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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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
现将第16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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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经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上善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旭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遨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科多贸易有限公司
清怡化妆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悦意生活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福瑞至环保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海企宝德实业有限公司
慈溪益良博鞋厂
慈溪市逍林镇文美鞋服厂
深圳市亿商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尔滴胶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盛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合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达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都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雁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育铭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嵘丰科技有限公司
建乐士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凡尔科技有限公司
凤冈县凤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纳雍县云雾有机茶有限责任公司
安顺市贵芝味百味堂食品厂
黔西南州味多香特色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迎宾酒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景元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黔西玉浆饮品有限公司
贵州老鼎酱酒业有限公司
大方金山纸业有限公司
湄潭县海王纸品包装厂
山东华润厚木尼龙有限公司
烟台顶津饮品有限公司
烟台冠豪食品有限公司
竹溪县桃花源天然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楚大鸭业有限公司
襄阳市三生妇幼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九狼鞋业有限公司
京山宏达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荆州市三袁里蛋业有限公司
安陆市彩安制衣厂
湖北鲜之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潜江市丰谷香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海龙面业有限公司
浙江凌秀箱包有限公司
台州市秋之枫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名气电器有限公司
衢州市陆胜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蓝苏氟化有限公司
浙江伟巍制衣有限公司
桐庐山中来土特产有限公司
海宁市宏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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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德仁贸易有限公司
嵊州市正发文具有限公司
郓城祥河乳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美太电器有限公司
安吉称兴白茶酒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冠西尼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省仙居县鸿源酒厂
永嘉迈都伦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雪貂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荣旺副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恋丝袜行
义乌市杯浓食品商行
义乌市朵彩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新康思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欧诗漫集团珠宝有限公司
庆元县百丰百竹木有限公司
台州市鑫邦塑业有限公司
杭州中仁轩贸易有限公司
兰溪市双叶鸟鞋垫厂
杭州地旺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翎衫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淼旭塑胶五金厂
台州市黄岩国本手套厂
台州市黄岩鼎虎塑料厂
台州市黄岩腾兴劳保用品厂
庆元县丫吉竹木制品厂
金华市佳伟包装有限公司
龙泉市健足康王日用品厂
苍南县贝卡龙制衣厂
台州伟业电气有限公司
瑞安市绿泉酿造有限公司
成都捷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南部县南隆镇张氏米粉厂
武侯区驰舸水业经营部
罗江县调元镇临江村翠友蛋鸡养殖场
射洪福刚油脂加工厂
泸州东南剑酒业有限公司
洪雅县高庙镇坑陶酒业有限公司
美盐集(应城)日化有限公司
随县洪山镇福利米厂
襄阳楚香情礼品超市
随州市元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荆州市城南开发区四季兴塑料制品厂
蕲春赤方蕲艾制品有限公司
仙桃市楚花蛋品有限公司
湖北建始九道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鄂之味食品有限公司
宜城市银禾粮油有限公司
武穴沸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豆利来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宜昌锦面博面制品有限公司
竹溪县华玉金银花专业合作社
建始县山里菜蔬菜制品专业合作社

天门富民食品有限公司
松滋市众鑫精米厂
宜昌市当当商贸有限公司
汉川市胜鑫炒业有限公司
成都鸿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老刘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八方品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龙禹易捷商贸有限公司
吴忠市利通区振宏纸制品加工厂
青铜峡市叶盛地三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青铜峡市银光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银川雅露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伊雪面粉有限公司
中宁县禹王面粉有限公司
五指山黎家真一酒庄有限公司
三原喜鹰醪糟罐头饮料加工厂
池河镇绣程卫生纸厂
陕西江沣实业有限公司
青海藏之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隆发粘胶制品厂
兰州美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清河源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卓澳食品厂
城固县惠明米厂
厦门壶里香茶业有限公司
厦门金信实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聪尔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厦门上杰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星派洁日用品(厦门)有限公司
江苏计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欧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慈溪市逍林凤娇鞋厂
慈溪市晋佳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佳年华电器厂
慈溪市群超顺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创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河南丹江湖绿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许昌银雪商贸有限公司
汝州市荣兴淀粉制品厂
汝州市东鼎淀粉制品厂
河南航雨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江亮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乐奇食品厂
孟州市怡通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民权县超越服装加工厂
洛宁县惠民薯粉加工专业合作社
焦作市恒海源饮品有限公司
温县东兴鞋业有限公司
焦作卢温堡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隆达酿酒有限公司
安阳市北关区锦童缘制衣部
文峰区宝莲寺振民小米加工部
文峰区邱家沟郜记香油店

