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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天津华鸿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康达威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仁芳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伊酷童装行
广州市白云区顺业橡胶制品厂
广州阁兰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康克润滑油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巨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嘉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重逢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昌森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广州今泰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姿峰制衣厂
中山市思诺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萨尔特电器厂
中山市千百度电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恒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锦荣达智能电子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宏润陶瓷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胤杰五金制品加工场
汕头市每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原沣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饴馨园食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源威实业有限公司
阳江汉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元英动漫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乐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贵族茶业有限公司
云安县天马山山泉饮料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蚂蚁电器商店
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帝韵电器厂
佛山市顺德区固德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生活之旅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零式玩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工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奇克摩克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依帆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百田润滑油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嘉信康年花园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拉斐尔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中山宝宝好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英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加一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延边景天经贸有限公司
集安市经典参业有限公司
靖宇县鑫盛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松原市巨多农产品有限公司
梅河口市红旗红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董氏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市龙潭区江密峰镇永盛和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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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万江国昌纸品加工店
东莞市鹏祥缝纫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爱就推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方格瑞(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鼎养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威科捷安德自控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区邮电局邮票公司
北京群贤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大凡华园(北京)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凯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蝶芮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圳玖玖天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町服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牧蜂人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昂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熙锐盛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斯卡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碧婷玫瑰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化丰宝养蜂专业合作社
大庆市红岗区昌盛酒厂
呼和浩特市华煜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大庆市让胡路区老谭炒货店
肃宁县鑫珍源肉制品生产有限公司
衡水维妲肉业有限公司
广州美商波派皮具有限公司
临沂市兰山区伊卡滋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江源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曼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哈尔滨朗峰医疗卫生用品厂
黑龙江绿色春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巴彦县宏铭生活用纸分包厂
讷河市通达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北安农垦关东饮品有限公司
林口县太平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黑龙江仙御饮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黑龙古酒业有限公司
广州诺芮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滨诚贸易有限公司
安婕妤化妆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瑞曼斯特生物学研究有限公司
广州沐泰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婴之美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创鸿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冠拓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必之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君逑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成都咏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新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阳县忠杰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德尔森润滑油有限公司
义乌市威得彩印有限公司

浙江广承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奇纳日用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晶悦工艺帽业有限公司
杭州千里岗农产品有限公司
杭州夏娜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东瑞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法兰圣妮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安冬电器有限公司
义乌市神童玩具有限公司
衢州市衢江区醉翁酒厂
浙江青藏绒服饰有限公司
德清爽口园食品厂
杭州余杭区塘栖镇朱一堂食品厂
湖北丽明纸业有限公司
来凤凤食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能人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长坂雄风植物油有限公司
慈溪市新浦顺捷电器厂
宁波巨铭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华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慈溪市长风电器厂
杰仕珍酿(烟台)酒业有限公司
东明县年年宏食品有限公司
青州市泉瑞食品厂
山东生命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莘县磨油郎食用油脂有限公司
曹县仵楼乡崔记综合养殖场
潍坊豪润纺织有限公司
泗水福大食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祥辉雨伞厂
温岭市梦妮贸易有限公司
临海市贝尔卫生用品厂
浙江银河时装有限公司
嵊州市顺发茶业有限公司
湖州织里旺圣食品厂
浙江乐福印业有限公司
古田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瑞琦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山鹏翼电器有限公司
永康市辉剑不锈钢制品厂
东阳市江北美博工艺品厂
东阳市航晓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瑞蕴服饰有限公司
景宁景岭酒厂
杭州智轩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玉兔扑克有限公司
东阳市博欣文化用品厂
温州市恒福食品有限公司
苍南县赤溪民族酿造厂
苍南县金力美塑料挂钩制品厂
苍南同诺家居日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森雅莉服饰有限公司

