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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705）
现将第1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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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安特丽创发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长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度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裕兴业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迅电器电缆有限公司
深圳市旗文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春旺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乐智力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希科尔电子有限公司
夏浦世纪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斯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奇数码有限公司
振威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润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婷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科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煜东茶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美电气有限公司
广州艾巧欣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百集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爱包皮具厂
广州纤维魔坊健康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厨中宝五金制品厂
阳西县佳源纸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华派纸业制品厂
汕头市澄海区奥励佳玩具厂
中山市龙仕旗服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金鳄王服饰有限公司
珠海宜恒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阳春市倍洁顺洗涤用品厂
阳江市江城区银汇五金制品厂
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田四三座厝祠南四巷 5 号 102 房

440581600159214(陈新创 440582198301081810)
汕头市潮南区胪岗恒昌注塑包装厂
吉林省伏尔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乐道商贸有限公司
通化万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海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公主岭市思蜜客食品有限公司
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鸿纸制品厂
汕头市恒腾制衣有限公司
海城市歌珊地养殖专业合作社
安徽利庭纸业有限公司
青岛洁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济南荣真商贸有限公司
利川市精诚魔芋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创兴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赖艺坊酒业有限公司
重庆锄禾商贸有限公司
清涧县红旗沟粉条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眉县麦园香食品厂
洛南县景村镇宏泰金银花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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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南县永周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临渭区立新商行
陕西欣雅纸业有限公司
临渭区汇味特食品有限公司
宝鸡德信食品有限公司
大荔县秦合农产品营销合作联合社
海南观澜湖酒店有限公司
西安市阎良区新嘉鲜乳业有限公司
云南寿比山商贸有限公司
彭水县江鸿豆腐干厂
山丹县焉支中性笔加工部
漳县金康源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久久红调味品厂
霸州市堂二里史记粮油食品加工厂
张家口市晓荷商贸有限公司
锡林浩特市华鑫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源优食品有限公司
义乌众邦文具有限公司
成都市喜多贝服饰有限公司
舞阳县金维康食品饮料厂
青岛劲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霍邱县宏大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霍邱县守宝米业有限公司
霍邱县城关镇双湖莲农副产品经销部
湖北省利川市土家牧业有限公司
上海通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恒宝利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水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雪芙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珩睿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香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崇衡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崇跃商贸有限公司
惠誉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白凰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卡纳狄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金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佩尔斯贸易有限公司
金安德森(上海)服饰有限公司
品莱得(上海)酒业有限公司
上海士福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芳芝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城鹤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怡缘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榀臻时装有限公司
伊罗奇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丹宏居家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劲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慕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波司登服装设计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虹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萨特仑服饰有限公司

盘锦喜利家米业有限公司
淄博临淄达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定陶县崔氏小磨香油加工厂
定陶县众欣纸品加工厂
青岛豪邦度假村有限公司
上海悠趣食品有限公司
临泉县食品厂
广东金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冰城肉制品加工厂
山西福客多食品有限公司
文水县西街宝洁纸品厂
北京圣达制衣有限公司
长寿时代(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寿时代(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铭宠世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昆仑和田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永业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段芝堂(北京)国际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众润佳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源欣捷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柳林县昌顺富林农民专业合作社
北京享乐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西铁龙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星际成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益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同森玩具有限公司
北京睿恩智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杰仕达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北京白加宁药锅有限公司
北京嘉德美业国际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京亦发兴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垄艺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朗利夫服装有限公司
沈阳市缘盛源饮料厂
新民市法哈牛镇凌峰食品加工厂
天津市亚美亚调味品厂
天津市瀚洋纸业有限公司
天津华德温纺织有限公司
泛恩(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沃德汽车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顺众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一号酒业有限公司
遵义润强食品有限公司
盘县福鑫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金盾二茅酒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道典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龙瑞祥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宴南楼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贵华猛酱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远洋苗家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美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川区至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成光线缆厂
成都市美春朗化妆品有限公司
成都特变线缆有限公司
成都初元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华茂生物科技研究所
温江香尔麦食品加工厂
成都艾克沙电子有限公司
成都锦鹏达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有健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普天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诺奇服饰有限公司
湖北农谷长寿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衡阳市勇友消毒制品有限公司
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农研科技分公司
北京圣天方医药科技研究院
北京华福中富行经贸有限公司
北京希望者科技有限公司
七仙织女家纺(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布鲁尼时装有限公司
嘉吉健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誉商贸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鸿宇五金厂
潮安县彩塘镇美厨五金制品厂
潮安县庵埠好美乐食品厂
潮安县金石镇联环不锈钢厂
潮安县鑫捷陶瓷厂
揭阳市榕城区祥运不锈钢制品厂
揭阳市榕城区博美不锈钢餐具厂
清远市狮皇日用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坤辰电池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浦露泉纯水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英朗电器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金弘针织制衣厂
汕头市澄海区骐创玩具厂
揭东县锡场镇港润发食品厂
汕头市澄海区鑫行玩具厂
汕头市凯迪利玩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东晖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踵祥工艺玩具厂
惠州龙为科技有限公司
大埔县枫朗镇凌记食品厂
大埔县枫朗镇永记食品厂
台山市恒东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万润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博罗县聚源饮用水有限公司
广东维耶斯服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联恒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正幸电器有限公司

