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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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
现将第1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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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市登山龙袜厂
金华集信天贸易有限公司
台州卡拉西瓦餐具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沁歌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广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乡县星星食品厂
陕西澜宇现代饮品发展有限公司
青海昆仑山矿泉水股份有限公司
甘谷永宁舂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大连中盈电子有限公司
康平县东关屯镇象牙山日用品厂
宾县糖坊鸿发酸菜厂
富阳舒洁雅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长春市晒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秦皇岛洪嘉食品有限公司
保定市柯斯柯德针织品制造有限公司
任丘市一淀园食品有限公司
任丘市麦德乐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月立电器有限公司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粮年斋食品厂
武汉衣凡风韵服饰有限公司
武汉贝丽宝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龙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山县永强粮油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胜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天门市富丽纸塑制品厂
襄阳天之蓝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国营熊口农场综合厂
洛阳市惠万家食品有限公司
洛阳宇华电炉厂
洛阳美丝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金枝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千瑞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坤坤食品有限公司
安阳高新区浩欣纺织内衣加工厂
孟州市开心食品厂
新乡市新香调料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芳芳日化商贸行
郑州锦利华文具用品有限公司
平舆县盛程粮油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小屁孩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源融汇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势坤工贸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家居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新亚泰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弘创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古厝甜头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亮妆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加倍吉眼镜有限公司
龙赫(厦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果然香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珊忆化妆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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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连连赞茶业有限公司
江西瑞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家富调味品有限公司
鹰潭龙虎山金胜纸业
江西鑫源欣实业有限公司
抚州市临川阜丰生态农庄
瑞金市康乐数码理疗仪有限公司
江西大福茶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润酥坊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仙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早润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明乐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市香格里莎食品有限公司
成华区思洁玻璃陶瓷经营部
成都绎美佳贸易有限公司
汨罗市智峰乡日安食品厂
长沙火宫殿食品有限公司
汉寿县恒裕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天之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汨罗市徐记口福佳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鸿达饮料有限公司
上海闻骏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聚元皮饰有限公司
上海亿红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臻厨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益洲油脂有限公司
西安市神泉罐头食品厂
西安市未央区康宏食品厂
西安市未央区康旺食品厂
陕西洁美佳纸制品有限公司
海口远通托古农产品有限公司
三亚凤凰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镇康县隆昌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食品公司
昆明市盘龙区天安茶厂
云南赢茗裕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恒邦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百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市百旺纸业制品厂
钦州阜康农副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省赫章县泉农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贵州汇景纸业有限公司
贵阳滋韵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开阳溪麓温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麻江县黔甬蓝莓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仁脉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山阳县绿之源生态农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
奉节县黎洁洁具制造厂
重庆市神露芝麻油加工厂
重庆成炎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洁沿洗涤剂厂
重庆朗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望江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扬州蓝海纺织有限公司
溧阳市大石山金氏蜂业专业合作社
徐州昊宇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亚点毛巾染织有限公司
南通久耀商贸有限公司
靖江市清之坊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碧丽斯顿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宿迁市果然食尚食品有限公司
宿迁市洋河镇佳宴酒业有限公司
泗阳县来比香食品厂
江苏省启尧粮食有限公司
江阴德合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沭阳县天井泉纯净水厂
上海龙蒲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慕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卡比特家饰地毯有限公司
上海艾蒙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圆也(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贝肯士(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灵翀实业有限公司
丽固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兴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花得花百货有限公司
上海天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君帅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帕客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吉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辰蜂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岚旺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姜堰市姜堰镇晓梅糖业经营部
江苏喜逗食品有限公司
江都区仙女镇茶农茶庄
南通幸福河竹纤维纺织品有限公司
淮安市姚氏食品有限公司
淮安亿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键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天宁区茶山街道丽华山小商品市场T001(陆军320411196910171216)
福建福星炭素科技有限公司
晋江市万龙鞋业贸易有限公司
莆田市涵江区吉龙商贸有限公司
泉州三德铭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莆田市荔城区水溢天下饮用水厂
福建泉州市永露茶业有限公司
胶州市九龙镇无公害蔬菜协会
青岛和为贵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青岛福多多服饰有限公司
襄阳坤兴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市金橙果业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新天翔食品有限公司
邵阳市星星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火辣家居用品商行

