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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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4）
现将第1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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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福特尔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点线箱包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众鑫饰品礼品厂(普通合伙)
中山市天通打印机耗材有限公司
潮安县庵埠春兴堂食品厂
潮安县彩塘镇华腾五金制品厂
台山市心华药用包装有限公司
潮州市联宇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华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鹤姿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啄木鸟漆业发展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得用五金文具经营部
揭阳试验区三潮电器厂
(英属维尔京群岛)迪莱斯国际有限公司东莞代表处
广州新美厨贸易有限公司
承德康熙酒业有限公司
大连三生有幸商贸有限公司
鞍山六和嘉好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佳洋水产有限公司
宁城县云鹏油坊
和田市奇瓦尔清真食品厂
重庆市渝青纺织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百乐园百货经营部
宜宾俊龙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铠堡玩具厂
山东海丰永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兴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劲霸男装(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乐活家族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伸得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第一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京粤振华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东粮北谷粮油有限公司
西安悦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锦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陕西海祥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福缘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华耀嘉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禾牧依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华纳百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平海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华宇彩阳商贸有限公司
环宇国辉(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利业永胜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安美尔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燕化永乐农药有限公司
湖北双珠泉食品有限公司
安陆市辅朝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汇莱药业有限公司
京山康源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世益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京山大洪山米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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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市思鹏茶场
黄梅县分路昌立食品厂
湖北瑞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十堰市山地生态特色植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阳新仙岛湖桑蚕有限公司
广昌奇莹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市作良菇菌类有限公司
高安市瑞飞制米厂
贵溪市雲峰生态茶场
吉安市嘉佳旺商贸有限公司
万年县汪家乡金贵精制米厂
乐安县贵生养殖专业合作社
南昌县雅善食品厂
共青城金源服装有限公司
白山市江源区石人镇连有豆制品厂
公主岭市日康食品厂
东丰镇红旗食品加工部
吉林牪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国良米业有限公司
抚松县百草王有机植物专业合作社
哈尔滨润发食品有限公司
五常市新农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哈尔滨本沐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神达服装经销有限公司
南昌市青山湖区洪宝食品厂
江西佰特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康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昌嘉煌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县向塘芝阳食品饮料厂
吉安市吉州区清清香料有限公司
江西千秋食品有限公司
井冈山市恒华富圆陶瓷有限公司
南昌市迪萌食品有限公司
周口市昊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奥极鑫食品有限公司
虎林市宏斌米业有限公司
五大连池苏达泉饮品有限公司
龙沙区金旺食品厂
齐齐哈尔绿都金龙调味品有限公司
虎林市兴太米业有限公司
肇州县徐德平农副产品加工厂
江苏省纺织品有限公司
南京鑫齐聚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宁水饮用水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鑫创糖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亚舜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艾科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火龙烟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莲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迈隆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三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宁波依格干衣机有限公司