台山市新金海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台山市天韵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力电池有限公司
佛山灵子宝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潮安县怡泰塑胶玩具有限公司
蓬江区新华科灯饰加工场
广州上赞商贸有限公司
宁晋县百花烛业有限公司
长春市九朵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喜火哥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九龙坡分公司
昌吉舰辉果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极瑞科技有限公司
茂名市东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玉树藏玉堂生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伶贝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海明实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惠香茗茶有限公司
福建惠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欧瑞园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鸿味达食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菲扬服装织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奎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莆田市城厢区中邦鞋业有限公司
莆田市涵江区江口吉仕达电子厂
福建新世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福州吉农商贸有限公司
福州百洋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诗非日用品有限公司
武夷山三霖投资开发发展有限公司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思圻贸易有限公司
南安市诗山源和养蜂专业合作社
泉州燕宝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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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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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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姜 楠 温宝臣

电子邮箱 jjrbzbsc@126.com

提示：本版投资建议仅供参考

据新华社电 12 月 19 日，玉米淀粉
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
市首日整体交投较为活跃，玉米淀粉期货
交易量达 17121 手（单边，下同），成交额
为 4.82亿元人民币，持仓量为 3620手。

此次上市的5个合约，整体呈现“近弱
远强”格局。至收盘，主力合约 1505 成交
14562手，收盘报2793元/吨，下跌0.25%。

“玉米淀粉期货首日表现充分体现了
市场参与主体对淀粉基本面及期货交易

规则研究透彻，整体操作比较理性谨慎。”
新湖期货研究所副所长时岩说。

“玉米价格占玉米淀粉成本的 70%以
上，可以参考玉米期货盘面的价格价差来
推算玉米淀粉期货的价格价差，从首日表
现看，9 月玉米淀粉升水 5 月是比较合理
的。”国投中谷期货研究员刘国良表示。

刘国良指出，由于一些淀粉生产企业
在 5 月之前开工率计划增加，因此市场普
遍认为未来 1505 合约将会走弱，而且从

玉米淀粉季节性需求规律看，9 月需求也
要好于 5 月。因此玉米淀粉期货首日表
现基本反映了市场对基本面的预期。

在国际市场方面，原油价格仍是关注
焦点，从市场交易上看，本周国际原油市
场出现震荡走势，价格维持在 58 美元附
近，尤其是在 18 日油价再度下跌逼近 55
美元时，19 日油价出现大幅反弹，重新回
到 58.27 美元。值得注意的是，19 日交易
时段，油价波动幅度达到 7.19%，多空力

量争夺很激烈。
英国石油开采协会警告，油价过低

已经严重影响了北海油田的开采，“投资
者都退出了项目投资。”而沙特方面表
示，如果没有其他产油国参与，OPEC 仍
将维持产量。

美俄的石油大战已经殃及其他大宗
品种，有色金属、贵金属在承担了一定避险
功能之后，却又因为油价跌势无期而陷入
弱势震荡态势。瑞士 IMG 银行和印度的
一些金融机构认为黄金在近期有下行风
险，但德国商业银行认为，因为黄金承受了
美联储会议纪要的打击，短期趋于上行。

业内专家认为，黄金虽然在油价大跌
时体现了其特有的避险功能，但面对美联
储加息预期黄金仍承受压力，有下跌的可
能。 （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 赵晓辉）

玉米淀粉期货首演稳健

开栏的话 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创新求变是资本市场

的主基调。时近岁末，本报将从基金行业全面创新、券商资源整合重写辉

煌、新三板扩容鼎力支持实体经济、监管层推进市场化改革等方面进行梳

理，展现资本市场的亮点，以飨读者。

近一周来，金价正经历一波快速下跌行情。国际现
货黄金价格从 1220 美元/盎司滑落至 1200 美元/盎司下
方，目前在 1194 美元/盎司左右暂时企稳。不过，证金贵
金属高级研究员向伟告诉记者，年末黄金反弹可能性仍
然较大，但年内难重现千三价位。

顶金贵金属董事长夏宇飞认为，近期国际原油价格
下跌成为拖累金价的主要因素，低油价已使得全球范围
内的潜在通货膨胀压力降低。作为传统的对抗通胀投资
品种，黄金的吸引力有所降低。此外，全球主要股市回
暖，资本流入收益率更高的资产，作为避险资产的黄金遭
到一定的抛售，这也是金价回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众多的节日将成为此后一段时间的焦点，圣诞节、元
旦、春节将接踵而至，由于目前金价相对偏低，市场对于
黄金消费的需求有所提升，黄金将会迎来一个小反弹。”
向伟表示。世元金行研究员杨雪研补充说，目前俄罗斯
卢布的大幅贬值，大大激发了市场上的避险情绪，这对黄
金而言是利好因素。

