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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665）
现将第16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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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夏科奇汽车用品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他抗菌纺织品有限公司
格林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汤尼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弗兰度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艾特莱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亿雅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莱米多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珀制衣有限公司
深圳市义创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高林商贸(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云鹏创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合兴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康尼世纪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莉拉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翼铭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盈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格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融晨纸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沃普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忆路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社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之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恩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摩力伽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景年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京凯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迪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旗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多多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西宁藏仁堂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尚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
克莱美斯机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朗格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东锐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花儿开了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一百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珑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鼎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金荣林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扬子江饭店有限公司
潍坊华星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荣成市滕家健亚百货商店
东阿县生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夏津县新盛店镇伊寒卫生纸分装销售厂
潍坊禄峰经贸有限公司
潍坊美旺食品有限公司
郓城皮家烧鸡有限公司
东平县自来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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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瑞璞牡丹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曹县兴昌日化厂
山东阳谷县康乐面粉有限公司
聊城卓群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沂水众盟食品有限公司
安丘六和光大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诺娜贸易有限公司
济南金明发纸业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洪楼天祥办公用品经营部
济南羲之文具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亮洁洗涤剂有限公司
山东一品农产集团有限公司
济宁天灡山饮料有限公司
山东宏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美惠粮油有限公司
滕州市万隆塑业有限公司
威海市环翠区一心爱养生苑
淄博瀚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夷山聚芝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漳浦县和安贸易有限公司
漳州市龙文区永达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晋江爱华胸围有限公司
福州品鲜鲜食品有限公司
屏南县张大蛙食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池店舒月妇幼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新华茗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杨柳岸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常客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安溪三芳岩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崇川区秋莲纸制品经营部
江苏耀达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柘荣县福荣茶厂
新乡市巧媳妇速冻食品厂
郑州市二七区红宝石小百货商行
新乡市红旗区鸿鑫五交化经销部
清丰县双富食品厂
盐城市华鸥实业有限公司
射阳县长荡镇马勇粮食加工厂
四川长虹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德阳市佰川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心益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御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悠选(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真箬味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顺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拓力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慧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
青岛圣紫曼服饰有限公司
公安县三袁里米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上品谷禽业专业合作社
慈溪市恒新鞋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旺源制衣厂
慈溪市逍林强生鞋厂
荆门市顺安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灵童虎食品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荣安电子陶瓷有限公司
江西安海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宁海药业有限公司
集安市长白山森林食品连锁发展中心
重庆有我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旺福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汇聚源酒业有限公司
广州康芬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依利达茶业有限公司
威泰格(惠州)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卓群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宾茶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汇涌五金有限公司
惠州市美升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年年丰粮油有限公司
龙门县原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愈堂中药多肽工程研究所
东莞嘉嘉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讯通发展公司
东莞市虎门裕美制衣厂
东莞市新思路内衣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利宏不锈钢制品厂
潮安县恒汇贸易有限公司
阳江市安骐工贸有限公司
阳东县瑞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浩森制衣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爱联刀具厂
汕头市宜邦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强宇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富友软件有限公司
汕头市老茗庄茶业有限公司
广东富力佳食品有限公司
惠来县海神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雨莲露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北京恒泰辉商贸有限公司
好彩来医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京远泰达经贸中心
北京稼禾粮园商贸有限公司
五谷欢乐(北京)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街乐庭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华奥尚优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益人世纪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康乐巢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君星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长春市泊乐商贸有限公司
长春伟华创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新兰德怡康海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春市鹿乡鹿茸血酒厂
贵州省仁怀市名门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省铜仁市永进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古法酿酒集团泽鑫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月德合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市澳格瑞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菏泽锵钰食品有限公司
泰安和盛源酿酒厂
山东创新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航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枣庄市山亭区鑫鑫食品厂
枣庄市枣抱山泉贸易有限公司
蕲春县蕲凤山土鸡养殖园
巴东县太平宝剑茶业专业合作社
湖北麻城锦园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云和三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睿宁贸易有限公司
台州市曼卡龙塑业有限公司
温岭市大溪三鼎塑料制品厂
温岭市箬横铭清塑料制品厂
苍南县龙港科发鞋垫加工厂
浙江赛诺威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天德工艺品厂
义乌市铭赫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上凯制衣有限公司
义乌东安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邦格文具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宏基针织袜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恒雅伞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逸达鞋厂
杭州木奈贸易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倪达鞋厂
台州市路桥阳子汽车用品厂
温州市瓯海得福日用品厂
松阳县贵泽土鸡专业合作社
浙江省龙泉市宝剑厂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方圆锁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润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东卓服装有限公司
永康市晨阳电器厂
苍南县宜山舒友针织内衣厂
湖州达诺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铭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夷山正德茶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聚百泉茶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三秀茶业有限公司
凯大(中国)有限公司
泉州奇鹭进出口有限公司
泉州市素年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晋江友兴鞋业有限公司
莆田市德通工贸有限公司
力力儿康(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诚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寿宁县廊韵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政和茗匠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元昌茶业有限公司
建阳市黄坑振兴竹制品厂
汇客食品(福建)有限公司
龙岩市新罗区同一电器经营部
福宁功夫(福建)酒业有限公司
石狮市益邦食品有限公司
石狮市三佳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牌皮具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金仓食品有限公司
镇江市丹徒区利民卫生用品厂
杭州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大斌纸制品厂
武汉力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陵区佳化洗涤用品厂
连云港海洲湾水产有限公司
苏州市江南食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泰兴市金桥礼品有限公司
高港区华鑫食品厂
苏州忆江南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洪泽湖农业科技城有限公司
邳州市金城食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康泽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苏珍馨园农产品有限公司
徐州市山源农产品加工厂
江苏嘉安食品有限公司
连云港协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泾协龙制衣厂
江阴市倍铭针织制衣厂
江苏基元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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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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红九九公司：