浏阳市旭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金晨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湘西自治州兴中酒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玛萨拉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市昌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创新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滢铭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大石英伦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娇仑制衣厂
广州新量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朗薇泽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创以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蓝顿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向阳文教用品厂
广州市禹王建筑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讯的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娅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湘桥区裕诚百货经营部
夹江县土门乡郑友军酒厂
乐山市斑竹湾酒业有限公司
乐山市金口河区永金腊肉加工厂
四川天沃农业有限公司
峨眉山市眼巴巴食品有限公司
隆昌县渔箭酒厂
四川广元康舒食品有限公司
华蓥市双河源谷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丹棱县有一家食品有限公司
宜宾市翠屏区国窖酒厂
宜宾市麦香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南充金富春丝绸有限公司
长宁县贸源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潮成文具经营部
广安市广安区盛鑫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紫竹布艺经营部
四川省西部风鱼饵渔具有限公司
西昌市民胜核桃产业专业合作社
四川龙一制衣有限公司
四川捞的乐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乐山市东岩茶厂
民勤县成功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榆中金顺源食品有限公司
兰州阿索食品厂
兰州安泰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甘肃正源绿草鸡有限公司
兰州向阳食品有限公司
瑞安市罗阳商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真味食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昶达工贸有限公司
衢州东江东方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浙江融翔电子有限公司
杭州至铂卫浴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尔东塑料厂
台州市黄岩诚涵塑料厂
台州市黄岩艺航塑胶厂
台州市黄岩美盛家居厂
台州莱茵塞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舟山市海源新洋食品有限公司
德清县新安镇下舍粮油食品厂
德清乾元正扬汽车饰品厂
永康市莘润日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商业城万鑫副食品批发部
嘉兴麦宝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浙江优百特电器有限公司
瑞安市果香楼食品厂
金华市婺城区茶缘土特产店
浙江天盛食品有限公司
富阳市艺顺纸塑有限公司
杭州佰富服饰有限公司
健达实业(浙江)有限公司
德清信诺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巨成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思锐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唯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浙江保鑫玩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协美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县真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哲涵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湾海滨日升复合材料厂
温州超重力鞋服有限公司
温州金滋康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温州印象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得恩惠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高歌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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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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连日上涨，整个股市

处于兴奋状态，出乎不少市场

人士的预料。笔者以为，即使

市场热得发烫，投资者也同样

要把防范风险放在首位。

当场外资金纷纷跑步进

场、投资者买入股票既不看基

本面也不管价格高低的时候，

也预示着风险的日益临近。

统 计 显 示 ， 截 至 12 月 9

日 ， 两 市 融 资 余 额 9200 亿

元 ， 融 券 余 额 不 过 70 亿 元 。

在融资余额产生天量的同时，

标杆上的牛市特征明显。而为

了防范两融业务的风险，多家

券 商 纷 纷 上 调 融 资 保 证 金

比例。

市场出现上涨，并不意味

着只有“赚钱效应”，风险同

样无时不在。如 2007 年的大

牛市堪称火爆，基金等机构投

资者与广大中小投资者都赚得

盆满钵满，然而，从 2008 年

开始，一轮长达 7 年的“超

级”熊市悄然而至，导致投资

者出现重大损失。

就本轮行情而言，尽管

指数不断创出新高，但“满

仓踏空者”比比皆是，只赚

指数不赚钱的投资者数不胜

数。此外，个股股价不断上

涨 的 过 程 ， 除 了 不 断 制 造

“财富效应”外，亦是其风险

不断累积的过程。从这个意

义上讲，把防范风险放在首

位 亦 是 题 中 应 有 之 义 。 否

则，投资者就要承担“买者

自负”的后果。

12 月 9 日的股市大幅调整，犹如给投资者敲响一记

警钟。如果不注重风险防范，如果没有正确的投资理念

而盲目冲动地进行投资，那么就有可能接到最后一棒，

而成为股价的高位“站岗”者，并忍受着套牢或亏损的

煎熬。

如何打造一轮有质量的“牛市”，如何让市场运行

更加健康与理性，显然是包括监管者与市场每一个参与

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股市风险意识需增强

曹中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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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强势反弹，再
度回到 1200 美元/盎司上方。从 12 月 1
日的 1158美元/盎司左右到 12月 10日的
1230 美 元/盎 司 左 右 ，区 间 涨 幅 高 达
6.22% ；10 日 国 际 黄 金 价 格 最 高 达 到
1238.18 美元/盎司。顶金贵金属董事长
夏宇飞告诉《经济日报》记者，随着资金的
流入，未来一段时间金价仍有继续上行的
可能。

证金贵金属高级研究员沈杨认为，日
前公布的美国就业趋势指数数据不及预

期，这使得上周五美国非农数据带来的乐
观情绪有所消退；欧元区经济数据持续下
滑，导致市场担忧欧元区将陷入衰退。“此
外，希腊股市在 12 月 9 日的暴跌，引发投
资者担忧，避险需求的大幅增加导致资金
流向黄金市场寻求避险保值。”沈杨补
充说。

面对金价后市走势，夏宇飞表示，
亟须关注三大主要因素。“一是临近年
底，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上的总结与展望；二是关注主要经济体
经济数据方面的变化；其次，关注希
腊总统大选的结果以及欧元区各国的
反应。”