宁波丽晶进出口有限公司
慈溪市艺多鞋厂
慈溪市贵人鲨鞋厂
盈斯电器(宁波)有限公司
余姚市华昌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谷城县恒祥油脂有限公司
湖北省楚村养殖有限公司
长葛市依雪食品厂
长葛市升林食品厂
南阳康寿堂药业有限公司
郑州成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魏都齐氏副食品厂
浚县贯方食品有限公司
淇县众大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明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贝肤安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开封城南金盛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尉氏县万幸食品有限公司
安阳市农得利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卫滨区康洁食品厂
河南五谷投资有限公司
尉氏县千味源食品有限公司
开封市威威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三源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商丘田园食品有限公司
民权远征食品有限公司
栾川县老君山天然纯净水厂
河南省可可居酒业有限公司
洛阳市正当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白鹅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象古商贸有限公司
江山市益安汽车零部件厂
温州市品立进出口有限公司
瑞安市啃爽喜食品有限公司
金华市瑞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临安市天目禽业有限公司
浙江味老大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迪亚诺针织有限公司
乐清市康源食品有限公司
临安气体有限公司
台州市椒江远鸿塑料厂
台州市椒江嫦娥鹿针织童装制衣厂
台州市黄岩银伟波丽工艺品厂
台州市黄岩恒发塑料厂
浙江西诺电子有限公司
台州忠大忠亿塑模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骏雅家居用品厂
台州市黄岩百和织带厂
台州市黄岩新前寅隆针织服装厂
温州市至诚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浙江嘉博朗毯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全宝文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森柔纸品商行
龙泉市餐餐乐竹木工艺品厂
临安市天目青顶茶业有限公司
临安市杭天食品厂
诸暨三农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狂享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蓝雨伞业有限公司
杭州卡姿服饰有限公司
安吉竹海之恋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普拉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瑞福(浙江)家具有限公司
响水丰涛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大阪西川(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金坛市八仙居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江苏三泽贸易有限公司
润贝(中国)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福州威贝斯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市鑫兴峰商贸有限公司
湘阴县天天旺食品有限公司
宁远县金苹果食品厂
宁远县九疑兔业开发有限公司
新化县康怡食品厂
长沙阿萨姆食品有限公司
汉寿县洞庭天成食品厂
常德市鼎城区寨子坊酒业有限公司
祁东县雄峰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苏氏食品厂
龙山县武哥豆制品加工厂
多样屋生活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伊春市伊林养殖有限公司
肇东市龙安饮料厂
龙江县鲁河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绥化市北林区双河信源大米加工厂
庆安县鑫香米业有限公司
大庆市盛鑫源食品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海南乡金禾优质米加工厂
肇东市四站镇田地源速溶食品厂
大庆市任生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肇源县二站镇曙光村娄家寨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肇东大荒通神食品有限公司
铁力市三合源山特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宝清县七星河前程食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龙达米业有限公司
佳木斯市前进区绿源面包厂
肇东市王老宝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肇东市中宝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绥化市亿源达医疗器械生产有限公司
海口爱之光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合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绿之南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岛屿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温州奇诚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创缔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雅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迪林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琴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曲姿恋制衣有限公司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传承酒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基准科仪有限公司
广州市淘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尚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乐山市奇能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红日食品有限公司
玉门拓璞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金坤商贸有限公司
平凉市崆峒区雨露茶庄
德阳达贝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梓椒食品有限公司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青海白驼清真肉业有限公司
重庆恒立纸业有限公司
中粮米业(宁夏)有限公司
银川红磨房食用油有限公司
盐池县萌城油坊粮油批发部
宁夏嘉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盐池县郑佳乳品饮料厂
沈阳市久之杯副食品经销中心
重庆市渝北区胜贤老塔面厂(普通合伙)
大连汇鹏达化工有限公司
五福祝愿创意食品(大连)有限公司
大连宏炜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东才制衣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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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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所强化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
本报讯 记者陆敏报道：近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信 息 披 露 工 作 指 引》（以 下 简 称“《指
引》”）。《指引》旨在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相关规
定，明确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信息披
露要求。

上证所有关人士表示，《指引》定位为

信息披露方面的具体业务规则，主要是从
操作性角度规范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中需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在员工持股计划的制订方面，《指引》
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员工持股计
划的制订需要通过董事会审议、职工大会
征求意见、股东大会通过等环节，并明确
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或者股东的回
避要求；二是规定了上市公司需及时披露

职工大会征求意见情况、员工持股计划全
文和摘要、律师意见、独立董事和监事会
意见等事项，并对其具体内容作出规定。
同时，在《指导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细
化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资金来源的
披露要求。

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方面，《指引》
做了 4 个方面的规定：一是上市公司应当
按照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方式的不

同，及时披露其股票买入或者过户的具体
安排和落实情况；二是员工持股计划发生
变更、终止的，应当履行持有人会议、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三
是员工持股计划期间届满的，应当按照要
求披露员工持股计划到期持有的股票数
量；四是上市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报告期内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和主
要变动情况。

9 月 22 日，第七届中国国际玉米产
业大会召开。在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改
革试点已经启动的新形势下，如何完善
玉米期货市场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产业
发展，成为期货市场与实体经济共同面
对的课题。

近年来，大商所致力于玉米交割体
系的完善、市场效率的提升及玉米产业
链品种的拓展、玉米期权工具的推出。

玉米期货恢复之初，交割库设于辽
宁港口地区，目前已形成三地区 8 家交
割仓库的布局。不过，随着市场的发展
和玉米物流格局的变化，玉米交割区域
覆盖面较小等问题也逐步显现，通过铁
路南下的玉米贸易量不断增加，东北及
南方企业希望将交割库向产销区延伸。

