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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镇江好想纸业有限公司
扬州田治科技有限公司
沭阳县乐苹纸制品加工厂
苏州天之王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江西嘉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慈溪市银北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易诺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桥头益盛鞋厂
慈溪卡瓦依服饰有限公司
桃源县百尼茶庵茶叶有限公司
北京众口乐水饺随州加工销售中心
湖北海顺达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信百汇皮鞋厂
上海砚耕堂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元开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无锡市红格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闻喜县宇森调味品有限公司
山西绿都酒业有限公司
漳州市常山兴蕊茶业有限公司
武汉豪客家族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必聪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昊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奕尔达商贸有限公司
安陆市天祥养殖专业合作社
牛卡服饰(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惠峰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灌云县伊山镇洁如纸品厂
南通名格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高邮市正林蛋品加工厂
南通领航健康顾问有限公司
南通参鑫草本参茸有限公司
上海健旺食品有限公司
奥真(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冰洲饮料有限公司
上海蓝豹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艺兰菲制衣有限公司
上海鑫谷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源辰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康芝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乾维物资有限公司
义乌市毓绣日用品厂
河南四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如瑞食品厂
兰州悦鑫鲜调味品厂
兰州白坡禾尚头面业有限公司
云南舒婷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万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乡县嘉禾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宝鸡市陈仓区盛源核桃专业合作社
榆林市精粮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秦和食品有限公司兴平分公司
韩城市宝瑞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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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金之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崇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汉中凤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延安老玖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成都市泸粮酒厂
中卫市隆裕精米粮油加工厂
汕头市金坚源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海恒化妆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昊鸿发针织厂
揭阳市和利食品有限公司
揭东县锡场镇顺成纸品厂
佛山市卫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永祥纸品厂
东莞香市菌业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金慧纸品加工店
惠州市展翔食品有限公司
饶平县科德香料香精厂有限公司
广东康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雨桐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邦奥服饰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诚亮不锈钢制品厂
潮安县彩塘盛宝五金厂
阳江市金彪马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拉芳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百兴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试验区宏翔五金电器厂
揭阳市东山区东阳中英塑胶制品厂
揭阳试验区艾兴电器厂
揭阳市榕城区亿源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腾龙有机肥料厂
佛山市南海高翔日用五金有限公司
顺德区容桂澳亨金属电器厂
广东美涂士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奈叶服饰有限公司
博罗县全音电子有限公司
博罗福波生态茶园专业合作社
劲家庄(惠州)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健恒食品有限公司
长寿区八颗镇建兵精米加工厂
重庆攸恩农业有限公司
重庆俊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侨鸣制衣有限公司
重庆零零奇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子午食品有限公司
江北区冰仑茶叶批发部
重庆人本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敦煌制衣有限公司
重庆市宏恒调味品厂
重庆灵方三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东营市伟浩养殖有限公司
南通祥梅时装有限公司
南京达岩商贸有限公司

潍坊盛丰面业有限公司
常德益翔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忠阳服饰行
河北厚德印刷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崇达冷饮食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煎茶铺会常塑料厂
承德富饶食品有限公司
廊坊市伊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大城县小李庄天宏食品厂
廊坊市逸美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家鼎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三牛面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三时美加进出口有限公司
桥西区瑞美洗涤日化用品厂
河北渤海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大名府面粉有限公司
保定兴茂源食品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恒益汽车用品厂
唐山市泽瑞商贸有限公司
秦皇岛爱果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御如坊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方元水务有限公司
大连蓉彦商贸有限公司
大连市金州区晟誉食品厂
五常市兴盛乡晶鑫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宁河县互利米业有限公司
大连伊立特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君彦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华益精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农金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爱思凡趣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广盛顺通商贸有限公司
零度探索(北京)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来品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富恩施(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星缘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沭阳县钱集镇新东卫生纸厂
沭阳县综合市场明峰商店
江苏普特莱斯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市友海调味品有限公司
南通雅珂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新森达鞋业有限公司
通州区兴仁宏新淀粉厂
苏州旺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陶氏化工有限公司
扬州德尔乐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奥普莱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大丰市逸芙针织有限责任公司
射阳县康福源粮油加工厂
盐城杜米尼克服饰有限公司
宿松县佳佳旺食品有限公司
合肥鸿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合肥金俊浩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市金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牛郎织女服饰有限公司
安徽福驾茶业有限公司
祁门县高香红茶厂
安徽大别山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淮南佳盟药业有限公司
高阳县依晨纺织品经销部
文县田润果菜专业合作社
成安县绿康食品厂
石家庄惠瑞普医疗保健有限公司
天津市乐松园坚果食品有限公司
辽源市金玉袜业针织厂
双辽市鑫聚利来食品厂
呼和浩特市日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绥滨县鑫昌挂面厂
张家口市益民康杂粮销售有限公司
石家庄雪茗饮品有限公司
东莞温思帝寝具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全美雨具有限公司
东莞椰湾神酒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迅展佳图影视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万福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雅菲莱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希田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嘉顿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长科电器有限公司
普宁市池尾安绵服装厂
武夷山市九曲岩茶厂
武夷山市七茶斋茶业有限公司
太阳堂(漳州)食品有限公司
泉州亲亲食品有限公司
福州厨益食品有限公司
泉州达益食品有限公司
尤溪县八字桥乡佛手瓜专业合作社
福州聚春园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尤溪县沈红茶叶有限公司
福建省煜烁食品有限公司
普宁市流沙东街道秀陇村工业区中强制衣公司对面

