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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家券商获得短期债试点资格

券商资金期限错配有望缓解
本报记者
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发布《证券公
司短期公司债券试点办法》，
进一步拓宽了
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目前获得短期债试
点资格的券商有 20 家，包括国泰君安、海
通证券等。
“ 充分利用债券市场，有利于证
券机构降低融资成本，及时补充资本金。”
中信建投某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伴随着创新业务发展，证券公司的资
本补充工作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上月证
监会出台《关于鼓励证券公司进一步补充
资本的通知》后，沪深交易所、中国证券业

协会相继下发了相关操作性文件，规定在
交易所或股转市场内，短期债将在批准的
额度内采取备案制发行，期限设定为一年
以内，同时还将为券商提供备案、转让、信
息披露等多方面服务。
国内非上市证券公司通过发行短融
券、
公司债和次级债等募资，
而募集来的资
金主要流入融资融券等资本中介项目和固
收类产品。
“这些赢取利差的
‘类银行’
业务
融资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利率成本，
二是
期限匹配。综合来看，已上市的债务品种

三举措强化投资者保护

郭文鹃
都不太完美。
”
一名业内人士表示。
以公司债和次级债为例，由于发行周
期较长，以 3 年至 5 年的产品居多，利率多
在 6%以上。银行间市场发行的短融券尽
管贷款利率很低，但按照相关规定，最长
期限只有 91 天，
而融资融券的借出业务周
期集中在半年到一年时间，期限无法完全
匹配，
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此次试点的短期公司债券，是指证券
公司以短期融资为目的，约定在一年以内
还本付息的公司债券。按照目前在交易所

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
张晓军日前表示，为防止投资者未能有效识别强制退市
风险遭受损失，证监会主要从三方面加强投资者保护：
一是强化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证监会启动上市公
司年报准则的修订工作，拟要求主动退市、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公司在定期报告中对退市风险作专项评估，并提出
应对预案。
二是设置退市整理期。除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可
以通过股东大会自主决定外，对强制退市公司一律设置
30 个交易日的退市整理期交易制度，在公司股票退市前
给投资者提供交易选择机会。
三是为防止重大违法退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通过提
前转让股份来规避法律责任，对于 IPO、发行新股或构成
借壳上市的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违法行为的，规
定了限制相关责任主体减持股份的措施。

发行的债券利率推算，一年内融资成本大
概在 5%至 6%之间，
略高于短融券产品。
“券商确实希望短期债能够在相关业
务期限配对上起到补充作用，但具体能否
广泛使用还得进一步观察交易所市场的发
行效率。
”
安信证券固收类业务从业者告诉
记者。记者获悉，目前在银行间市场发行
的短融券产品发行需要经过证监会和央行
的依次审批，
相关批复在一年内有效，
比较
繁琐。业内希望，短期债的发行管理能够
真正下放交易所，
进一步提升融资效率。

大宗商品走出低迷尚需时日
本报记者

大宗商品市场行情持续低迷。进入
10 月，代表商品价格基准的彭博大宗商
品指数跌至 5 年新低，与此同时，美元指
数持续上攻，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
品价格不断承压，原油、铁矿石、煤炭、棉
花等都未能独善其身，我国大宗商品价
格也正经历一轮下跌。
据生意社数据，10 月 25 日大宗商品
价格指数 BPI 为 856 点，创下 2011 年 12
月 1 日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较
2012 年 4 月 10 日 最 高 点 1019 点 下 降
16%。从上周国内外商品期货市场表现
看，截至 10 月 23 日，COMEX 期金主力
合约报收于 1229.1 美元/盎司，较前一周
下 跌 0.97% ，NYMEX 原 油 期 货 报 收 于
82.09 美元/桶，
较前一周下跌了 0.74%。
“目前大宗商品的暴跌，一方面是受
到全球经济环境疲弱影响，
另一方面是由
于美元涨势明显打压大宗商品价格。
”
卓创
资讯首席分析师吕春江表示。
“通胀处于低位，美联储退出 QE 和
加息的预期，
以及美元回流过程中带来的

