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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719）
现将第1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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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溧阳市天目湖茶叶研究所
江阴贝瑞森生化技术有限公司
江阴东进寝装有限公司
江阴市顾山威溥服装厂
宿迁市德旺食品有限公司
宜兴市路易发酒业有限公司
上海程新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赫伯马服饰有限公司
福蒂姿(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巨博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曼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黑田手套有限公司
上海扶康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
上海齐泓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欧崴服饰有限公司
安徽省亳州市双华中药饮片厂
成都隆邻商贸有限公司
酉阳县酉泉饮品厂
重庆五酱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仙厨工坊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穗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雅丽洁贸易有限公司
西吉县勇兴三粉加工有限公司
宁夏中杞枸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西宁城东贤磊满口香食品厂
西安市沣渭新区三兴食品厂
西安市长安区金猫食品厂
四川省邛崃市邛州酒业有限公司
成都味全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成都金仕成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大道和谐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康佳利食品厂
中储粮油脂成都有限公司
武汉盛东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龙族药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哲冠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冠美达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君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兰嘉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喜上笑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犇牛乳业有限公司
淄博齐王春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批发城创大杯业商行
临沂兰香酒业有限公司
临沂批发城田安塑料制品经营部
山东升升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郓城冉晶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京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延边山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骏隆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山西瑞兴和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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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池县月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鸿亿矿业有限公司
长春市同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云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奥的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易合箱包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纪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亿凰皮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聚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泓生购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豪苑酒店有限公司
广州昱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嫩之源苏打水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永富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森帝酒具有限公司
北安市大自然山特产品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绿康米业
庆安县铭源米业有限公司
北京筑诚颐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升日美华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尽飞佳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博顺恒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鼎泰风华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宜采风华鞋业有限公司
北京华玺玉兔纺织品有限公司
通宵动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斯美欧(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佐瑞拉服装有限公司
北京绿式康程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卡帕索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正大畜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多得路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万力福国际企业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山西西京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农安县素洁洗涤用品厂
榆树市大华精米加工厂
长春广和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市丝韵科技有限公司
临猗县心连鑫食品有限公司
五台县五台山土特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绿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杏花迎宾汾酒业有限公司
高平市绿太行食业有限公司
太原市葆园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禾生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海绅水产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安平县欧华五金网业有限公司
沈阳韩流食品有限公司
榆树市环城乡宏旺食品加工厂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商贸分公司

大连乾洋水产有限公司
济南懋宇商贸有限公司
邢台市桥西区黎鸣鸟鸡蛋经销部
平乡县杰胜纸塑制盒厂
满城县松松纸制品厂
大连劳哈斯商贸有限公司
大连锦田特种粮有限公司
大连旅顺成业水产品加工厂
大连美姬秀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盘锦中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朝阳县台子乡英超养殖场
抚顺市金妙思食品有限公司
沈阳迈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庄臣日化有限公司
江西三联融创投资有限公司
南阳市卧龙区开心食品厂
慈溪市观海卫镇铁龙建材店
慈溪市予潼制衣厂
广丰县鹤山花炮制造有限公司
夏津县振鑫挂面有限公司
平邑泰奉药材进出口有限公司
厦门皇诺服饰有限公司
滁州市美滋园食品有限公司
合肥丰樾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省无为县东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良贵食品加工厂
溧水豆享福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贝少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波尔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御德酒营销有限公司
武陵区味之源食品加工厂
益阳市辣无忧食品有限公司
益阳市金玉米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陶澍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康尔佳制药有限公司
宁乡隆平高科双江口种粮专业合作社
岳阳市维丰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格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攸县康怡纸塑包装厂
湖南大域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泰时进出口有限公司
运城市盐湖区东城福乐食品厂
天津尚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威宁县佳佳贝贝纸业加工厂
贵州省织金县米大厨农副食品加工厂
贵州神农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酱顶乡缘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黔东南侗乡古酱酒业有限公司
惠水县宏利达钢木家具厂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麻阳河食品有限公司
三穗宏立厨具有限公司
旅顺中联酒厂