谷城汪氏五香熏干豆制品有限公司
江陵县禾鑫米业有限公司
荆州市汇川蔬菜食品厂
湖北小螺号服饰有限公司
当阳市浪漫满屋食品厂
武汉市三鼎医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金兰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立煌玩具工艺厂
义乌市蝶后制衣厂
台州市黄岩红亮塑料厂
浦江县志远针织厂
义乌市罗派针织内衣厂
杭州余杭区塘栖王远明食品厂
浦江县鸿运锁厂
衢州市文昌阁茶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大明玩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长川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方泰五金制品厂
义乌市厨邦日用品商行
义乌市耿康饰品配件商行
义乌市雅宣文化用品厂
浦江凯丽丝化妆品厂
浦江诗佳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莱思迪红枣专业合作社
台州市嘉洲日用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芝英柿后春修五金加工厂
杭州杰茜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安吉县黄杜大泽坞茶场
温州秀美电器有限公司
永康君威工具有限公司
淮安市富士源食品有限公司
平原人家酿酒厂
福州巨诚商贸有限公司
六安道家丹茶茶业有限公司
明光市昊昊蜂业有限公司
安徽唐人药业有限公司
合肥惠香商贸有限公司
青阳县陵阳东河植物油厂
淮南市春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爱倜工艺品有限公司
青岛川煜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圣美纳地毯有限公司
青岛加中仁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天宇长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巫山县山野绿韵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甘液野生果酒业有限公司
重庆菜菜女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黔江区枇杷林野生动物驯养专业合作社
重庆合川渝州酿酒有限公司
重庆市爱力燃气用具有限公司
重庆市漫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旅游新报社有限公司

武定德胜矿业有限公司
腾冲高黎贡山生态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通海康美食品有限公司
云南古洱香商贸有限公司
丽江九兴孜益食品有限公司
腾冲县大石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和沃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兆宁商贸有限公司
昆明棋顿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云南无量高山茶业有限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雁秦食品厂
西安绿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蓉城家人食品有限公司
桂林澳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玉林市芊芷本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横县中洲茶厂
广西名燕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北海椰林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东兰县绿宝长寿食品厂
榆林市大漠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白水县尧禾镇李塬养鸡专业合作社
陕西鼎益香商贸有限公司
咸阳红光电器有限公司
延安市南泥湾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池河镇芳芳纸品厂
武功县得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眉县五坳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扶风县明海食品厂
渭南市华山景区大方健康用品厂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香炉山茶园
贵州沁峰酒业有限公司
六盘水黔首福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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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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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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银行业改革亮点 ③

本报北京 12 月 16 日讯 记者郭子

源报道：《经济日报》独家获悉，截至 2014
年10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达23.03万
亿元，同比增长 13%。与此同时，我国农
村金融的服务覆盖面也持续扩大。

数据显示，自 2009 年至今，全国累
计解决 1337 个乡镇的金融机构空白和
708 个乡镇的金融服务空白。目前，已
有 24 个省份实现乡镇金融机构全覆盖，

全国近三分之二的行政村实现基础金融
服务全覆盖。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我国金融改革
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金融目前仍面临
一些待解的难题。”中国银监会相关负责
人说。

据介绍，这些难题具体表现在：一是
信贷资源城乡与区域结构不平衡，县域
尤其是中西部县域存贷比偏低。为此，

银监会下一步将优化信贷投向，把信贷
资源向中西部和粮食主产区倾斜，加强
对基础设施、科技开发、新型经营主体的
支持。二是虽然目前我国“三权”抵质押
试点已逐步开展，但农村抵押担保制度仍
有待健全。三是农村征信、支付结算体系
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此前，农村中小金
融机构的监管费已免除，银监会已对其实
施弹性存贷比，降低农户 贷 款 风 险 权

重。今后，监管部门将加强各部门间协
调，发挥好扶植政策的“合力”作用。

针对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协
调配合不够的问题，该负责人表示，今后
将继续强化农发行的政策性金融定位，
深化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鼓励
邮储银行扩大涉农业务范围。同时，还
将探索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稳步培
育村镇银行。

全国涉农贷款余额超 23 万亿元
近三分之二行政村实现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

本版编辑 李 会 孟 飞

电子邮箱 jjrbjr@126.com

本版编辑 李 会 孟 飞

电子邮箱 jjrbjr@126.com

中国银行业协会 12 月 16 日在北京发布《中国银行
家调查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互
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给传统银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互
联网金融凭借其优异的客户体验、较低的门槛以及适当
的创新，充分释放了人们的金融需求，促使银行家思考应
对之策。

加大电子银行渠道投入成首选

《报告》显示，银行家已经普遍认识到互联网金融对
银行业带来的冲击，43.3%的银行家认为互联网金融在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
8.5%的银行家甚至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有颠覆
性的影响。各类创新业态对传统银行造成的冲击主要表
现在存款分流、推高负债成本方面，认同比例分别达到
48.2%与 29.9%。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看法与应对措施，银行家普遍认
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相比，在便捷性、服务成本、产
品创新、信息技术及产品门槛等方面具有优势，加大电子
银行渠道的投入成为应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首选。