安阳高新区爱得尔制衣厂
泉州丰泽映星日用品有限公司
宜昌大风口茶业有限公司
石狮市天狮鞋服有限公司
红门鹰(福建)时装实业有限公司
福州菱花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福州亨盛鞋业有限公司
漳州市润源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圣海水产有限公司
泉州市洛江金得利鞋服有限公司
福清市盈佳贸易有限公司
海峡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购味(福州)生态食品有限公司
康博服饰有限公司
禹城市强隆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久科康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四君子集团君和酒业有限公司
吉林市白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吉林吉福参生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双城市十里香酿酒厂
哈尔滨市阿城金京造纸厂
哈尔滨市南岗区老上号食品加工厂
五常市御良田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方正县禾玉米业有限公司
五常膳源粮贸有限公司
五常市龙凤山乡兴旺米业
北大荒鑫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都冠精米加工厂
哈尔滨市阿城区福兴黑加仑糖果厂
黑龙江省九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仁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爱我所爱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美龄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顺锦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鑫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泰尚融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宝真海珍品有限公司
大连鸿丰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路易雪莱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健道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宏耀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德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龙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崇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菲玛斯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欢喜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美骅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新滘炜兴商行
广州福祺多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阳晟泉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宝伊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魅惑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鑫亦莱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乐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帆路皮具有限公司
黑龙江四合大豆食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普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讷河市城北绿色食品深加工厂
七台河市新兴区米哥食品厂
黑龙江省农垦今龙米业有限公司
大庆曹磊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大庆金满堂蛋业有限公司
大庆多多经贸有限公司
庆安县海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市阳明区磨刀石镇双利生态养殖厂
奇台县农场大众植物油厂
木垒县上游公社农产品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
沙依巴克区月明楼市场万里商行
新疆芝韬沙漠种植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伊犁绿草原禽业有限公司
新疆天露饮品有限公司
伊吾呈鑫工贸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城区东城粤香食品厂
中山市坦洲镇源泉饮料厂
中山市小榄镇优越制衣厂
汕头市天玉泉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众一米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蓑笠翁茶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粤嘉不锈钢餐具厂
揭阳市榕城区好厨夫不锈钢餐具厂
潮州市天元陶瓷有限公司

69568319
69568320
69568321
69568322
69568323
69568324
69568325
69568326
69568327
69568328
69568329
69568330
69568331
69568332
69568333
69568334
69568335
69568336
69568337
69568338
69568339
69568340
69568341
69568342
69568343
69568344
69568345
69568346
69568347
69568348
69568349
69568350
69568351
69568352
69568353
69568354
69568355
69568356
69568357
69568358
69568359
69568360
69568361
69568362
69568363
69568364
69568365
69568366
69568367
69568368
69568369
69568370
69568371

69568372
69568373
69568374
69568375
69568376
69568377
69568378
69568379
69568380
69568381
69568382
69568383
69568384
69568385
69568386
69568387
69568388
69568389
69568390
69568391
69568392
69568393
69568394
69568395
69568396
69568397
69568398
69568399
69568400
69568401
69568402
69568403
69568404
69568405
69568406
69568407
69568408
69568409
69568410
69568411
69568412
69568413
69568414
69568415
69568416
69568417
69568418
69568419
69568420
69568421
69568422
69568423
69568424

