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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658）
现将第16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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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广汉市洋溢服饰有限公司
四川省泰山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绵阳市三台县国彬食品厂
四川省义诚信水业有限责任公司
乐山市硕士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泸州永昌隆酒业有限公司
成都泰和利源商贸有限公司
雅安市雨城区欣雨食品厂
汉源县万英牛肉食品厂
聊城市团团乳业有限公司
安陆市林鑫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广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银罡桑蚕科技有限公司
宜昌绿源饮品科技有限公司
仙桃市隽雅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衡阳天祥水业有限公司
浏阳市张义和面条厂
永顺县生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鼎城区同德酿酒厂
湘潭市雨湖区乡味食品厂
广州红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绅威鞋业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利斯酒店用品商行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蔻思迈化妆品经营部
广东仕得玛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利泓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智盈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天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新域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南宁市澳榛商贸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亿枝笔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鲲鹏汽车用品厂
五常市弘鑫源米业有限公司
盘锦町香米业有限公司
辽阳县宏伟食品厂
盖州市广森源养殖场
丹东市福鑫粮油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贝特利针织厂
一东功夫(天津)茶业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米东区黄师傅食品厂
墨玉县乃毕江自然营养麻糖厂
新疆洁普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惠香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阿鲁科尔沁旗祥和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东河区宏源食品厂
乌兰察布市阿木尔食品有限公司
合浦县邓记月饼厂
合浦义家人商贸有限公司
钦州冰泉饮料厂
广西靖西县鹏滨食品有限公司
东兴市瑞凤贸易有限公司
南宁市超维豆制品加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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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奔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钦州市钦州港供水公司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善洁保健品科技有限公司
襄阳市高新区华艺灯具厂
麻城市祥荣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沙市区中意味品加工厂
鹤峰县心牌茶厂
汉川市鑫森纸塑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玉和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金凌精细农林阳新有限公司
郧县百味佳食品有限公司
罗田利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房县武当原生态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安丘市登峰面业有限公司
诸城三丰源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齐泰食品有限公司
茌平县荣昊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协合展望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华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肥城市泰和食用油加工厂
淄博马莲台酒业有限公司
邹平县通泰面粉有限公司
乐陵市福源洗涤用品厂
枣庄金鏊子食品有限公司
庆云天意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市鄞州恒硕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果子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旭博洁具有限公司
烟台诗尼格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烟台拓森服装有限公司
浙江金祥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浙江绿林工艺有限公司
遂昌县挺进酒业有限公司
杭州绿康纸塑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欧豪塑料厂
台州市黄岩悦华劳保用品厂
海宁久久胶塑有限公司
浙江贝特日用品有限公司
嘉兴皇凯箱包有限公司
上海嘉荣展览制作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
温州金鼎美容美发器材有限公司
永嘉县享享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男左女右服饰有限公司
诸暨市卡卡袜业有限公司
诸暨市周森化纤针织厂
诸暨市晨盛针织有限公司
杭州百慧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妃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亿伟成日用品厂
苍南县红燕针织内衣厂
浙江省平湖市新仓蔬菜厂

义乌市优耐雅模具厂
义乌市林爽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不觉晓袜行
杭州北国仓粮油有限公司
阿尔特贝娜(杭州)时装有限公司
台州市禾汛商贸有限公司
上虞市康邦养生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绣彩工艺品厂
义乌市育辉文体用品商行
福建省安溪景裕隆茶厂
福安市建园春茶业有限公司
福州创世纪进出口有限公司
福州麦格林贸易有限公司
武夷山天作正袍茶业有限公司
领先(福建)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嘉中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晋江市美腾鞋服有限公司
金琼(泉州)贸易有限公司
建宁县金铙山生态有机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捷信科技有限公司
伊代服装(深圳)有限公司
建水县红元面条厂
长乐汉川建材有限公司
仙游县鲤南华缘木制品加工场
安溪县湖上正茗茶叶专业合作社
福建省安溪县正港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政和福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古田县黄田库区九龙江马蹄笋专业合作社
石狮市闽珠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橙果日化有限公司
青岛闻奇工艺品有限公司
青岛茗飞茶业有限公司
青岛翎冠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三久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中露酒业(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富尔贵酒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中弘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来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刺桐红旅游商品(福建)有限公司
叶城县百英实业有限公司
呼图壁县巴雪面粉厂
温宿县实验林场粮友挂面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七团生活服务科加工厂
新疆红宝石果业有限公司
新疆萨巴海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吐鲁番诺兰酒庄有限公司
山西金杏花酒业有限公司
山西桃花春小米醋业有限公司
侯马经济开发区金恒纸业有限公司
山西汾州古韵酒业有限公司
舒兰市森禾瑞植物油有限公司