桂林九月红衣架有限公司
四川省甜甜食品有限公司
兴安县时代灵渠米粉有限公司
桂林和昌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欧狮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莱微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大德多林克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拓和食品包装有限公司嘉定分公司
上海美辰汽车装潢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蔡氏蛋品有限公司
上海植爱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羽超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织色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鹰煌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兰雅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骏果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涪平商贸有限公司
东方风行(上海)生活多媒体有限公司
上海临空粮川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易轩印业有限公司
多美玩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璋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帝圣电子有限公司
合研思吾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道金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羽承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万山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田恬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佳仕利日化有限公司
上海源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递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瑞春防水服饰有限公司
食光(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易碌发商贸有限公司
昆明龙翔竹海科技有限公司
景洪果香斋食品厂
祥云县红泉饮品厂
临沧佤乡实业有限公司佤乡泉水业分公司
巧家白鹤滩镇龙潭山泉水厂
陆良县自建食品厂
昆明怡美天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昆明思冠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泵龙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
云南天顺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孟连傣王府生物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固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定县狮山镇民康食品厂
曲靖市麒麟区珠江缘霞客酒馆
昆明怡心堂饮料有限公司
昆明西山石咀贵宾食品厂
陕西华天科贸有限公司

大荔悠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常润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西昌市卓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吉宏食品有限公司
阿坝州西行驿站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六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田东真良山泉有限公司
霸州市煎茶铺泽兴塑料制品厂
上海沪通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祥新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美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市麦丰茶叶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向上米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白沙路万兴服装厂
青岛老渔夫海产品有限公司
荆门市高云养殖有限公司
襄阳乐峰粮油有限公司米业分公司
长沙市鑫醴爽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康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美生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辰宇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紫云纸业分装销售部
湖南邦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浏阳市通味食品有限公司
衡阳县湘雁酒厂
长沙市雨花区湘滋味原料商行
株洲市芦淞区贴生关爱针织营销中心
湘潭县宏运湘莲食杂有限公司
南京市下关区妙谛服装店
唐纳森润滑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成都新和特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镐京大自然酱园厂

69574630
69574631
69574632
69574633
69574634
69574635
69574636
69574637
69574638
69574639
69574640
69574641
69574642
69574643
69574644
69574645
69574646
69574647
69574648
69574649
69574650
69574651
69574652
69574653
69574654
69574655
69574656
69574657
69574658
69574659
69574660
69574661
69574662
69574663
69574664
69574665
69574666
69574667
69574668
69574669
69574670
69574671
69574672
69574673
69574674
69574675
69574676
69574677
69574678
69574679
69574680
69574681

69574682
69574683
69574684
69574685
69574686
69574687
69574688
69574689
69574690
69574691
69574692
69574693
69574694
69574695
69574696
69574697
69574698
69574699
69574700
69574701
69574702
69574703
69574704
69574705
69574706
69574707
69574708
69574709
69574710
69574711
69574712
69574713
69574714
69574715
69574716
69574717
69574718
69574719
69574720
69574721
69574722
69574723
69574724
69574725
69574726
69574727
69574728
69574729
69574730
69574731
69574732
69574733

69574734
69574735
69574736
69574737
69574738
69574739
69574740
69574741
69574742
69574743
69574744
69574745
69574746
69574747
69574748
69574749
69574750
69574751
69574752
69574753
69574754
69574755
69574756
69574757
69574758
69574759
69574760
69574761
69574762
69574763
69574764
69574765
69574766
69574767
69574768
69574769
69574770
69574771
69574772
69574773
69574774
69574775
69574776
69574777
69574778
69574779
69574780
69574781
69574782
69574783
69574784
69574785

69574786
69574787
69574788
69574789
69574790
69574791
69574792
69574793
69574794
69574795
69574796
69574797
69574798
69574799
69574800
69574801
69574802
69574803
69574804
69574805
69574806
69574807
69574808
69574809
69574810
69574811
69574812
69574813
69574814
69574815
69574816
6957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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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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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十二五”期间，广州电力
增长势头强劲，电网最高负荷由 2010 年的 1142 万千瓦
增长到 2015 年的 1499 万千瓦，年均增长 6.2%。供电量
由 2010 年的 588 亿千瓦时增长到 2015 年的 743 亿千瓦
时，年均增长 4.8%。

日前，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了 2015年度广州
城市状况市民评价民调报告，其中供电状况市民评价满
意度达到 85%，在各指标中居首。这是广州供电局服务
工作连续 15 年获得广州市民评价第一名。目前，广州电
网已经初步形成“集中调控、主配协同、营配联动、快速响
应”的特大型城市电网管控模式。

