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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第1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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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健康源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东园香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文贤纺织品有限公司
重庆奔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抚州市新日鲜食品有限公司
达派(中国)有限公司
郫县达利食品厂
深圳安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力普进出口有限公司
昆明满山红酒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芳菲丽特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武夷山日月神茶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双茏制衣有限公司
青岛米一纸品有限公司
茶米风(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贵阳穗金油品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摩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会理县果元王记面条加工厂
东台市正宽禽蛋专业合作社
佛山市禅城区东方彩制衣厂
泉州市惠安县一家食品有限公司
济宁康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大功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禹州市紫瑞薯制品厂
深圳市恒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上杭县客家龙酒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明溪海天蓝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乐至县翔力园食品厂
深圳市西倍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抚州市兴业实业有限公司
江油市新保魔芋制品有限公司
四川省鑫隆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政和神达果菜有限公司
伊春市友谊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珠海康拜恩电器有限公司
惠民云淞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波润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顺雅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句容市巨浪纸业有限公司
泰州市高港区建平医疗器械厂
金华市梦娜纺织有限公司
凉山州中泽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元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聚贤堂药业有限公司
沭阳永春橡塑制品厂
余姚市老方桥镇温馨电器厂
成都华亭食品有限公司
阜新莲之韵澡巾厂
重庆辣太郎食品厂
会东县粮油收储公司
名山县藕莲春茶厂
西昌市新生互利食品厂

69504214
69504416
69504587
69504742
69504792
69504911
69505284
69505291
69505337
69505539
69505656
69505750
69505794
69505984
69506082
69506354
69506359
69506591
69506908
69506994
69507107
69507131
69507270
69507783
69507979
69508060
69508061
69508399
69508502
69508649
69508658
69508676
69508740
69508766
69509256
69509620
69509893
69510332
69510470
69510496
69510550
69511505
69511572
69511764
69511999
69512012
69512393
69512401
69512436
69512780
69512895
69512904

慈溪市附海镇烨欣电器厂
西昌市陈芳面包厂
绵阳洁鑫纸制品厂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贝尔斯达制衣厂
太仓市沙溪镇直塘新苏园食品厂
潍坊景裕酒厂
兴文县金鹅粉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煜钧服饰有限公司
西昌市海峰酿造厂
北川羌族自治县新羌寨雀舌茶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金诺瑞食品有限公司
淄川区洪山镇婴泰童装加工厂
浙江黑五类食品有限公司
凌源市三家子乡鑫馨面粉加工厂
乐陵市奥源食品有限公司
铜山县蕈仙村食用菌加工厂
南通明德塑胶有限公司
福建省漳平市乐登轻工有限公司
山丹县振东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
民勤县兴宝实业有限公司
兰州种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古浪县升华山泉水厂
贵州众旺商贸有限公司
贵州久尊尚品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老酱台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百年陈窖酒业有限公司
习水县古三菜油厂
赤水市元厚镇邹氏苕丝糖厂
重庆爱立屋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粮食集团渝北区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大理见喜商贸有限公司
建水县元真味业食品厂
文山市新鸿帅食品有限公司
云南嘉哲商贸有限公司
丽江雪山乌龙茶业有限公司
昆明晨然经贸有限公司
昆明味者咖啡有限公司
云南森水芳香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铭赛商贸有限公司
贺兰神(宁夏)国际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西安磐石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西安欧雅斯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雅光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西安依桂瑗服饰有限公司
西安康硒天茗茶业有限公司
陕西国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桂林福慧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胜奕商贸有限公司
桂林景桂商贸有限公司
永福县福安康商行
广西南宁淘优商贸有限公司
广西陆川亿龙食品有限公司

