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 券 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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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
现将第16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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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名称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鲁粮酒厂
诸城市涓龙香酒业有限公司
莘县鑫鹏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日畅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奥创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优力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泰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帝福尼纺织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雪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日成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凯邦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湾永中歌珊清洁毛巾厂
杭州远桥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驰家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顺和铝业有限公司
云和县新课拟玩具厂
绍兴尚朋堂厨房电器有限公司
平湖绿怡植物油有限公司
诸暨市日翔针织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梦蝶工艺品有限公司
苍南县宜山天赐制衣厂
台州恒友塑业有限公司
庆元县鑫禾竹木工艺品厂
金华中动电器有限公司
永康市铮雅畅工贸有限公司
川田卫生用品(浙江)有限公司
深圳泰乐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海风(九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南昌良良实业有限公司
广丰县祥云出口花炮厂
南昌千山红伞业有限公司
江西东兴贡米有限公司
江西渡口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宜春丽鼎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兴国县五丰米业有限公司
江西公明金银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丰县麟辉出口花炮有限公司
宁海县顺隆模具厂
黄山市歙县山水茶业有限公司
宁海县梅林街道纤姿英服装批发部
慈溪市天元波力电器厂
慈溪意邦电器厂
慈溪市天元镇福源体育用品厂
慈溪市大江制笔厂
上海思多客服饰有限公司
陵县双丰畜禽产品有限公司
上海艾司盈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金亚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市实意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
邛崃市桑园镇胡氏小吃加工坊
成都市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广声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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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韩美来珠宝有限公司
江西绿康天然产物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奥德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河南誉中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好弟兄食品有限公司
清丰县味德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众一食品有限公司
新郑市辛店镇宏达养殖场
新野县建辉蔬菜专业合作社
林州市振林区振林路路拴香油坊
林州市林谷源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香盼食品有限公司
淅川县振翼调味料有限公司
河南一倾诚食品有限公司
尉氏县三联食品有限公司
博爱县福生面业有限公司
范县新区洪元香油房
商丘市万象面粉有限公司
濮阳县庆祖镇耀阳纸业厂
武汉冠美全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中逵钓具贸易有限公司
长春宜居仕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瑞英经贸有限公司
长春市品道食品有限公司
绿园区杨德食品调料加工厂
吉林省汲百草商贸有限公司
沈阳利丰达粮油有限公司
沈阳市诚翔腌菜加工厂
新民市瑞营饮料厂
新民市胡台镇第日清水冷面厂
根河市鹏宇纸品厂
新巴尔虎左旗同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蒙唐商贸有限公司
赤峰如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男他女她饮料有限公司
包头漠兰雪羊绒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五家尧酒业有限公司
包头市盈润食品有限公司
阿拉善盟悦禾科技生态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娜塔莉娅食品有限公司
包头市九原区哈林格尔镇四海炒货厂
天津翔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摩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鹏晟日用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雷迅新农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益众粮行
中山市科思达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金昇制衣有限公司
惠州市锦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市远安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锐翔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运来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猫奈尔服装店
东莞市黄江辉达蛋制品加工厂
东莞市上甲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彩塘镇新旺不锈钢制品厂
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高尔美制衣厂
罗定市玉氏春秋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揭阳市熙实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恒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河源市源城区旺兴饼家
新兴县德纳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普宁市占陇家雅电器厂
普宁市旭东制衣有限公司
美美电池有限公司
饶平县鸿达电器有限公司
茂名市茂南雪宝冷冻食品厂
江门市蓬江区东云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华文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梁平县森鑫纸制品加工厂
重庆恩可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湖星食品有限公司
凉山州晓山春土特产贸易有限公司
绵阳川星厨具有限责任公司
江油市百客食品厂
泸州喜洋洋酒业有限公司
宜宾市云天曲酒厂
四川省华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海南无度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鲤河海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海口启丰开泰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照丰水产有限公司
屯昌恒宝水晶工艺有限公司
犍为县龙孔黄氏挂面厂
宜宾市国华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广汉市蜀旺调味食品厂
安岳县饮源饼屋
宜宾市翠屏区红耳朵纺织品经营部
成都元庭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省钟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南丁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凤朝煌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银莲湖酒业有限公司
武汉鼎仙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天成贸易有限公司
慈溪市周巷青柯电器厂
余姚市居优乐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博莱堡厨卫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古林前进食品厂
安陆市太白园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炎帝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京山京鑫米业有限公司