445281600235238(张昌辉 445281198112060350)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松发塑料厂
梅州市绿和食品有限公司
英德市长湖豆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天骏塑料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中雄五金塑胶厂
汕头市澄海区新之宝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坤盛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欧宝塑胶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小鱼儿塑胶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 225玩具厂
汕头市骅腾玩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佳钺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名艺玩具厂
东莞市冠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封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清大联力日用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崇杰服饰有限公司
中山恒康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宝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健茗茶枕有限公司
漳州松柏岭云顶茶业有限公司
石狮市日宝缝制设备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嘉禾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大鹏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宁德市崧霖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安溪久弈茶叶有限公司
福鼎市甜夫人食品有限公司
福州世纪林织造有限公司
福州卡昂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康洁纸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泉德蛋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友邦五金厂有限公司
江门市麦乐食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罗坑南北香业工艺厂
江门市江海区南粤金石榴茶制品厂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环宇清洁用品厂
江门市新会区深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澳浪纸业店
广州元君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长生水产品有限公司
温州舒尔康鞋业有限公司
玉环县广泰生食品厂
东阳市白云富婴坊工艺品厂
东阳市我爱我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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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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蚌埠玻璃院并购法国公司
将加速新型薄膜太阳能电池国产化

本版编辑 董庆森 刘 蓉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报道：中国建材集团所属蚌埠玻
璃工业设计研究院近日并购法国圣戈班所属 Avancis 公
司，这是国际新能源领域有影响力的大宗并购。至此，中国
薄膜太阳能光伏产业链全线打通，中建材蚌埠玻璃院将率
先在国内推进新一代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国产化。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
院院长彭寿介绍，这次海外并购是中国建材集团发展新型
建材、新型房屋、新能源材料产业的重要举措。此次并购
后，蚌埠玻璃院将保留 Avancis 公司的技术团队，继续运营
其技术中心，以引进、消化、吸收的集成创新模式，进一步掌
握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技术、特种玻璃制造技术，从玻璃进
入新一代薄膜太阳能电池领域，利用现有核心技术优势将
新能源相关产业链全线打通，以关键材料的快速研发孵化
推进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报北京 9月 15日讯 记者许红洲、实习生余璐报道：
君乐宝奶粉今天宣布，公司已正式取得欧盟“BRC食品安全
全球标准”的A级认证。这是国内首个奶粉品牌通过最权威
苛刻的BRC认可，为中国奶粉取得了出口欧盟通行证。

欧洲对于乳品质量和安全管理的严苛标准，是国际公
认的权威规范。其中 BRC 食品技术标准，用以评估零售商
自有品牌食品的安全性，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食品规范。
它主要包括 HACCP 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工厂环境、产品
控制、加工过程控制、个人等几大方面，认证标准涵盖了食
品安全体系与质量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还增加了现场标
准审核要求。值得关注的是，通过 BRC 认证意味着君乐宝
奶粉已经拿到进军欧盟市场的通行证，将有资格进入国际
商品销售商联合会（CIES）在全球 200多个超市集团。

君乐宝奶粉事业部经理刘森淼表示，君乐宝奶粉立项
伊始就对标国际标准，能通过 BRC 认证，是水到渠成的结
果。率先通过 BRC 的认证，是君乐宝奶粉用实际行动在兑
现安全乳品的承诺。据刘森淼介绍，君乐宝奶粉从奶源、配
方、工艺、质量、安全、口感等方面在上市前就与洋奶粉进行
了全面比较，因此对自己的品质有信心。

获“BRC”A 级认证

君乐宝奶粉获准出口欧盟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广州赛
莱拉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成功
在新三板挂牌。这是记者从日前举行的

“赛莱拉与诺贝尔奖得主对话干细胞产
业革命暨新三板挂牌庆祝仪式”上获
悉的。

目前，我国有近百家干细胞公司，基
本覆盖了从上游的存储到下游临床应用
的完整干细胞产业链。作为我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干细胞产业正以 50%的年复

合增长率快速发展起来，预计 2015 年
产业收入将达 300 亿元。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
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亚太地区是全
球第三大干细胞市场，从国际范围看，中
国干细胞产业在临床研究方面暂居领先
地位。但随着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
达国家明确和开发干细胞产业政策，中
国干细胞产业已有的优势地位将受到一
定挑战。

面对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50%、中国
干 细 胞 产 业 收 入 在 2015 年 有 望 达 到
300 亿元的市场规模。赛莱拉创始人、
董事长陈海佳指出，行业前景与国际竞
争挑战并存。在科学研究的推动下，国
家政策有望逐步明确和出台，因此赛莱
拉等提前布局干细胞产业的企业有望享
受产业政策红利做大做强。