陕西嘉祥养殖有限公司
大荔县忠朝辣椒加工有限公司
同心卫生纸厂
林芝地区高山茶业有限公司
厦门童奇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大谷仓进出口有限公司
厦门仙峰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石至茗归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天有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赫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绿之源(厦门)贸易有限公司
诚益光学(厦门)有限公司
武汉市蔡甸区中诚日用金属制品厂
武汉德慧隆服饰有限公司
武汉达玛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鑫可佳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金绿诚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普方圆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双丰制衣有限公司
南京一杰工贸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雨露雅亮光湿纸巾加工厂
南京庄博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喜来乐养殖有限公司
青岛祥福禽蛋销售专业合作社
即墨统领针织服装厂
青岛市平度永良工艺品厂
青岛三特电器有限公司
郫县中东电线电缆厂
四川坤源电缆有限公司
成都雄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四川神州线缆有限公司
福建利泰服装有限公司
泉州富豪鞋服有限公司
泉州泰丰服饰有限公司
福建倪氏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德化县承艺陶瓷有限公司
福建戎丰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三杰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正军粮油有限公司
湖北富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黄石市棒棒香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谷城万兴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慈溪市逍林路宝鞋厂
慈溪禧赢来鞋厂
慈溪市逍林鹏辉鞋厂
宁波家倍乐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鑫海爱多汽车雨刷制造有限公司
慈溪欧能电器有限公司
合肥泰日科贸有限公司
安徽凤阳亚欧玻璃工艺品有限公司
安徽凤阳谷香源米业有限公司
淮北市华启合众食品有限公司

淮北市鑫正食品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恒达食品厂
安庆市鑫富华食用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亳州市益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亳州四季堂保健品经营有限公司
保每驰(安徽)防爆胶有限公司
蚌埠市皖江酒厂
黄山五城新徽米酒有限公司
怀宁县美佳乐纸品厂
宿州市埇桥区四世源调味品厂
安庆市芝香园芝麻油有限公司
成都翌诚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摩天交联电缆有限公司
成都翌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成都鑫华塑电缆有限公司
成都市全新医疗卫生用品厂
成都俊杰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美河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宝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泉峰(中国)工具销售有限公司
南京天康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泰州郎君酒业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蒙古情羊绒制品厂
张家港市海港油脂有限公司
苏州市仁福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益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惠乐多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朱比利兹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王阿六大闸蟹经营部
江苏省国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邳州市广宇纸制品经营部
句容市玉驹酒业有限公司
扬州市博思达食品有限公司
广陵区碧丽诗日化用品厂
苏州浩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航大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宿迁东方制衣有限公司
宿迁市恩泉食品有限公司
宿迁市中艺蔬果有限公司
无锡东盛环球贸易有限公司
南通市迎客松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喜贝雅内衣有限公司
武进区横林永旺玩具厂
成都龙桥川缆电缆有限公司
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
成都喜得乐食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普顺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大宇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利丰英和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力油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绿洁纸杯加工部
石家庄包包多科技有限公司

南宫市口尔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霸州市煎茶铺云鹏塑料加工厂
元氏县华强针棉织品厂
石家庄市裕华区福达食品厂
隆尧加西亚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区晶益香食品厂
天津锦之花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恩多商贸有限公司
大同市海宴商贸有限公司
武乡县青松山泉水开发有限公司
永济市晋润田豆制品有限公司
河津市健尔味食品有限公司
开原市兴满纸业有限公司
大洼县文必达食品厂
海城市腾鳌镇鳌营米业加工厂
铁岭市银州区惠丰纸制品厂
盘锦市双台子区张中华调料行
盘锦富友米业有限公司
辉南县福娃谷物经销有限公司
洮南市远望杂粮杂豆专业合作社
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宋大嫂酸菜加工厂
吉林市憨佬吉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先诺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
吉林省森之源参茸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南鸿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乐贝玩具厂
阳东县东城镇西示风五金制品厂
阳江市三山一品蚝业科技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巧玲珑五金刀具厂
揭西县棉湖格航胶木电器厂
东莞市石龙深富佳感恩食品茶庄

69513111
69513206
69513990
69514016
69514019
69514132
69514284
69514746
69514867
69515231
69517074
69517116
69517647
69517708
69518277
69518643
69519870
69520097
69572248
69572249
69572250
69572251
69572252
69572253
69572254
69572255
69572256
69572257
69572258
69572259
69572260
69572261
69572262
69572263
69572264
69572265
69572266
69572267
69572268
69572269
69572270
69572271
69572272
69572273
69572274
69572275
69572276
69572277
69572278
69572279
69572280
69572281

