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霍邱县三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滁州广洋湖米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寿县众桥食品有限公司
合肥市绿醇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肥东县亿维食品有限公司
阜阳市颍州区翔龙玻璃工艺厂
合肥市徽岭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春禾粘胶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儒风纸业有限公司
淮北市协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黄山市黄山区农夫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阜阳美加食品有限公司
潜山县宏源纯净水有限公司
亳州市大生面粉有限公司
冠县金农灵芝专业合作社
诸城市华清源食品有限公司
东阿华喜阿胶制品有限公司
泰安马拉磨油脂调料有限公司
菏泽市牡丹区安庆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潍坊市西门口果蔬专业合作社
济南世纪顶点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畅润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象山天浩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佳龙软管洁具厂(普通合伙)
兴化市绿洲水产品冷冻加工厂
无锡熙诚服饰有限公司
常州市贾辅食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钟楼华奥纸品厂
常州富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堵军食品厂
江苏康健农牧有限公司
扬州强健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69560346
69560347
69560348
69560349
69560350
69560351
69560352
69560353
69560354
69560355
69560356
69560357
69560358
69560359
69560360
69560361
69560362
69560363
69560364
69560365
69560366
69560367
69560368
69560369
69560370
69560371
69560372
69560373
69560374
69560375
69560376
69560377
69560378
69560379
69560380
69560381
69560382
69560383
69560384
69560385
69560386
69560387
69560388
69560389
69560390
69560391
69560392
69560393
69560394
69560395
69560396
69560397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安徽省绩溪县四方针织有限公司
东至县曹记炒货厂
丰城市罗山高峰食品厂
广丰县纯野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高安市瑞硒康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婺华园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赣州膳良食品有限公司
广丰县顺溪花炮有限公司
宽甸裕源山奇食品有限公司
大石桥市水源镇腾达酸菜厂
临海市阳杰蜂业专业合作社
青岛金瑞海参营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钱龙酒业有限公司
沙市区旺福仔童装厂
齐齐哈尔光辉食品有限公司
大庆市让胡路区油田酿酒厂
双鸭山市尖山区含权北大荒绿色食品超市
牡丹江百祥源食品有限公司
佳木斯爱豆翁食品有限公司
绥化市北林区鑫利食品加工店
海林市龙晟嘉业食品加工厂
富裕县嘉膳丰米业有限公司
伊春伊岭泉水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富裕县鑫丰油脂有限公司
铁力农场正阳龙华食品加工厂
绥化市凯民米业有限公司
肇源县新站镇燎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鹤岗市工农区嘉利来食品厂
台州市路桥贴花彩印有限公司
东阳市东白山实业有限公司
东阳市江北晨鸿文具加工点
淳安县洪源土特产有限公司
永康市海建家用电器厂
乐清市佳农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缙云县日月盛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金华市金东区洁雅日用品厂
义乌市芳妮日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赛飞美容用具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九三农垦金豆有机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岱山县引发水产冷冻厂
杭州希而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临安市小草食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区乾鼎塑料厂
杭州如鱼得水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斯达利工具有限公司
杭州四季青儿童服装市场动漫王子婴幼儿服饰商行
温岭市泽国大福饮料厂
杭州千岛湖恒信药业有限公司
德清异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金苹果塑钢制品厂
南京米乐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美丽佳人商贸有限公司