69568425
69568426
69568427
69568428
69568429
69568430
69568431
69568432
69568433
69568434
69568435
69568436
69568437
69568438
69568439
69568440
69568441
69568442
69568443
69568444
69568445
69568446
69568447
69568448
69568449
69568450
69568451
69568452
69568453
69568454
69568455
69568456
69568457
69568458
69568459
69568460
69568461
69568462
69568463
69568464
69568465
69568466
69568467
69568468
69568469
69568470
69568471
69568472
69568473
69568474
69568475
69568476
69568477

69568478
69568479
69568480
69568481
69568482
69568483
69568484
69568485
69568486
69568487
69568488
69568489
69568490
69568491
69568492
69568493
69568494
69568495
69568496
69568497
69568498
69568499
69568500
69568501
69568502
69568503
69568504
69568505

厂商识别码 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厂商名称厂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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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重
要议题，“加强互联互通”备受各方关
注，对此，资本市场反应热烈。同花顺
数据显示，11 月 10 日，“丝绸之路”和

“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 概 念 板 块 大 幅 上 涨
4.47%和 3.19%，其中五洲交通、国际实
业、达刚路机等个股直拉涨停。

从“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产业链
条来看，在海外耕耘数年并有丰富建筑
承包业务经验的中国建筑企业有望最先
拿到订单；之后，分包商拿订单，相关
合作的金融企业会帮助融资；然后，钢
铁、建材、工程机械、铁路、电力、通
信等行业相关材料产品进入采购遴选；

与此同时，道路、港口、物流、贸易等
企 业 会 在 项 目 推 进 过 程 中 获 得 相 应
机会。

从地理区域上看，申银万国研究报
告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将给我国西北
地区的基建、能源、消费、旅游等多个
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对区域经济形

成实质性利好，也为西部建设带来巨大
的发展。由此，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新
疆、陕西、甘肃和宁夏 4 个省区有望直
接获益。

“‘一带一路’战略有望为传统产
业尤其是指数权重板块带来新机遇。权
重股的启动，对于大盘整体复苏意义重
大。”武汉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
新表示。

近两日，相关概念板块部分个股大
幅上涨后出现回调。对此，兴业证券首
席分析师张亿东分析认为，投资者应该
认识到“一带一路”作为重大战略部
署，为 A 股上市公司带来长久的发展动
力，并不仅是一个短期炒作的概念。

本报讯 由易方达基金香港子公司与美国 Krane-
Shares合作开发运营的“金瑞易方达中国短融 ETF”，日
前顺利挂牌美国纽约交易所，为美国投资者打通进入中
国债市的快速通道。投资中国短期融资债券的 ETF 基
金纽约上市，意味着美国证监会和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债
券市场的认可，也标志着中国金融机构实现了真正的“走
出去”。

据悉，今年上半年，易方达已登陆欧洲四大交易
所，推出 MSCI 中国 A 股指数 ETF 产品。 （江 帆）

本版编辑 孙 华 陶 玙

电子邮箱 jjrbzbsc@126.com

提示：本版投资建议仅供参考

“ 一 带 一 路 ”概 念 慢 热
本报记者 郭文鹃

中国债券 ETF 挂牌美国纽交所

中国证监会今年 10 月中旬发布了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
市 制 度 的 若 干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意见》将于 11 月 16 日起全面实
施，沪深交易所修订的相关规章也将同
步施行。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认为，
退市标准体系的多元化将有助于 A 股市
场实现“有进有出”，将“死水”变为“活
水”，良性循环、优胜劣汰的时代即将
开始。

退市是指上市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终止上市交易，它是资本市场一项重
要的基础性制度。据证监会统计，自
2001 年退市制度建立以来，沪深交易所
累计有 79 家公司退市，其中主动退市 31
家，强制退市 48家。