如何增加存款成最大压力

《报告》显示，72.7%的银行家认为“增加存款”是银
行业面临的最大压力，银行负债业务压力的上升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将成为常态。

在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压力的调查中，报告从增
加存款、控制不良资产、维持净息差水平、增加中间业务
收入、改善资本收益率水平、满足客户信贷需求等众多方
面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72.7%的银行家选择了“增加
存款”。这表明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双重冲击下，
商业银行负债业务压力不断加剧。特别是进入 2014 年
以来，银行业存款持续分流，负债压力进一步凸显。

在对负债业务压力来源的调查中，存款利率市场化
加速、其他互联网理财产品分流银行存款、表外银行理财
产品的替代、大客户议价能力的提升、货币市场基金对活
期存款的替代等均被认为是银行负债业务压力的主要来
源，选择上述因素的银行家占比分别是 63.6%、58.1%、
51.4%、47.3%、45.1%。

从调查结果来看，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
景下，如何打好“存款保卫战”已然成为当前摆在各家商
业银行面前的一项重大挑战。

2014年度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显示——

互联网金融冲击银行业加剧
本报记者 刘 溟

稳步推进农行、农发行改革，组建中
国邮储银行，新设 1100 余家村镇银行
⋯⋯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
近年来“三农”金融服务受到高度重视，
涉农信贷投放力度逐年加强，多层级机
构体系也已初步形成。

影响“三农”金融服务的既有市场因
素，也有政府因素。结合一年来全国各
地的实践，《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监管
部门，展望新的一年“三农”金融服务的
新变化。

拓宽民资进入渠道

丰富“三农”金融供给

日前，中国银监会为金融支持“三
农”打出政策组合拳，接连发布《关于进
一步促进村镇银行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
村信用社产权改革工作的通知》等多个

指导性文件，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在“三
农”金融服务领域的投资渠道。

据了解，目前民资进入农村金融的渠
道主要有 3 个，即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
司和农信社。一系列政策举措的颁布，为
民资进入提供了坚实保障，无疑将进一步
丰富“三农”金融供给，有利于缓解农村金
融发展不平衡和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

据天津银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民
间资本介入农村金融的积极性较高，目
前全市 13 家村镇银行共吸纳本土民资
19.19 亿元，本土股权占比达 52%，民资
占比达 83%。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由
农信社、邮政储蓄、农业银行分支机构组
成，引入村镇银行的初衷在于激活市场竞
争。按照相关监管规定，村镇银行在缴足

存款准备金后，应将可用资金全部用于当
地的农村经济建设；同时，村镇银行在发
放贷款时，首先应满足县域内农户、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富余资金才可投
向当地的其他产业、购买涉农债券等，且不
能发放异地贷款。

推进“三权”抵质押试点

激活农村产权“一池春水”

“下一步将扩大林权抵押贷款规模，
同时还将审慎稳妥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试点。”银监
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近年来，为盘活农户资源资产，金融

机构在贷款品种上做了很多创新与尝
试，其中以“三权”抵质押试点最具代表
性。2013 年 7 月 18 日，银监会与国家林
业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林农和林业生产经
营者可以用承包经营的商品林做抵押从
银行贷款，这标志着林业资源变现资本
的配套改革已正式启动。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林权抵押贷款
试点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面临
着抵押物评估难、担保物变现难等难
题。记者在调研时发现，借助村两委的
力量，搭建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增信
平台是有效路径之一。

在全国首个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农信社与当地村
两委建立了“村级担保合作社”，由合作社
对村民的林木、农房、承包土地等进行价
值评估，如果要借款，村民把相关证件抵
押到合作社，合作社审核同意后村民直接
去农信社贷款，不用再找人担保。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丽水
市林权抵押贷款余额 3.38 万笔 41.36 亿
元，今年新发放林权抵押贷款 1.54 万笔
19.74 亿元，9 县（市、区）林权抵押贷款余
额均超过年度目标的 90%。

加大引进民资力度 创新信贷服务模式

补齐“三农”金融服务短板
本报记者 王 璐 郭子源

◎ 加大引进民间资本力度，进一步丰富“三农”金融供给，缓解农

村金融发展不平衡和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

◎ 扩大林权抵押贷款规模，同时还将审慎稳妥推动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