69572282
69572283
69572284
69572285
69572286
69572287
69572288
69572289
69572290
69572291
69572292
69572293
69572294
69572295
69572296
69572297
69572298
69572299
69572300
69572301
69572302
69572303
69572304
69572305
69572306
69572307
69572308
69572309
69572310
69572311
69572312
69572313
69572314
69572315
69572316
69572317
69572318
69572319
69572320
69572321
69572322
69572323
69572324
69572325
69572326
69572327
69572328
69572329
69572330
69572331
69572332
69572333

69572334
69572335
69572336
69572337
69572338
69572339
69572340
69572341
69572342
69572343
69572344
69572345
69572346
69572347
69572348
69572349
69572350
69572351
69572352
69572353
69572354
69572355
69572356
69572357
69572358
69572359
69572360
69572361
69572362
69572363
69572364
69572365
69572366
69572367
69572368
69572369
69572370
69572371
69572372
69572373
69572374
69572375
69572376
69572377
69572378
69572379
69572380
69572381
69572382
69572383
69572384
69572385

69572386
69572387
69572388
69572389
69572390
69572391
69572392
69572393
69572394
69572395
69572396
69572397
69572398
69572399
69572400
69572401
69572402
69572403
69572404
69572405
69572406
69572407
69572408
69572409
69572410
69572411
69572412
69572413
69572414
69572415
69572416
6957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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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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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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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厂商名称

0.8%

西班牙经济三季度环比增长

据新华社新德里电 （记者吴强 白纯）印度政
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经济在当前财年第二季度、
也就是今年7月至9月的季度增长率为7.4%。

这一数据高于印度经济在前一个季度7%的增速，
与市场分析师的预期大致相符。数据显示，印度制造
业7月至9月增速达到9.3%，服务业增速也较快，是支
持该季度取得较快增长的主要因素，农业增长2.2%。

7.4%

印度经济二季度增速加快

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石油输
出 国 组 织（欧 佩 克）的 一 份 内 部 报 告 认
为，全球对欧佩克原油需求在未来几年
仍将承压，这可能加剧对该组织保护市
场份额而非价格策略的争议。

报告预测，欧佩克原油供应在 2019 年
前将比 2015 年的产量水平小幅下降，欧佩
克的产量目标为每日 3000 万桶。报告认
为 ，未 来 几 年 油 价 仅 会 温 和 反 弹 ，预 计
2015 年综合原油价格为 55 美元，之后每
年增长 5美元，到 2020年达到 80美元。

这份报告显示，伊朗和阿尔及利亚
建议欧佩克重回以往政策，即通过调整
供应来支撑价格。报告预测，随着页岩油
和天然气液产量受到抑制，长期来看欧
佩克的市场份额将提高；页岩油和非传
统天然气液供应将在 2020 年之后的某
个时候达到峰值，然后开始小幅下降。从
长 期 看 ，欧 佩 克 原 油 产 量 可 望 上 升 ，到
2040 年达到每日 4070 万桶，届时欧佩克
原油在全球市场占比将达到 37%，高于
当前 33%左右的水平。报告称，随着非欧
佩克供应增长的减速，油价将进一步上
涨，名义价格将达到 162 美元，按 2014 年
美元汇率计算为 95 美元。

全球市场对欧佩克
原 油 需 求 减 少

本版编辑 梁图强 禹 洋

中南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访中国驻南非大使田学军

“习近平主席时隔不到 3 年再次对南
非进行国事访问，并与南非总统祖马共同
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这是中南、中非
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在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并
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前夕，中国驻南非
大使田学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田学军说，中南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
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两国
政治互信达到了新高度。两国高层交往
频繁，年内习主席与祖马总统第五次会
面。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中南关系作为
各自国家对外关系的战略支点和优先方
向，赋予中南关系新的定位和内涵。去年
12 月祖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中
南 5 至 10 年合作战略规划》，为中南关系

迈向更高水平指明了方向。同时，两国在
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始终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了中非和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第二，两国务实合作实现了新突破。
中国已连续 6 年成为南非最大贸易伙伴，
南非也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4 年，中南贸易额达到 603 亿美元，比
1998 年建交时增加了 40 倍。同时，南非
还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地，累
计投资额约 130 亿美元。双方务实合作
不断向纵深拓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第三，两国各层次、各领域友好交往
迈上了新台阶。两国在政府、立法机构、
政党、地方省市、民间等各个层面都建立
了友好交流机制。目前，南非是非洲大陆