证 监 会 新 闻 发 言 人 张 晓 军 指 出 ，
《意见》 发布后，证监会将指导沪深交
易所进一步严格落实退市工作责任，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到“出现一家、退
市一家”，坚决维护退市制度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

同花顺统计显示，今年三季报仍然

处于亏损状态的 ST 公司共有 24 家，约
占 ST 公司总数的一半。其中，*ST 超
日、*ST 仪化、*ST 二重亏损额位列前
三。值得关注的是，*ST 超日和*ST 二
重两家公司因在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
连续亏损已暂停上市，而今年前三季度
继续亏损，一旦这两家公司今年无法盈
利，那么在年报披露后就将正式启动退
市程序。

金融界资深分析师马小东认为，目
前退市新规首先针对的主要还是财务不
达标的上市公司，同时存在严重欺诈、造

假或信息披露严重违规的公司也将成为
主要退市风险公司。“以*ST 二重为例，
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并无明显好转，
而且从短期来看，扭亏保壳的难度依然
较大。”财富证券分析师赵欢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目前，*ST 超日、*ST 仪化和
*ST 二重等公司唯有寄希望于资产注入
或并购重组来扭转不利局面，否则将难
以逃脱退市的命运。

退市新规的一大亮点在于明确提出
对重大违法公司实施强制退市。根据

《意见》，上市公司存在欺诈发行或者重

大信息披露违法，被中国证监会依法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证
监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交易所应当
暂停其股票上市交易。

李大霄认为，退市新规有利于完善
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并增强市场主体活
力。不过，实施强制退市更要注重保护
中小投资者权益，因此，具有一定的复杂
性和渐进性。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利益，《意
见》强调要强化上市公司退市前的信息
披露义务，完善主动退市公司异议股东
保护机制，并要求重大违法公司及相关
责任主体或者根据《证券法》关于民事责
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或者根据公开
承诺等协议约定，通过回购股份等一系
列方式赔偿中小投资者损失。业内人士
建议，有必要为“主动退市”设置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批准程序，同时应设立刚性
的股份回购制度，这样方能保障投资者
利益。

申银万国的报告指出，习惯性并购
重组是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现象，除上
市“壳资源”比较稀缺外，也由于标的公
司股价会在二级市场上因重组题材而得
到大幅提升。不过，随着新股发行注册
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退市制度不断
完善，“壳资源”价值将日渐不复存在。

退市新规将于11月16日正式实施

“ 优 进 劣 退 ”将 成 股 市 常 态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本报北京 11 月 13 日讯 记者谢慧从中国期货业协
会获悉:10 月全国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较上月有所下降，
以单边计算，当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 223 百万手，
同比增长 49.57%，环比分别下降 7.89%；当月期市成
交 额 为 21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03% ， 环 比 下 降
11.66%。今年 1 至 10 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1916百万手，同比增长 9.96%，累计成交额为 204万亿
元，同比下降 9.14%。

据了解，上海期货交易所 10 月成交量为 84 百万
手，成交额 5 万亿元；郑州商品交易所月成交量为 58
百万手，成交额为 2.1 万亿元；大连商品交易所月成交
量为 65 百万手，成交额为 3.2 万亿元；中国金融期货交
易所月成交量为 16 百万手，成交额 11.4 万亿元。按资
产类别来看，金融期货成交额约占 53%，能源化工期货
占 15%，金属期货占 15%，农产品期货占 13%，贵金属
期货占 4%。

前 10 月期市成交额同比下降前 10 月期市成交额同比下降

本报北京 11 月 13 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据同花
顺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高达
7424.54 亿元，其中融资余额 7367.12 亿元，融券余额
57.42亿元，融资余额占比高达 99.23%。

值得关注的是，两市融资融券余额 10 月以来增长明
显。9 月末，两市融资融券余额为 6111.31 亿元；而从 10
月至今，两市融资融券余额上涨 1313.23亿元。

两市融资融券余额近75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