广州“十二五”供电量年均增长 4.8%

37 年后再次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为城市建设搭建出顶层设计，这其中，
智慧城市是关键的一笔。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数量已达
386个，在城市交通、医疗、政务管理等领
域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中，银川被誉为智
慧城市的样板。银川市副市长郭柏春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化是
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智慧城市建设不
仅有利于解决城市发展中的“城市病”，也
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带动新兴产业发展。

打通政府大数据

12 月 22 日，银川市民大厅外白雪皑
皑，大厅内暖意盎然。“以前办企业注册，
要跑 5 天去 5 个地方拿齐 4 个证和 1 个
章，现在一个地方一天就能办完。”在企
业注册窗口办事的银川市民陈爱忠告诉
记者。

“ 我 们 已 经 实 现 了 一 枚 印 章 管 审
批。”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杨兆华
介绍说，原来全市 26 个部门的 156 类行
政审批事项，现在全部集中到行政审批
服务局，实现了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办
理、一枚印章管审批的机制。办理时限
缩短 79%，审批效率提高 75%。

政务大厅从“接单厅”变成了“审批
厅”，这种智慧政务代表了行政体制改革
的 方 向 ，即 弱 化 审 批 职 能 、加 强 监 管

职能。
今年 8 月，银川市网上审批系统上

线启用，500多项审批中已有 209件事项
可以进行网上审批。“网上审批能减少申
请者与办事员见面的机会，银川要以网
上审批积累的大数据为基础，进行大数
据挖掘分析，确定哪些审批事项可以进
行备案制。”郭柏春说。

解决投资难瓶颈

观湖小区一号是银川的智慧社区试
点。在小区门口的天天体检屋，68 岁的
顾庆云正在测量血压。据介绍，天天体
检屋能够在网络上与市里的三甲医院对
接，直接共享居民的体检档案，并帮助居
民网上挂号、预约床位等。

小区里摆放着几十个智能垃圾桶，
垃圾桶利用太阳能实现自动分类、自动
压缩，垃圾桶装满时会自动短信通知垃
圾回收站上门。此外，小区门口有可以
交水费电费的智能快递柜、智能冷链柜，
小区里有 24 小时在线监测的人脸识别
系统、直饮水系统等，小区跟前的公交车
站也有电子站牌，能实时显示公交车到
达哪一站等。

为 了 建 设 智 慧 社 区 ，银 川 首 次 把
PPP（公私合作）模式引入国内智慧城市
建设。据介绍，银川市政府与中兴通讯
成立合资公司进行智慧银川设计实施。
项目建成后，政府每年向合资公司购买

信息服务，期限 50 年，形成稳定现金流，
政府 50 年购买支出就会折现成这个智
慧城市实体公司的估值，再将其装入上
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通过资本运作例
如证券化完成前期政府建设投资回报。

有了稳定的资金，银川智慧城市得
以展望得更远、设计得更全面。据悉，银
川智慧城市将分为三期，一期已经建设
了 10大系统 13个子模块。

拉动经济新增长

在银川，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带动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发展，衍生
出新的产业链和经济增长点，助推银川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一个典型的表现是，银川因为智慧
城市建设，目前已经落地的大数据中心
一期可装机 20000 组服务器，计划二期
装 机 规 模 达 到 10 万 组 服 务 器 ，其 中
5000 组用在智慧城市和企业云上，其余
都用在游戏产业上，这直接助推了游戏
产业在银川蓬勃发展。同时，以 WCA 世
界电子竞技大赛为牵引，推动大数据与
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深度融合，以数
据流引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人才
流，银川要力争 2020 年大数据及其衍生
行业产值达 200亿元。

智慧银川的一大特点是数据全覆
盖，不仅攻克了最难共享的政府数据，还
覆盖了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最初银川

建设企业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掌握
企业经济运行的情况。之后我们发现，
企业云不仅能提升对企业的服务水平，
还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这将是一个巨
大的市场。”郭柏春说。

2015 年 11 月，中兴通讯在银川市正
式对外发布了中兴云，也就是企业云。
此前企业云已经部署完毕所有软硬件，
并有 500 多家企业入驻平台使用。据介
绍，未来将发展更多的企业用户进驻“中
兴云”，2016 年完成银川 1000 家企业与
3 万用户的覆盖，力争在 2018 年底完成
全国 1万家企业与 20万用户的覆盖。