吉林市品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市品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泽康药业有限公司
大安市安大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
松原市巨大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馨利维(天津)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品馨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
沈阳宇璐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市西岗区海研鲔鱼研究与开发中心
海口椰团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真农绿色农业有限公司
海南瑞德堡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申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家家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良辰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亚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武汉纤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红桃开纯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武汉市品味香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统星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梅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丰正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超固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超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钧康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尤思艾汽车零件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南旭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骆豪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象扬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贤聚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沂方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莲苔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铂帅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享超电池有限公司
康瑞达(福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大德康元(福建)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良友蒋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永丰县金粮米业有限公司
江西威牛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南昌品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都县天祥制香有限公司
江西吴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加乐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埃森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开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豪食惠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金麦穗食品有限公司
无锡新生肉庄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连云区东园社区刘洋禽蛋批发部
金湖县金源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太仓市香莱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百馥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巨兆电子有限公司
太仓灵罡工艺品有限公司
江苏美的春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宗味斋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索罗曼鞋服有限公司
苏州婴知岛孕婴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永辉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超越者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李菊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红星乐器有限公司
常熟市雅米咖啡俱乐部食品坊
常熟市惟德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长河东元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芳菲涟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索真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简单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港田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高科迈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和耕(北京)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康绿佳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金钟诚坤生物科技研究所
九鸿豪业(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友谊途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泰德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创想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喜美家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果乐果园贸易有限公司
常熟市辛庄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常熟市天铭朱家桥农业专业合作社
苏州亚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宝应县巧新玻璃工艺礼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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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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签署约13亿美元合约

中 石 化 炼 化 工 程 进 军 东 南 亚 市 场
本 报 讯 记 者 祝 君 壁 报 道 ： 日

前，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宣布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
附属公司 PRPC 炼油公司就 RAPID 项
目 的 一 个 合 同 包 正 式 签 署 设 计 、 采
购 、 施 工 、 试 车 （EPCC） 总 承 包 合

同，总额约为 13.29 亿美元。
RAPID 项目是由马来西亚国家石油

公司兴建的大型炼油和化工一体化项
目，立足于满足东南亚地区不断增长的
成品油和化工原料需求。该项目位于
马来西亚国柔佛州边加兰地区，合同

工期计划为 52 个月。中石化炼化工程
承担的工作范围包括 1500 万吨/年常
压蒸馏装置、880 万吨/年渣油加氢装
置 、 氢 气 收 集 与 分 布 装 置 及 燃 料 油
系统。

中石化炼化工程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闫少春先生表示：“RAPID项目为中石化
炼化工程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开
启了大门，这是公司在马来西亚中标的首
个大型工程总承包项目，对开拓东南亚市
场、提升海外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中石化炼化工程是中国领
先的炼油、石油化工及新型煤化工工
程公司，在设计和建设大型、石油化
工及新型煤化工项目方面都具有竞争
力。其提供的工程服务覆盖了炼油、
石油化工、清洁能源等多个行业，并
在技术研发与许可、前期咨询、融资
协助、设计、采购等方面提供完整的
业务服务链。

迈进互联网金融领域

搜 狐 推 出 交 易 类 P2P 业 务

本版编辑 董庆森 梁剑箫

长 城 汽 车 落 户 俄 罗 斯 图 拉 州

本报讯 记者崔国强报道：日前，搜狐旗下的互联网金
融信贷平台——搜易贷正式上线。

搜易贷首席执行官何捷表示,搜易贷现阶段主要聚
焦于“交易类 P2P 业务”，即针对购房、购车等个人消费类
投融资业务。在备受关注的网络信贷资金安全管理方
面，搜易贷将遵循小额分散的原则设计平台的各类借款
与投资产品。“我们的目标市场定位就是小额投资标的，
标的最高价值在一两百万元，最低在几千元不等，可以避
免 P2P 公司因开展大额投资标的业务而出现的兑付风
险。”何捷说。

对于未来搜狐互联网金融的布局，何捷表示，搜易贷将
联手搜狗、搜狐证券、搜狐支付等，在购房、购车、教育等领
域开发 P2P业务。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报道：日前，长城汽车 15 万辆整
车项目在俄罗斯图拉州乌兹洛瓦亚工业园奠基。该项目
由长城汽车独资建设，总投资 5 亿美元，总占地 216 万平
方米。项目将分两期实施建设，一期工程拟投资 3.5 亿
美元。

据悉，这是中国汽车企业在俄罗斯第一家涵盖冲压、焊
装、涂装和总装等四大生产工艺的整车制造厂，将为当地提
供 2500个就业岗位，计划 2017年投产。

华能集团：

唱响清洁煤电发展主旋律
本报记者 亢 舒

2013 年底，华能集团以 14329 万
千瓦装机容量、6493 亿千瓦时发电量
位列国内第一大、世界第二大发电企
业。发展清洁能源是电力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的体现，也是电力行业的大势
所趋。这家国内第一大发电企业在发
展清洁能源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2010 年，华能颁布实施“绿色行
动计划”，明确提出 2015 年单位发电量
能耗及排放指标：与 2005 年相比，平
均供电煤耗降低 29 克/千瓦时，二氧化
硫排放降低 72%、氮氧化物排放降低
45%、烟尘排放降低 71%、二氧化碳排
放降低 20%，清洁能源发电装机比重
达到 25%左右的目标。