谢

564 家企业正常待审
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
记者从中国证监会官网获
悉，
发行监管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审核工作流程及申请企
业情况显示，截至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受理首
发企业 618 家，
其中，
已过会 28 家，
未过会 590 家。未过会
企业中正常待审企业 564家，
中止审查企业 26家。

慧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修订

LIBOR 美元利率的走高，都意味着美国
实际利率开始上行，
回流美国的资金将主
要追逐高收益资产，
大宗商品遭到了集体
抛售。
”
南华期货宏观分析师张静静表示，
三季度大宗商品普跌是资金回流美国的
结 果 ，但 不 同 品 种 下 跌 的 原 因 又 略 有
差异。
“事实上，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自 2011
年便出现了历史性见顶信号，
随着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国家的需求增速放缓，
商品市场也一路调整。”银河期货研发中
心总监冯洁指出，
中国需求的减弱无疑是
大宗商品当前最大的利空之一。

国家统计局 21 日公布数据显示，中
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419908 亿元，
同比增长 7.4%，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速放
缓至 7.3%，环比增长 1.9%。花旗预计，
未来贵金属、基本金属以及原油价格还
将进一步下滑。花旗集团亦宣布将
2015 年 WTI 原油价格预估下调 10 美元
至 89.50 美元/桶，并将 2015 年布伦特油
价 预 估 自 105 美 元/桶 下 调 至 97.50 美
元/桶。
“ 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大背景下，
商品融资性需求增速下降，导致商品价
格整体承压，特别是金属、能源等商品价
格压力尤为明显，”在吕春江看来，商品

本报讯 记者谢慧 温济聪报道：为解决沪港通实
施后表决提案相关问题，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了《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和《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2014 年修订）》。
此次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三十六条、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八十九条，增加一条关于登记结
算机构的除外条款：
“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
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按照实
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通过修改该条
款，为登记结算机构投多种类型的表决权票预留空间。