中兴通讯副总裁徐明表示，银川是
全国乃至全球极少数真正实现了城市级
数据共享的城市，能真正整合并深度挖
掘政府各委办局、银行征信、企业业务及
个人社交等各种数据，更为重要的是中
兴云不仅可以为全国企业服务，也将通
过“一带一路”走向海外。

在“2015TMF 全球智慧城市主题峰
会 ”上 ，银 川 市 政 府 、国 际 电 信 论 坛
TM Forum、中兴通讯联手组建智慧城
市联合创新中心，将深度结合 TMF 在电
信 IT 领域的标准规范，中兴通讯在智慧
城市领域的丰富项目经验，以及银川市
政府的智慧城市创新模式，共同探索发
布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白皮书，助力全球
智慧城市领域在产业链合作、标准规范
制定、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发展。

智慧银川：解决城市病 拉动新增长
本报记者 黄 鑫

最近，来自俄罗斯的产品
颇受长春市民的青睐，一些公
司的大厅里开起了俄罗斯食品
超市，糕点、面粉、果酱、啤酒，
让大家大饱口福。这与长春至
珲春间高铁的开通不无关系。

珲春地处延边州，有中俄
朝交界美景，加之这里是朝鲜
族聚集地，民族风情吸引了不
少游客。但这里距离长春市太
远，开车走高速全程要五六个
小时。今年 9 月 20 日，吉图珲
高铁开通，成为助推区域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吉图珲高铁进一步畅通了
吉林腹地与东北其他地区的交
通联系，对加快长吉图开发开
放先导区建设、拉动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加强东北亚区域交
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吉图
珲高铁开行了珲春和延吉西去
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大
连、丹东等主要城市的多趟动
车组列车，而且票价经济实惠，
有利于增进少数民族地区经
贸、旅游、文化等交流。

张先生应朋友之邀到珲春做客，返回时带着整箱的
人参和松茸蘑，“来考察考察项目，也顺便欣赏东北最美
的高铁，希望以后能开展商业合作。”

乘坐高铁的一群俄罗斯人格外引人注目。一位叫娜
塔莎的老年妇女通过翻译对记者说，她来珲春定居５年
了，很喜欢这个地方。

“珲春是吉林唯一靠海的城市，冬季不那么寒冷，夏
季凉爽，空气洁净，生态优美，是度假养老的绝佳选择。”
珲春市委书记高玉龙介绍，吉图珲高铁的开通，将让更多
人分享珲春的美，也将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吉图珲高铁催热珲春旅游

本报记者

李己平

“只用 2 年时间就攻克了 5 年才能拿
下的技术难关，多亏北京请来的‘高手’指
点。”谈到公司短时间内取得的 8 项研究
成果，山东欣博药物研究有限公司负责人
刘亚玲脸上洋溢着欣喜。借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东风，这家位于山东德州临邑县的
制药企业“借智”“借脑”，深掘科研“富
矿”。今年以来，该县的 54 家企业与中科

院等 21 家科研院所进行重大科技合作，
对接项目 31项，其中科技成果转化 8项。

今年 6 月 9 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正式印发，明确提出“支持德州建
设京津冀产业承接、科技成果转化、优质
农产品供应、劳动力输送基地和京津冀南
部重要生态功能区”。德州成为山东省唯
一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市。

在继世界 500 强、美国威讯联合半导
体有限公司把分部从北京迁往德州后，
12 月 15 日，总投资 60 亿元的北汽宝雅新
能源汽车项目落户德州，目标锁定全球最
大小型电动汽车生产基地。

“我们看重的是德州处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区域内，产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企
业可实现低成本配套。”威讯副总监伍星

浩认为，从北京到德州坐高铁1小时，在德
州设厂，公司的进出口部门、供应商体系
都可以与北京厂共用，大大节省了成本。
同时伍星浩坦承，他们也是奔着“人”来
的。目前，德州拥有49所高校及中等职业
教育学校，每年可培养各类职业技术人才
20余万人，年劳务输出10万人以上。

“京津冀协同发展，正是德州优化经
济结构、增强创新能力的重大机遇。”德州
市市长陈飞表示，去年以来，德州对接京
津等地院士专家 438 名，科研院所、高等
学校 219 家，转化科技成果 266 项，共建
院所分支机构、企业创新平台、科技成果
转化基地 101 个。高端资源的注入，推动
了德州经济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山东德州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德胜 陈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