品质是领跑行业的秘诀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重庆红九九食品有限公司如何从小
小的火锅底料家庭作坊，发展成拥有全
世界首条高智能化火锅底料生产线，再
到如今年销售突破 5 亿元、年纳税超
4000万元的食品企业？

该公司董事长黄万明说，“严控产品
质量细节，确保产品品质，是红九九一路
领跑火锅底料行业的秘诀。”

创建于 1993 年的重庆红九九食品
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红九九”及“红
99”牌重庆火锅浓缩底料、浓缩调味品
为主的食品企业。20 多年来，红九九在
生产过程中积极采用现代化生产设备和
技术，使火锅底料的生产实现了从传统
工艺向现代化、规模化的转变。

黄万明对记者说，“保证产品品质，
就是要通过全方位管理，减少各环节、各
层面、各要素的缺陷。”他介绍说，首先，

红九九要求不得向下个环节传送有缺陷
的信息、物资；其次，在各环节都建立了
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规范流程，按规定程
序实施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实行对差错
的事先防范和事中修正的措施，保证差
错提前消除。

然而，从农田到餐桌，要保证产品品
质并不简单。“对原材料的把关是最大难
题。”黄万明坦言，豆瓣、海椒、花椒、姜、
蒜、牛油是火锅底料的主要原材料，也是
红九九把控产品质量的 5个关键方面。

见证过黄万明“苛刻”要求的红九九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可可说，供货商
提供的每袋 100斤的花椒中，单籽花椒、
花椒梗等杂物的总重量不能超过半斤。
一旦抽检发现超标，会立刻让供货商到
现场分拣花椒，直到达标。如果 3 次监测
超标，就会取消与该供货商的合作关系。

为保证辣椒质量，红九九在主要辣
椒种植基地常驻着近百人的质量管控人
员。辣椒要经过色选、风选、磁选等 3 道
工序，再由人工挑选出不合要求的辣椒。

“红九九对原材料的要求很高。”一
位与红九九合作多年的供货商感慨，按

照厂方规定，红九九对豆瓣的要求标准
有 17 项，从感官指标到物理指标，都要
严格检测。“跟红九九这样‘苛刻’的企业
合作，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产品档次，给企
业传递了正能量。”这位供货商说。

因为对原材料要求高，红九九在花
椒、辣椒等原材料上的成本每斤要高出
几元，但黄万明却将这个标准坚持了 20
年。在刚刚结束的 2014全国“质量月”系
列活动的抽检中，红九九赢得了抽检人

员的好评。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常务理事
张明说，很少有食品企业对供货方的资
料管理如此规范，这不仅体现出企业对
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规的严格执行，更
是企业重视质量安全、追求质量诚信、践
行社会责任的表现。

“食品质量安全的天平，一头是良心，
一头是诚信。”黄万明说，食品生产经营者
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

食品产业是“良心产业”、“道德产

业”。安全食品既是“产”出来的，也是

“管”出来的。

保障食品安全，必须依靠“德治”和

“法治”手段，构筑保障食品安全的坚固

防线。一方面，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第

一责任人，必须成为尚德守法的坚守者，

牢固树立诚信意识，打造诚信品牌，培育

诚信文化，建立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内

控制度；另一方面，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的

主导力量，政府要用法律维护市场的公

平竞争，加快建设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形

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损的激励约束

机制。如此，德法并治，规范生产经营和

监督管理行为，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

济秩序，才能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以制度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记者崔国强报道：百度公司近日与宝马正式
签署合作协议，共同致力于推进高度自动化驾驶技术研究。
百度的三维地图及相关数据服务将被融入宝马的车辆导航
系统中，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技术支撑。