市场新一轮下跌态势已经形成。
盘面上看，
虽然 10月初黄金价格有所
反弹，最高曾探至 1249.40 美元/盎司，但
冯洁表示，
此轮反弹更多得益于美联储加
息前景因近期美联储会议纪要和数据表现
而有所降温。
“在美联储加息的靴子真正落地之
前，大宗商品市场仍将是空头氛围，贵金
属 、工 业 品 以 及 能 化 品 种 仍 有 下 探 空
间。”张静静认为，一旦美国进入加息周
期，大宗商品才有望进入筑底阶段，直至
美国实际利率水平出现见顶预期，大宗
商品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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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物 品 编 码 中 心 公 告（1677）
现将第 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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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商名称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云霄县黄记贸易商行
泉州市铁民旅游食品有限公司
特维健(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莆田市吉普森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主格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洪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骏玫服装厂
上海映严商贸有限公司
佰仕爱服饰(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欣伊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杰力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法彼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奥士丹服饰有限公司
三门钰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洛卡包装厂
义乌市盛康文化用品厂
南阳丹源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西峡县福到家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蜀兴食品有限公司
西塞山区金生文具厂
荆州市丹宇米业有限公司
沙市区俏人制衣厂
京山县金鹤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松滋市开心塑业有限公司
松滋市永盛粮油有限公司
西源湖北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利济南路 2 号
李涛(420984198012013679)
江华瑶族自治县不老泉食品厂
博特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童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典创卓磊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汇源饮用水有限公司
北京安慧子皮草时装有限公司
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御珠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汇成米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山水缘米业有限公司
双城市成林鸡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哈尔滨市巨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惠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汇康苑食品有限公司
长春金景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辽源市天赐丰朗将袜业有限公司
沈阳市田园山村绿色生态农场
沈阳虫林密宝北虫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市百洁棉签厂
绥化市金稻穗米业加工有限公司
绥化市信利达商贸有限公司
讷河市安莲酱菜腌制品厂
桦南县绿源米业有限公司
富锦市孝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农垦红旗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9565146
69565147
69565148
69565149
69565150
69565151
69565152
69565153
69565154
69565155
69565156
69565157
69565158
69565159
69565160
69565161
69565162
69565163
69565164
69565165
69565166
69565167
69565168
69565169
69565170
69565171
69565172
69565173
69565174
69565175
69565176
69565177
69565178
69565179
69565180
69565181
69565182
69565183
69565184
69565185
69565186
69565187
69565188
69565189
69565190
69565191
69565192
69565193
69565194
69565195
69565196
69565197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富锦市北豆香调味品厂
大兴安岭北源绿色产业有限公司
东宁华丰林产品有限公司
富裕县老付食品加工厂
肇东市黎明镇三合谷物加工厂
大庆市让胡路区高宝亮禽蛋商店
北大荒五大连池矿泉水股份有限公司
桦川县中星水稻专业合作社
桦南县文翔米业加工厂
肇州县谷源香农产品有限公司
讷河市天丰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沃瑞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双鸭山市山宝肉制品加工厂
虎林市龙航轩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九三农垦鑫润经贸有限公司
黑龙江嵩天薯业集团有限公司
鸡西市巨力食品有限公司
桦南恒源农副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广州威曼服饰有限公司
成都华力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云南健百氏工贸有限公司
丽江山泉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延安市蓝辉印务有限公司
商南县福康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大荔县荔苑黄花菜专业合作社
汉中市汉台区崔家营健旺食品厂
淳化县甘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荔欣盛果业有限公司
宝鸡市为轩食品有限公司
靖边县三边老酱坊
陇县安宁核桃有限责任公司
岗珠藏香厂
惠州市晶田农庄食品有限公司
岐山醋阿婆酿造厂
永胜县程海林果技术经济合作协会
楚雄三平裕康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正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城柏维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巢湖市大鑫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漩澳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煎茶铺群艺塑料厂
辽源市西安区柱子粉条调料行
梅河口市成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吉林森工森林空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舒兰市金鼎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白山市浑江区众益食品加工厂
吉林丰达鸣米业有限公司
吉林市天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东辽县森水源饮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锦源茶业商行
张家港苑味斋卤味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成渝璐妍服饰有限公司
南京丰盛田园农产品有限公司