华能集团科环部主任赵毅介绍，为
了实现“计划”提出的目标，挖掘节能
降耗潜力，华能不断降低煤电机组的碳
排放强度，积极推进燃煤电厂的综合升
级改造，有针对性地开展节能技术改造
和设备治理工作。为此，华能积极开发
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不断
提高低碳清洁能源装机比重；同时，积
极开发大容量、高效率、低排放超临
界、超超临界排放机组，大力发展热电
联产机组，不断优化火电机组结构。

2013 年底，华能完成供电煤耗 312.9
克/千瓦时，较 2010 年降低 10 克/千瓦
时，氮氧化物排放总量较 2010 年下降
21.1%。

来到华能下属的伊敏煤电有限责
任公司，记者看到，大型采掘设备正
在露天采煤平台工作，开采出来的煤
直接通过皮带输送。伊敏煤电公司总
经理郑怀国介绍，集团采用了目前国
内首台自移式破碎机半连续采煤工艺
系统，减少卡车行走产生的扬尘和卡
车尾气排放。这一系统自带先进的喷
淋系统，运送煤炭的也是全封闭的输
煤运输系统，大大减少了煤炭运输过
程中的扬尘。

郑怀国说，伊敏露天矿采掘过程
中形成的外排土场 307 公顷，已全部
实 现 了 复 垦 、 绿 化 ， 土 地 复 垦 率 近
99%，绿化完成率 96%。目前，伊敏
煤电公司建立起煤电一体化生产经营
模 式 ， 节 约 成 本 的 同 时 ， 实 现 了 废

水、灰渣的循环利用和经济环保效益
的双赢。

此外，伊敏煤电公司还将煤炭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疏干水，通过管路输
送至电厂用作发电冷却循环水，电厂
循环水排污水用作机组脱硫补水和煤
矿 生 产 防 火 、 降 尘 用 水 。 郑 怀 国 表
示，每年水资源重复使用量达到 1800
万吨以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般的火力发
电厂都要建灰场和渣场，但伊敏煤电公
司对煤炭燃烧发电后产生的灰和渣进行
制砖、提取铁粉、做水泥添加剂等综合
利用。近 5 年，灰渣累计使用量近 80
万吨，创造经济效益 2300 多万元；从
灰渣中提取铁粉 1 万多吨，创造经济效
益 800 多万元。“今年年内将投产粉煤
灰 深 加 工 项 目 ， 实 现 粉 煤 灰 全 部 利
用。”郑怀国说。

发展清洁生产，既要对现有的设
施优化升级，更要着眼于未来清洁能

源发展的大趋势。在华能清洁能源研
究院，院长许世森告诉记者，整体煤
气 化 联 合 循 环 发 电 装 置 （IGCC） 和
700 摄氏度先进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是
目前世界领先的清洁燃煤发电技术。
华能承担了这两项技术全国范围内示
范站的牵头工作。

许世森介绍，目前华能拥有全国范
围内首座 IGCC 示范电站。2012 年 11
月，这座 250MW IGCC 示范电站顺
利通过试运营，正式转入商业运营，标
志着我国已经掌握大型 IGCC 电站的关
键技术，实现我国洁净煤发电技术的重
大突破。

我国首座 700 摄氏度先进超超临界
燃煤发电关键部件验证试验平台也由该
集团牵头建立。这项发电技术是目前欧
洲、美国、日本等积极发展的清洁燃煤
发电技术，其发电效率接近 50%，耗
煤量及碳排放量将减少约 30%，氮氧
化物、二氧化硫以及粉尘等污染物的排
放大幅减少。

“通过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我们完
全有能力掌握 700 摄氏度发电技术，大
大推动我国材料工业、电力工业及装备
制造业的发展。”许世森表示，今年下
半年，试验平台就会进行安装，2015
年 6 月完成调试并开始试验工作。“平
台建成后，将为我国争取建造世界首台
700 摄氏度超超临界燃煤大电机组奠定
基础。”

华能集团通过自主创新和优化升级，积极开发水电、风电、太

阳能等清洁能源，牵头引入先进的清洁燃煤发电技术，拥有全国

范围内首座IGCC示范电站，着眼于未来清洁能源发展的大趋势

华侨城携手微信提升旅游业务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华侨城集团近日与腾讯微
信团队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共同打造旅游、酒店行业智慧
平台标杆。华侨城将以全面提升旅游业务的管理、服务和
营销水平为目标，加速“智慧布局”。

据介绍，华侨城已与微信团队达成合作意向，自主开发
的公众服务账号“华侨城旅游”即将上线。该平台将基于微
信平台的应用模式，个性化定制开发并实现旗下景区的微
信购票、智能化入园、会员管理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