“从技术面上看，上方关键的阻力区域在 1240 至
1255 美元/盎司之间，倘若金价能再度达到这个区域，则
是进场做空黄金的最佳时机；而目前下方关键的支撑位
在 1180美元/盎司。”杨雪研表示。

黄金延续下跌行情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本报讯 记者郭文鹃报道：继今年 8 月 29 日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后，近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 1 号——商品期货交易
型开放式基金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业内普遍认为，开发商品期货基金具有多项积极意
义。一是打通了证券与商品两个市场，丰富了投资产
品和避险工具，满足投资者抵御通货膨胀风险、资产配
置多样化等需求；二是可以引入机构投资者参与商品
期货市场投资，改善商品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三是可
以提高商品期货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增强金融中介
机构服务投资者和实体经济的能力。

商品期货ETF指引发布

12 月 19 日，上证综指时隔 4 年多重
回3100点，基金资管公司交易室内，电脑
屏幕上闪烁着令人心跳的红色。

资深基民刘女士匆忙从宝宝产品赎
回资金。如今在普通投资者眼里，宝宝们
已经失宠，收益明显不如股票型基金和债
券型基金，拿太久只会错过这波行情。那
么到底该买什么基金？

“不创新就会被超越！”

即将结束的2014年已经带给投资者
太多惊喜：业内首只参与中石化国企“混
改”基金、国内首只互联网大数据指基百
发100指数基金、首只跟踪移动互联网题
材指数富国中证移动互联网分级指数基
金、首只沪港通基金南方恒指 ETF 产品
⋯⋯

年内共有 7家新基金公司成立，信托
系、PE 系、保险系基金公司的出现，证明

了基金行业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程度正逐
渐加深。

更为引人注目的趋势是：2014 年是
基金业变革创新之年，管理部门先后发布

《关于大力推进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创新发
展的意见》、《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推着公募基金加
快驶入创新发展快车道，鼓励阳光私募基
金自立门户，蓬勃发展的私募股权基金开
始明确有章可依。

北京金融街英兰国际大厦，已至深
夜，上投摩根基金公司北京分公司办公区
内很多人仍在加班。在踌躇满志的上投
摩根基金副总经理侯明甫眼里，好的市场
行情，并不应该仅仅带来好的创新型产
品，他更看重的创新来自基金公司内部。

行业创新发展潮涌，侯明甫思考的是
用创新的制度留住合适的人、做对的事。
为此，上投摩根在业内首次推出“种子基
金”，随后还将有“影子股权”计划等一系列
改革创新举措。如果成功，将在此前前海

开源基金“事业部+创新工场”的模式基础
上，再造一个全新的基金内部人才孵化机
制，有望改变公募基金业长期人才匮乏的
局面。

求变者并非独行。2014 年 9 月，嘉
实元和基金公开发行，号称拔得“公募混
改创新头筹”，嘉实基金总经理赵学军更
是在钓鱼台国宾馆高调宣布，国内首只入
股非上市公司股权的公募基金嘉实元和
发行，实现了国家经济战略与普通投资者
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

在北京卓著中心，富国基金北京分公
司同样在挑灯夜战。仍在封闭期的资金
显然错过了这一波上涨行情，付出不小的
机会成本。眼下，富国基金量化投资部基
金经理章椹元，想的是把握眼下国企改革
的投资时点。他坚信富国国企改革指数
分级基金可望分享本轮市场红利。

忙碌的 2014 年，公募基金圈匆匆的
脚步之外，每一个人仿佛都在透露这样的
心声：创新！不创新就将被超越！

“不练好内功就被淘汰！”

如果说刘女士这样的资深基民是基
金公司的忠实信徒，那么，长远看真正拯救

这群信徒的人，不是那些创新型产品，也不
是整日痴迷于创新的人，而是另一群信徒，
他们坚信的理念是“苦练资管内功”。

国泰基金子公司国泰元鑫总经理梁
之平就是“内涵式发展”的坚定信徒之
一。2014 年，在互联网金融大潮的冲击
下，基金产品被赋予太多眼花缭乱的功能
和服务。“但是，通过增加各种功能和服务
等手段来吸引客户，只是创新的手段之
一。”在梁之平看来，作为资管行业，基金
业的长久发展之计，还是提高自身产品质
量，拼收益是无法回避的考验，最终仍要
看给用户创造多少价值。

那些只顾短期“拼规模”、拼服务的基
金管理公司，尽管取得一时较大的规模，
吸引了不少投资者，但从长远看依然偏离
了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方向，即便出现了
规模迅速蹿升的态势，也难以经得起时间
的考验。

收益是硬道理——2014 年，这个道
理已经在任泽松、陈扬帆、田汉卿、刘钊等
明星基金经理的点滴业绩中得到诠释。
不论最终的业绩冠军花落谁家，公募基金
的精神已经表露无遗，那就是：在业绩比
拼上，所有人都处于一个公平竞争、信息
公开、法律公正的市场，不练好内功无法
获得好的收益和投资者认可，更容易被对
手淘汰。

基金人内修外炼拼收益
本报记者 周 琳

资本市场创新求变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