69565198
69565199
69565200
69565201
69565202
69565203
69565204
69565205
69565206
69565207
69565208
69565209
69565210
69565211
69565212
69565213
69565214
69565215
69565216
69565217
69565218
69565219
69565220
69565221
69565222
69565223
69565224
69565225
69565226
69565227
69565228
69565229
69565230
69565231
69565232
69565233
69565234
69565235
69565236
69565237
69565238
69565239
69565240
69565241
69565242
69565243
69565244
69565245
69565246
69565247
69565248
69565249
69565250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南京年润食品销售中心
泉州市金池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三明市祼蜜坊蜜业有限公司
龙岩市好又佳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市滋饮乐饮料有限公司
上海群霄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嘉泰农副产品营销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韩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武汉香粉世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浙江瑞普展示用品有限公司
东阳市白云华丹针织内衣厂
杭州茂隆服饰有限公司
安吉宝丽美家居用品厂
江山百姓蜂业有限公司
玉环县石峰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耀弘工贸有限公司
东阳市白云心滋丽裤子厂
东阳市白云盛豪针织品包装厂
东阳市白云诗丰袜厂
嘉兴良友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贝爱服装有限公司
桐乡市梧桐品味斋粽子加工厂
浙江千嘉味食品有限公司
金华市婺城区盐焗王食品商行
玉环县怡鑫鞋厂
温岭市家用水泵厂
温岭市金龙水产有限公司
杭州帅印茶业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一春蛋品厂
嘉兴大佬宋食品有限公司
东阳市江北知足袜子加工厂
杭州临安谷的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维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安市朗朗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隆腾茶叶有限公司
武汉市硚口区腾达皮具商行
湖北金钰工艺美术有限公司
武汉壹生康泰科技有限公司
邹平东泰油脂有限公司
济南新佳境日用品有限公司
东平县贵源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玫瑰酒业有限公司
山东雷诺服饰有限公司
济南苹果纸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禹城禹王生态食业有限公司
济南京广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天择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友道商务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曹县倪集乡山凤养殖场
济南市历城区三川果品苗木专业合作社
济南臻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济南道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鼎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9565251
69565252
69565253
69565254
69565255
69565256
69565257
69565258
69565259
69565260
69565261
69565262
69565263
69565264
69565265
69565266
69565267
69565268
69565269
69565270
69565271
69565272
69565273
69565274
69565275
69565276
69565277
69565278
69565279
69565280
69565281
69565282
69565283
69565284
69565285
69565286
69565287
69565288
69565289
69565290
69565291
69565292
69565293
69565294
69565295
69565296
69565297
69565298
69565299
69565300
69565301
69565302
69565303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南京辰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大一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巨浪百货经营部
南京林仕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李冠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太天乐食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龙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孝感市天勤文化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繁兴鹿业有限公司
拜泉县长青种植养殖场
沈阳思味特食品有限公司
沈阳市山山伟业食品有限公司
沈阳澳广商贸有限公司
海城市怡心蛋类食品加工厂
锦州市鑫盈经贸有限公司
铁岭市中大泽美酱腌菜厂
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一品源饮品有限公司
铁岭市盐业专营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鸭绿江酒厂
白山市蓝天建筑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前郭县白依拉嘎乡红光农场玉梅
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吉林百爵食品有限公司
靖宇县佳源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靖宇县吉盛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东祺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广厚工贸有限公司
大连三岛水产加工有限公司
龙健世纪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大连安可来福生物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布日都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五和食品有限公司
彭州市何氏食品有限公司
青白江长丰纸业商贸中心
四川香立方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盟达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成都御厨助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鼎味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华通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房利美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宇豪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永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欧尼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洛天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区塞外羔羊鲜肉店
天津绿源清枝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海泰超导电子有限公司
邢台市酒星酒业有限公司
泸定藏域夏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兴九兴农林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金堃酒业有限公司
成都诺格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乐山盛达商贸有限公司

69565304
69565305
69565306
69565307
69565308
69565309
69565310
69565311
69565312
69565313
69565314
69565315
69565316
69565317
69565318
69565319
69565320
69565321
69565322
69565323
69565324
69565325
69565326
69565327
69565328
69565329
69565330
69565331
69565332
69565333
69565334
69565335
69565336
69565337
69565338
69565339
69565340
69565341
69565342
69565343
69565344
69565345
69565346
69565347
69565348
69565349
69565350
69565351
69565352
69565353
69565354
69565355

厂商识别码

峨眉山禾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绿珍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鑫源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林师傅食品厂
成都杰好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新奥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泽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科欣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五粮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北碚区瑶红食品厂
重庆醇滨铭酒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金奇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双桥区中帝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千骄红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天秀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六枝特区民心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省毕节市老黄哥风味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清镇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
遵义市汇川区佳乐饮料厂
汇川区香客来瓜子厂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明星酒厂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华台酒业有限公司
遵义市侗家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颂尼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立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拓普泰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灵云珠宝有限公司
深圳市格卡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狮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吉恩诺科技有限公司

69565356
69565357
69565358
69565359
69565360
69565361
69565362
69565363
69565364
69565365
69565366
69565367
69565368
69565369
69565370
69565371
69565372
69565373
69565374
69565375
69565376
69565377
69565378
69565379
69565380
69565381
69565382
69565383
69565384
69565385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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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