“期货交割库的设置有其内在规律
要求。在期货市场，价格信号的代表性
要求交割库设置必须位于物流节点。”大
商所农业品事业部负责人表示，目前交
易所正研究进一步扩大玉米交割区域，

建立集团式交割库、延伸交割和推出信
用仓单是可选择的思路。

“玉米交割体系的完善将进一步扩
大玉米交割的覆盖面，并降低交割成本、
提升市场效率，从而吸引现货企业参与
市场，增强市场流动性。”新湖期货研究
所副所长时岩表示，与此同时，淀粉期货

品种和玉米期权工具的推出，也将为市
场带来直接的增量。玉米淀粉作为玉米
的下游产品，二者间较强的套利关系将
吸引专业投资者进入市场，改善玉米期
货的市场结构、提高其市场流动性。

中国玉米网总经理冯利臣表示，从
近期的价格变化来看，玉米期货价格持

续上涨反映了去年以来临储价格变化
趋势。

由于玉米临储价格水平连年提高，
2013 年至 2014 年度玉米临时收储价格
较 2012 年提高 0.12 元/公斤，2013 年国
内玉米期价指数稳定于 2300 元/吨之
上，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4 月，大规模
托市收购实行，玉米期价指数上涨至
2350 元/吨至 2380 元/吨，而后由于国
家临储玉米拍卖价格高于市场预期，今
年 8 月玉米期价指数一度上涨至 2400
元/吨。

“2014 年玉米临储政策仍将主导国
内玉米市场价格走势，预计今年下半年
玉米市场要对上半年的市场误判进行纠
偏，在临储玉米托市达到一定规模之后，
市场主体入市收购玉米积极性会提升。”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市场监测部处长李喜
贵说。

大连北方国际粮食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冯吉龙认为，随着我国农业生
产方式的升级以及生产经营主体的变
化，预计未来调控支持政策将做调整，
价格风险管理需求不断增加，届时运用
玉米期货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将成为
主流。

本版编辑 孙 华 陶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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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版投资建议仅供参考

风险管理需求不断增加

玉米期货价格发现功能有待提升
本报记者 谢 慧

近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的决定》，明确提出监管部门

将建立专门的违法失信信息互联网

公示平台，集中公布市场参与主体

被行政处罚、市场禁入、纪律处分等

重大违法失信信息。这意味着，证

券市场的监管信息将进一步透明，

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而言，则会多一

个更正式、更准确的投资信息参考

渠道。

资本市场的本质是信用市场，

而诚信则是资本市场的基石。但长

期以来，A 股市场却饱受诚信缺失

的困扰，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健康发

展。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监管层

一直在将提升证券市场诚信水平作

为 健 全 市 场 的 重 要 取 向 。 早 在

2012 年 9 月，《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就开始施行，其中

规定证监会建立全国统一的证券期

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今年 8 月

中旬，证监会正式启动了全国统一

运行的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为下

一步提升资本市场诚信水平提供了

大数据支持。

此次证监会修改诚信监管办

法，既是对今年 6 月国务院发布《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

2020 年）》精神的落实，也是对进一

步强化资本市场诚信约束体系建立

的推进。不过，市场诚信建设绝非

一朝一夕，需要监管层做大量艰苦的基础工作，特别是在

净化市场和改革市场的配套措施上下功夫：首先，需要从

诚信的角度梳理、检查，甚至重构市场的规章制度。从新

股发行上市、信息合规披露，到上市公司分红、增发乃至

亏损退市等。其次，互联网的公示平台不能只是一挂了

之，而应该成为强化所有市场参与者“红线”意识的宣传

教育平台和警示平台。违规者的名字只要上榜，兑现的

应该是不同程度的惩处，而且这种惩罚应该具有一定的

约束力度，以此加大不诚信者的违规成本。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修改的内容已经对此有所涉及，即调整完善了违

法失信信息在诚信档案中的效力期限，规定一般违法失

信信息的效力期限为 3 年，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刑事处

罚等重大违法信息的效力期限为 5 年。最后，要真正健

全市场诚信体系，不能光罚不奖。惩戒不诚信者的同时，

还应该建立起对诚信者的奖励措施。

诚信监管还需夯实制度根基

江

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