69560398
69560399
69560400
69560401
69560402
69560403
69560404
69560405
69560406
69560407
69560408
69560409
69560410
69560411
69560412
69560413
69560414
69560415
69560416
69560417
69560418
69560419
69560420
69560421
69560422
69560423
69560424
69560425
69560426
69560427
69560428
69560429
69560430
69560431
69560432
69560433
69560434
69560435
69560436
69560437
69560438
69560439
69560440
69560441
69560442
69560443
69560444
69560445
69560446
69560447
69560448
69560449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北京京京龙纺织品有限公司
北京桀亚莱福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碧生源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真砭堂砭石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英煌伟业(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爱弥儿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北京兴谷德御坊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法兰尼澳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景林康瑞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小布叮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莱迈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野村科技电器有限公司
家得宝(天津)商业有限公司
天津宇腾食用油有限公司
天津市润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长安乌沙溢华针织制衣厂
荣昌县昌州街道杨氏桂香洗衣粉厂
咸阳康达食品有限公司
临渭区恒源荞麦加工厂
渭南临渭区恒瑞食品厂
成都亮点女人鞋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柏特塑料玩具厂
深圳市华升利通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市何老幺食品有限公司
沃歌(上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澜雅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驰茵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瑞轩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广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亚和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森乐净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好礼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大自然俊华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麦康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烨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豪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旭晟贸易商行
上海小金陵盐水鸭餐饮有限公司
优禾生活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稻腾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贝杰妇婴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原草非木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雪榕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伟龙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加香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靖民贸易有限公司
英乐士婴儿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纽沛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一路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怡德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富怡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南京雅汇多芬日化有限公司

69560450
69560451
69560452
69560453
69560454
69560455
69560456
69560457
69560458
69560459
69560460
69560461
69560462
69560463
69560464
69560465
69560466
69560467
69560468
69560469
69560470
69560471
69560472
69560473
69560474
69560475
69560476
69560477
69560478
69560479
69560480
69560481
69560482
69560483
69560484
69560485
69560486
69560487
69560488
69560489
69560490
69560491
69560492
69560493
69560494
69560495
69560496
69560497
69560498
69560499
69560500
69560501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漯河市福尔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长濑贸易有限公司
幸尚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浩利稳航空用品有限公司
高唐县忠旺食品有限公司
葫芦岛市馋客面业制品厂
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兆峰塑胶玩具厂
灌南县张店镇昊园糕点厂
福州大科食品有限公司
开原市森淼粮油食品厂
闽侯县青口平堂养蜂场
湖北沃尔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旬阳县祝尔慷富硒食品有限公司
陕西衡达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美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特捌零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顺庆丰食品有限公司
周至县诚和养蜂专业合作社
西安海珍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微飞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恒宇文具商行
广州港浩日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滨江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同凯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柏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大齐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得锦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添椒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蓝波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柯赛尼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橄榄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和聚庆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宝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贝贝芙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盐都印象食品有限公司
蓬溪县坪井香茶厂
泸县云龙夏记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泸州市龙马潭区双龙面粉厂
贵州益翔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酱台王酒业有限公司
贵阳大兴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习水县德远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乡风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开元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仙君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多彩林城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湄潭雪兰香茶业有限公司
贵州柏惠兰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曼雷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多美思食品有限公司
云南天之蕈野生食用菌有限公司
昆明道地中药饮片厂

69560502
69560503
69560504
69560505
69560506
69560507
69560508
69560509
69560510
69560511
69560512
69560513
69560514
69560515
69560516
69560517
69560518
69560519
69560520
69560521
69560522
69560523
69560524
69560525
69560526
69560527
69560528
69560529
69560530
69560531
69560532
69560533
69560534
69560535
69560536
69560537
69560538
69560539
69560540
69560541
69560542
69560543
69560544
69560545
69560546
69560547
69560548
69560549
69560550
69560551
69560552
69560553

成都真龙百信堂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邛崃市醉九洲酒业有限公司
成都拉土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珠海市伊登日用品有限公司
西宁福豆福食品有限公司
临夏市海力麦清真食品加工厂
成都市横川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市梁祝家纺有限公司
四川味在龙腾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威发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深圳市泽爱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贝乐美玩具有限公司
华润五丰营销(深圳)有限公司
仙迪达首化妆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田然禽蛋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宛依蝶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邦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知音同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筠奈儿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裕金海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娜巴拉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居尔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志听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法尔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雪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御杏本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润耀发贸易行
深圳市沁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摩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康美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盛晨商贸有限公司

厂商识别码
69560554
69560555
69560556
69560557
69560558
69560559
69560560
69560561
69560562
69560563
69560564
69560565
69560566
69560567
69560568
69560569
69560570
69560571
69560572
69560573
69560574
69560575
69560576
69560577
69560578
69560579
69560580
69560581
69560582
69560583
69560584
6956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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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