中国侨民最多、与中国建立友好省市最
多、吸引中国游客最多和接收中国留学生
最多的国家。不久前，国航刚刚开通了北
京至约翰内斯堡新航线，这必将进一步密
切两国人员往来，扩大双方在经贸、旅游、
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田学军强调，中南关系发展势头强
劲、成果丰硕，成为引领中非友好合作的
典范。两国在去年和今年成功互办“国家
年”，这是中国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国家
年活动，具有开创性意义，为推进中南各
领 域 交 流 与 合 作 打 开 了 大 门 、提 供 了
平台。

此外，按照《中南 5 至 10 年合作战略
规划》，两国正大力推进 6 大重点领域的
务实合作，包括海洋经济、经济特区、产

能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能 源 和 人 力 资 源 开
发等。

他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得益于牢固的
政治基础和战略互信。中南同为发展中
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短短十几年间，两
国关系实现了从伙伴到战略伙伴、再到全
面战略伙伴的“三级跳”。无论世界形势
和国际格局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理
解、相互支持，是平等互信、全面合作、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好朋友、好兄弟。

谈到中国与非洲关系时，田学军说，
今年恰逢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15 周年，中非
合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全面深化
升级的重要机遇。中国和非洲都处在各
自发展的重要关头，都制定了宏伟的发展
战略，中非合作的前景是光明的。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菲律宾负责经济
规划的国务秘书阿尔赛尼奥·巴里萨甘日前表示，由于
服务业表现不俗，菲律宾第三季度经济增长6%。

第三季度菲律宾服务业增长7.3%，创两年来最快
增速。这对2015年上半年经历本币比索对美元汇率下
跌和海外菲佣汇款持续下滑的菲律宾来说是利好。阿
尔赛尼奥·巴里萨甘认为，这是经济开始进入稳步增长
区间的积极信号，预计全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6%水平。

6%

服务业回暖推动菲经济增长

□ 本报记者 经 凯

本报达累斯萨拉姆电 记者陈颐报
道：12 月 1 日，一架空客 A320 客机降落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朱利叶斯·尼雷

尔国际机场，并接受过水门欢迎仪式，标
志着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
开通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至达累斯萨

拉姆的新航线。记者在现场采访了阿提
哈德航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贺国健，他
介绍说，坦桑尼亚人口超过 5000 万，是
非洲第 6 大人口国，并且是东非地区发展
最快的经济体之一。阿提哈德航空达累
斯萨拉姆航线的开通，满足了坦桑尼亚
与全球网络包括中国北京和上海关键目
的地之间的客运需求。

贺国健表示，“一带一路”贯穿亚欧
非大陆，依托国际大通道和沿线中心城
市，着力打造新亚欧大陆桥梁。除阿联
酋外，阿提哈德航空还对接“一带一路”
沿线众多国家，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
阿提哈德航空北京、成都、上海和香港航
线的基地，也是海湾地区的一个关键航
空枢纽，阿提哈德航空的全球网络能将
中国与非洲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连
接起来。因此，阿提哈德航空的目的地
网络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高度吻
合。阿联酋定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发
展起到重要作用。目前，许多中国企业
将阿联酋作为进入海合会国家和非洲的
交通枢纽。

开辟非洲航线 连接“一带一路”
阿提哈德航空首航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图为阿提哈德航空首航客机抵达朱利叶斯·尼雷尔国际机场。本报记者 陈 颐摄

本报讯 记者谢飞报道：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
数据，西班牙第三季度经济环比增长 0.8%，较第一
季度 1.0%的增速有所下降，但该国第三季度经济同
比增长仍保持在 3.4%。

西班牙经济增速在欧元区名列前茅，专家认为
西班牙近两年来针对就业市场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
效。此外，西班牙也从欧元区宽松的货币政策中获
益不少。西班牙经济部长金多斯表示，西班牙经济明
年仍能保持较高增速，可能超过此前3.0%的预期。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联邦劳工
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11 月份德国失业率为 6%，
与上月持平，为 1991年年中以来最低。

数据显示，11 月份德国失业人数共计 263.3 万，
环比减少 1.6 万人，同比减少 8.4 万人。联邦劳工局
局长魏泽表示，德国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
势，并准备好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劳工局预计，难
民潮所带来的失业人数上涨问题明年才会显现。

6%

德国上月失业率继续保持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