恩施市喜满家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巴东县美乐福洁具制品有限公司
郧县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襄阳晟龙嘉百货有限公司
菏泽市牡丹区大爱洗涤有限公司
济南钢花锯业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历泰果品专业合作社
济南三峰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沥泉润滑油有限公司
山东省博兴县海通农牧有限公司
山东万众水业有限公司
武城县老城镇三合街面粉厂
山东九盛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东区金久纸品厂
苍山县全红食品厂
山东航维骨科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利沃隆食品有限公司
青州市诚信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柏柳茶业有限公司
四川康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东兴市宝隆纸业有限公司
防城港市优趣食品有限公司
藤县金鸡永发饼厂
桂林鑫佰利纸业有限公司
靖西清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柳州市柳南区桂坤酒厂
广西南丹长角辣椒专业合作社
南宁市壮新粮油有限公司
广西穗达米业有限公司
横县国荣茶厂
大姚滇乡红酒业有限公司
云南深山菌业有限公司
昆明泰常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春之蓝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芒市金纯食品有限公司
香格里拉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弥渡县连明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滇杰食品有限公司
云南光明印楝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福鼎市白茶山茶叶研究基地(普通合伙)
武夷山宏泰竹木业有限公司
邵武市金漂日用品厂
泉州市淘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福建泉州宏铨润滑油有限公司
永安市大湖镇新冲珍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保山市雄亚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雅秀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鱼城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重庆真功夫食品厂
重庆润淙商贸有限公司
大同市晋品源商贸有限公司
晋江宝晖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正树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天健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南京中欣悦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天润服装有限公司
承德御宴酒业有限公司
盘锦福庆荣商贸有限公司
绥中县绥中镇伊妃美容美发会馆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太阳食品厂
鞍山嘉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美幽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汇一尺业有限公司
上海却老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三富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天略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同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恒敏科技有限公司
新妮虹(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迎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堂王绣品有限公司
上海纳卉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爱儿斯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喻氏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利勤后勤采购供应网有限公司
上海龙广爽饮料有限公司
上海汉吉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乐愉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丰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县兆飞食品厂
武进区洛阳京贝尔文具店
广州透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爱蔻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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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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诈发行，违规信披，财务、股权指
标不符合上市标准，未来上述任何一种
情况都会导致上市企业被强制退市。上
周末，中国证监会和沪深交易所接连发
布退市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和相关配套
细则，其规则之严谨，操作性之强，被业
内称为史上最严格的退市规则。

“新版退市规则会触及到相关方利
益，执行有难度。但目标明确的制度和
可操作的规则是成功的第一步。”武汉科
技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

劣质股充斥不利于建设健康的资本
市场，如何让市场进退有序，需要优秀的
顶层设计和多方的共同努力。

“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改革完善并严
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
内容上的最大亮点是其能顺应国情。伴
随着市场成熟，出现了并购重组等需求，

‘主动退市’顺理成章推出；另一方面也
正视市场规范性的不足，将上市公司重
大违法行为与退市绑定，同时严格规范
不符合要求的强制退市指标。”西南证券
首席分析师许维鸿说。

主动退市对 A股来说还是个新鲜提
法。新“国九条”中首次提出后，新版《退
市意见》第一次作出了相关法律确认，同
时为主动退市的施行设计了总体框架和
业务流程。不过，许维鸿认为，上市公司

“壳资源”稀缺是导致 A股缺乏主动退市
意愿的主要原因，让主动退市成为主流
还有赖于注册制改革的深化。

在海外成熟资本市场，强制退市并
不常见，但其对当下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董登新认
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仍然较
短，存在许多不规范。“利用专业知识和
信息不对等欺诈发行上市，上市公司违
规披露、不披露重大信息等违法行为都
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将其与上市公司
退市挂钩符合新‘国九条’规范市场发展

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要求。”
好的制度依赖具体落实。紧随《退

市意见》，沪深交易所也拿出了切实可行
的操作细则，发布了《上市规则》修订版，
同时也启动了《重新上市办法》、《退市整
理期细则》以及《风险警示板办法》三项
规则的修订工作。

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成为这些配
套规则的重要特征。例如，考虑到退市
的不同性质，沪深交易所在《重新上市办
法》中对其申请重新上市的间隔期作出
差异化规定，避免了政策“一刀切”。

好的制度需要不断打磨。据悉，在
今年 7 月 4 日《退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
以来，证监会共收到社会反馈意见 139
条，反复斟酌后采纳了其中 35条意见。