此次研发合作将涉及车辆使用、驾驶策略等多方面，双
方计划联手攻克高度自动化驾驶在中国道路环境下面临的
技术挑战，通过智能技术加强道路行驶安全性。据百度研究
院副院长余凯介绍，百度正在重点进行数据采集工作，着手
绘制国内首个高精度三维环境地图。

本版编辑 董庆森 刘 蓉

百度与宝马签自动化驾驶合作协议

近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

引》正式发布，这是自 2001 年独立董事制

度在我国上市公司正式确立后，首份有

关独立董事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对规

范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行为，促进有效履

职，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群体的作用，具

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制度的完善，并非是一份规范性文

件所能完成的。从目前种种现状看，要达

到这个目标需要有一段较长的过程。据

沪深交易所的信息，在近三年的数万次

投票中，7000 余名上市公司的独董仅有

47 次提出了反对意见，94 次弃权。如此而

言，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无异于

虚设。但事实上，设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的初衷，是被市场各方寄予厚望的监督

高管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两项重要职

能，但这似乎在执行中走了样，变了味。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入，独立董

事制度亟待完善。要真正发挥独立董事

的作用，需在“独立”二字上下功夫。

所谓独立董事是指独立于公司股东

且不在公司中内部任职，并与公司或公

司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务联系或专

业联系，并对公司事务作出独立判断的

董事。独立董事的“独立”更多体现在对

公司决策的独立判断上。说白一点，就是

要站在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角度去考量

上市公司的某些决策。但这“独立”二字，

又是独立董事们最难做到的。一来目前

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基本上由大股

东提名；二来独立董事拿着公司的薪酬，

有的甚至过百万元。所谓“拿了别人的手

短”，这让独董们如何对大股东进行有效

监督，去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呢？

说到底，利益钳制了独立董事真正独

立发挥作用。要改变这种格局，首先需要

有相关法律体系进行支持，新出台的《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虽然在制度建

立方面有新举措，但大量基础工作还需要

有所突破，包括在法律中明确界定独立董

事的权责利，保证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治

理体系中获得真正的存在空间。

其次，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应该将独立董事的

职责考核与其薪酬情况挂钩，比如可以

借助社会力量，让中小投资者对独立董

事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同时加快设立

有关独立董事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培育

专门的独立董事市场，改变独立董事的

取酬方式，使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选择

市场化、专业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只有摆脱了与上市公司直接的经济联

系，独立董事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执业

空间。

独立董事应真正“独立”起来
江 帆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比亚迪官方近日宣布，搭载
Car Pad移动互联操作系统的轿车 G5正式上市，这是比亚
迪基于互联网思维打造的首个车型，售价 10万元左右。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侯雁告诉记者，未来
互联网成为汽车网络连接的终端之一，车辆钥匙趋向无形
化，移动互联基础上的整车控制模块成为趋势。G5 是移动
车联的尝试之一，更多强调车辆的移动互联整车控制模块，
搭载 Android 4.2.2 的 Car Pad 智能多媒体操作系统、蓝
牙钥匙和 PM2.5绿净系统成为该车的三大亮点。

比 亚 迪 G5 尝 试 移 动 车 联

本报讯 今年以来，辽宁营口供电公司不断推进营口
仙人岛能源化工区电网的规划建设，不断优化电网建设环
境，现已建立 10 千伏电力线路 30 公里、66 千伏电力线路
25 公里、220 千伏电力线路 8 公里、66 千伏变电站 3 座、220
千伏变电站 2 座，使园区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正威国际
集团中国聚酰亚胺产业基地、中海石化 700 万吨 DCC 项
目、恒力集团营口康辉石化等一批牵动力强的龙头企业相
继落户仙人岛，产业特色日渐突出。 （于兴涧）

辽宁营口仙人岛电网获优化

首辆彩绘普速列车今秋将启程

本报沈阳 9 月 23 日电 记者蒋欣怡报道：沈阳铁路集
团与中国展辰涂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举办了全国首辆
彩绘普速列车——“经典漆号”开通启动仪式，该彩绘列车
将于今秋开通。“经典漆”是展辰涂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品牌，这是我国普速列车首次开放冠名权，是铁路部门深
化改革、走向市场的一项重大举措。

彩绘普速列车为广州至大连的 K370/K369次列车，将
行驶 3328公里，途径 40个站点，横跨 6个省和 1个直辖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