据 悉 ， 赛 莱 拉 成 立 于 2009 年 7
月，自主拥有集产、学、研、检一体化

的生物科技园，拥有基因工程药物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基地等众多国家级科
研机构，并建设了中国首家人类干细胞
资源库，以及符合 GMP 标准、全面通
过 ISO 认证的细胞制备中心、医疗器械
厂、保健品厂、化妆品厂。赛莱拉目前
拥有多项创新成果及国家重大发明专
利。在科研与临床方面，赛莱拉目前分
别与暨南大学、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进
行战略合作。

赛 莱 拉 挂 牌 新 三 板

干细胞公司提前布局迎机遇

深耕中高端品牌 发力新能源汽车

北汽探路自主品牌国际化
本报记者 苏 民

今年 11 月，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
（简称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
北京举办。

随着会议大幕的徐徐拉开，8 月 4
日，2014 年 APEC 会议赞助签约仪式
在京举行，会议官方用车赞助商——北
汽集团格外引人瞩目。据介绍，经过筹
委会严格筛选后，北汽集团旗下包括北
京汽车、福田汽车、北汽新能源汽车等
企业的自主品牌乘用车、商用客车成为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官方指定用
车”。8 月 6 日至 8 月 21 日举行的 2014
年 APEC第三次高官会会议用车，也是
北汽集团交付的首批车辆，其中包括自
主品牌绅宝 D70 轿车 50 辆，蒙派克 S
商务车 40 辆，欧辉客车 15 辆，共计
105 辆。同时，北汽集团为确保会议用
车 正 常 运 行 ， 还 额 外 增 加 14 辆 备 用
车。北汽集团将为会议提供共计 868 辆
车。其中，包括 50 辆新能源纯电驱动

汽车。
人们脑海中“自主品牌都是低端

货、新能源汽车都不咋地”的老观念，
是该扔掉了。在如此高级别、高规格的
国际会议上，以庞大自主品牌阵容整体
亮相，是北汽集团技术、实力、品牌的
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北汽集团国际化道
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能否成为汽车强国，最重要
的衡量标准就是有没有世界级的汽车品
牌。”这句话，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
在大小场合反复说过多次。秉承这一原
则，北汽集团坚持创新不动摇，深耕中
高端自主品牌，发力新能源汽车，精心
谋划国际化道路。

首先，北汽集团大手笔收购瑞典萨
博技术平台，经过一番消化吸收后，再
以集成创新、协同创新的模式获得了自
主知识产权技术平台，并基于该平台开
发了自主乘用车品牌“绅宝”，已经上
市的绅宝 D70、D50 均广受消费者欢
迎，即将面市的绅宝 D60 也因为在今
年的北京车展上被评为最佳首发新车而
倍受市场期待。

其次，加快产业布局，扩充产能规

模。品牌必须有相当的规模支撑。目
前，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在内，北
汽集团已经在全国完成以北京高端制造
基地为核心的自主品牌 8 大乘用车基地
和 9大商用车生产基地。

再次，向制造服务业转型。徐和谊
多次强调，要以互联网思维看待汽车制
造业，未来北汽集团将按照高端化、服
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的要
求，做好北京汽车工业的战略定位调
整，并以向制造服务型和创新型企业转
型升级为驱动力，加速集团国际化发展
步伐。

厚积方能薄发。成立仅 3 年，北
京汽车一路高歌猛进，跑赢众多老牌
自 主 车 企 ， 连 续 两 年 蝉 联 自 主 品 牌

“增速之首”。
前 不 久 ， 美 国 《 财 富 》 杂 志

“2014 年世界 500 强企业”名单公布，
北汽集团以营业收入 43323.9 百万美元
再次跻身全球 500 强，排名第 248 位，
名次比上年大幅度提升 88 位。连续两
年跻身世界 500强企业，是荣誉，更是
压力，这将倒逼北汽集团进一步向着国
际化经营以及融合化发展的高质量转

型。尤其服务“2014 亚太经合组织会
议”，将是一场国际化检验，北汽集团
将在这一过程中促进产品、服务、机制
等实现新的提升。

环保一直是 APEC 最关注的问题
之一，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亚太各经济
体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和引
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此次
APEC 会议上由北汽集团提供的绅宝
纯电动汽车，也是 APEC 会议车辆赞
助中纯电动车首次亮相。在 APEC 国
际 性 舞 台 上 集 中 展 示 旗 下 新 能 源 技
术，体现了北汽集团对自身产品水平
的充分自信。

自信源自实力。目前，通过体制、
机制创新，北汽集团掌握了电池、电
机、电控系统三大电动车核心部件及全
产业链生产能力，旗下的北汽新能源汽
车公司已成长为国内产品应用范围最
广、发展速度最快、产业规模最大、产
业链最完整、示范运营规模最大的新能
源汽车企业。未来，北汽集团将进一步
加快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与产业化步伐，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走在中国汽车行业
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