“最终版本较之前做出的修改来看
更加周密完善，一方面强调了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兼顾维护了
上市企业的合法权益，力争在顶层设计
上建立公平市场环境。”英大证券研究所
所长李大霄表示。

例如，在企业申请主动退市情况下，
中小股东的决策权往往被忽视；而在实
际启动投资者赔偿机制时，上市公司没
有“真金白银”容易导致赔偿成为空谈。

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发生，在最终版
《退市意见》中，一是进一步完善了主动退
市的内部决策机制，主动退市不但得“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还必须“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二是扩大了限
制相关主体股份减持的情形，将《退市意
见》中的“上市公司再融资申请或者披露
文件”修改为“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申请或
者披露文件”，这等于将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重大资产重组纳入限制股份减持的
范围，增加了赔偿保障金的来源。

此外，《退市意见》在征求意见时还收
到完善司法维权诉讼、建立投资者维权基
金等意见。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
示，“尽管在《证券法》修改之前难以完全
采纳，但这些意见符合更好保护中小投资
者权益的改革方向，证监会将积极准备和
推动。”

本报北京 10 月 20 日讯 记者周琳报道：Wind 数据
显示，截至 10 月 20 日，纳入统计的债券型基金今年以
来平均净值增长率达 8.42%。在此背景下，诺安基金金
牌固收团队再发新产品，诺安聚利债券基金于 10 月 20
日正式开售，这只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对
债券的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持有现
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
净值的 5%。

中国证监会和沪深交易所合力打造退市新规

差公司的“好日子”将终结
本报记者 郭文鹃

本版编辑 孙 华 陶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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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版投资建议仅供参考

本报北京 10 月 20 日讯 记者郭文鹃报道：上周，
IPO 第五批启动，11 家公司过会，加上今年 1 月因重大诉
讼事项暂缓发行的石英股份在内，新股发行数量达到 12
家，其中 9 只新股将于本周开始申购。据测算，本周 9 家
新股拟募资约 37.3 亿元，引发了业内人士的担忧，密集
的申购时间安排可能在短期内引发市场抽血效应。

具体来看，9 家企业中 4 家在主板、3 家在创业板，剩
下 2 家选择中小板；发行时间方面，周四、周五对市场资
金的压力最为明显，科隆精化、地尔汉宇和九强生物 3 只
新股在周四申购，而中电电机、中科曙光、海洋王、萃华珠
宝、石英股份和陕西黑猫 6 只新股集中在周五申购，其中
陕西黑猫募资规模最大，达 6.89亿元。

本报北京 10 月 20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据 PE/VC
研究机构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今年第三季度我国
并购市场共完成交易 501 起，同比提高 43.1%，环比涨幅
为 17.9%；披露金额的并购案例总计 481 起，共涉及交易
金额 363.00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 98.8%，环比
增长 30.5%，交易活跃度与规模量双双创下我国并购市
场季度最高值纪录。

具体来看，三季度国内并购 463 起，发生交易金额
245.21 亿美元；海外并购 33 起，涉及交易金额 116.75 亿
美元；外资并购 5 起，交易金额共计 1.03 亿美元。另外，
三季度我国并购市场宣布尚在进行中的并购案例为
448起。

债基平均收益达 8.42%

本周 9 新股开始申购

自今年初 IPO 重启之后，A 股市场

的退市制度改革呼声渐起。几经酝酿，

新版的退市制度近期终于正式落地，未

来市场“有进有出”有望成为常态，而

这也正是新股发行制度向注册制改革迈

进过程中的必然要求。

此前，“连续三年净利润为负”成

为上市公司退市的一道“硬杠杠”，其

他的退市规定则略显“大而无用”。多

年 来 ， 虽 有 70 余 家 公 司 被 成 功 “ 逼

退”，但类似万福生科、绿大地这样公

然涉嫌重大财务造假上市的公司，却

依旧享有上市资格。随着本次新规对

欺诈发行、违规信披等公司实施强制

退市，这类差公司的“好日子”将会

一去不复返，退市指标的多元化、严

肃性将使得退市制度更具有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

另外，退市之所以难，很大部分

原因在于各方利益未能平衡，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在主动退市方面，本次新规加强完善

内部决策机制，要求股东大会“双 2/3”

表决通过才可主动退市。此外，它还

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

纳入限制股份减持的范围，增加赔偿

保障金的来源。

总体来看，随着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未来退市制

度的执行将更加有力。

落实关键在于可操作性

□ 何 川

三季度并购市场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