从技术方面来看，黄金价格业已重回
千二整数关口，再加之短期内市场对金价
的乐观情绪依旧存在，因此，后市黄金价
格继续上行的可能依旧存在。“在没有重
大消息的影响下，近期保持逢低做多的思
路为佳，上方关键价位为 1250 美元/盎司
一线。”夏宇飞说。

国 际 现 货 黄 金 价 格 反 弹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债券质押新规引发震荡——

去杠杆压力冲击债市
本报记者 陈果静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发布债券质押新规后
的第二个交易日，12 月 10 日债市表现
相对平稳，其对利率债的影响基本消退，
企业债跌幅也有所收窄，但部分城投债
跌幅仍较大。

中国结算日前发布的 《关于加强企
业债券回购风险管理相关措施的通知》
指出，暂时不受理新增企业债券回购资
格申请，已取得回购资格的企业债券暂
不得新增入库；同时规定债项评级达不
到 AAA 级的企业债券不得新增入库，
有新增入库的将强行出库。这意味着交
易所信用债的质押门槛再度抬高，新规
发布后立即引发债市剧烈震荡。在业内
人 士 看 来 ， 其 对 债 市 的 影 响 将 是 长
期的。

多支债券发行搁浅

一支债券恰好赶上新规发布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发行。12 月 9 日，绍兴柯桥
经济开发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在一级市
场发行企业债，由于在招标时间内申购
不足，最终不得不将募集时间延长了一
个小时。

“新规出台后，一些低评级企业债将
失去质押资格，这将使得高杠杆的投资
者被迫降低杠杆。”瑞银证券分析师陈琦
认为，今年以来，部分债市投资者采用通
过企业债券质押回购融资来加杠杆的方
式操作，并获得了较好的收益，新规出台
后，这些投资者降杠杆的压力将冲击
债市。

受此影响，12 月 9 日利率债收益率
全天巨幅震荡，信用债收益率飙升，城投
债遭遇集中抛售。据不完全统计，当日
收益率上行幅度超过 100 基点的个券就
超过 60 支，抛盘数量巨大，买盘却缺乏
动力，多支个券成交困难。

债市的剧烈波动使得不少企业改变
了近期的发债计划。12 月 10 日，吉首华
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布
公告，取消了原定于 11日发行的 8亿元 7
年期公司债。

金融债发行也明显缩水。12 月 9

日，国开行调整金融债原计划的 200 亿
元发行方案至 160 亿元，其公告显示，根
据当前市场形势，取消增发 2014 年第 28
期 7年固定利率金融债券 4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12 月 9 日、10 日两
日，约 13 支债券推迟发行。数据显示，
年内还有约 9 支主体评级在 AA 级以上、
债项评级不足 AAA 级的城投债正在等
待上市，这些债券受新规影响较大，后续
或将陆续传出推迟发行的消息。

债市调整仍在持续

“此次新规涉及的债券太多，对债市
的影响仍将持续。”中投证券分析师覃圣
尧说。这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业内人士
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债市的波动有所
减小，但交易型机构去杠杆的进程可能
刚刚开始，债市调整仍在持续。

此前备受追捧的城投债可能遭遇最

为严重的打击。新规显示，地方政府性
债务甄别清理完成后，对于纳入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与专项债务预算范围的企业
债券，继续维持现行回购准入标准；对于
未纳入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与专项债务预
算范围的企业债券，中证登仅接纳债项
评级为 AAA 级、主体评级为 AA 级（含）
以上（主体评级为 AA 级的，其评级展望
应当为正面或稳定）的企业债券进入回
购质押库。

这意味着城投债市场将面临严重分
化。Wind 数据显示，按中国银监会口径
计算，交易所托管城投债主体评级达到
AA 级、债项未达 AAA 级的共有 392支。

目前，针对城投债的甄别清理还未
完成，如果新发行的城投债不能被纳入
政府性债务，且主体和债项评级未能达
到中证登入库标准，未来其市场的需求
将会减弱，发行难度将加大。

由于存量城投债能否被纳入预算尚
存在不确定性，陈琦预计，投资者对于城
投债的风险偏好可能会整体下降。

“尽管如此，城投债爆发系统性违约
风险仍将是小概率事件。”国泰君安分析
师张莉认为，城投债原本就在年末面临
甄别大考，存在调整和分化的压力，而质
押新规将加剧这一趋势。此前，对城投
债的甄别被市场理解为利好，而目前需
要关注这种预期是否将发生变化。

新规出台后，交易所信用债的质押门槛再度抬高，一些低评

级企业债将失去质押资格，这将使得高杠杆的投资者被迫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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