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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721）
现将第1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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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郫县巴香王火锅店
武汉瑞丰祥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禾隆记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天天珍爱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琼之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蔡甸区万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济南茗蕾玫瑰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济宁运河湾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蝶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创(上海)商业有限公司
上海钱闰商贸有限公司
周口市兰希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昌大农牧有限公司
桂阳县正佳塑料制品厂
成都红祥久农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凡人谷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市温江区成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迎宾郎酒业有限公司
成都鸿瑞达日化有限公司
新余市勤耕道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宏峰豆制品有限公司
江西贝康食品有限公司
南昌市普菲特药业有限公司
南昌市当当味食品有限公司
井冈山市好运来瓷业有限公司
九江市天源食品厂
井冈山市客家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江西汇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金市益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婺泉酒业有限公司
江西星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红岩谷矿泉水有限公司
进贤县全胜体育用品厂
江西省美满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万年县苏桥新春种养专业合作社
兴雪莱(厦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兴晋达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一本道堂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市蒙珂服饰有限公司
厦门易能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壶里春秋茶叶有限公司
厦门吉盛红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新阳奔马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靓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吉德利(厦门)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大路通行销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国仲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美格金顿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光盾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美利纳针纺服装有限公司
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福建省连江县东岱塑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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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诺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光泽县汇祥酒业有限公司
云霄县金草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碧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安市坂洋春茶业有限公司
泉州源盛玩具有限公司
福建暖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市丰泽天源饮料厂
泉州格之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武夷山傅氏茶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春红茶业有限公司
青岛东港食品有限公司
平度鑫盛达食品配料厂
青岛海鑫富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飞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澳食研(青岛)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帅尔富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家怡生活家居有限公司
平度市高泰克食品配料厂
慈溪乐康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申源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豪泰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文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赫尔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天恩茶业有限公司
社旗县丰泉面业有限公司
郑州顺兴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大鑫宝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菱知星调味品有限公司
淅川县六全园调味有限公司
郑州拜纳佛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美林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阳县李珍永洁日化用品厂
河南金不换制药有限公司
沁阳市喜多多饮品有限公司
鹤壁市爱柔纸业厂
河南芸水谣食品有限公司
洛阳金龙泉水业有限公司
郑州枫林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舞阳县舞香食品有限公司
商丘市饮之健食品有限公司
范县钰珍香食品有限公司
鹿邑县蔡老大烧鸡食品加工厂
鹿邑县雨中情制伞服饰有限公司
桐柏长寿面粉加工专业合作社
许昌经济开发区绿忆纸制品厂
栾川县得天力生物技术研究所
栾川县瑞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金星集团周口啤酒有限公司
郏县容大商贸有限公司
新乡市牧野区全聚一品堂烤卤坊
安阳市福康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滑县傅强胜道口烧鸡有限责任公司
内黄县相思豆豆制品有限公司
洛阳民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焦作市玉石复合疏松剂有限公司
新密市家家涮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祥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纯净水分公司
郑州御品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禹薯源农产品有限公司
郑州爱儿篮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弘业永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新浦区临洪社区康盛炒货经营部
南通居梦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南通博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恒洋纺织品有限公司海门分公司
磁悬浮润滑油(苏州)有限公司
泗洪县百味源洪泽湖食品有限公司
泗洪县洪泽湖开发总公司
溧阳市别桥天乐食品厂
无锡市乐兰制衣有限公司
常州好消息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灌云县千顺绣花厂
上海宏翱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创想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腾多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高诗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都乐(上海)水果蔬菜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启尔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佰良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风云服装有限公司
曲周县英良鸡蛋销售处
南和县康维饮料厂
河北神兴沙棘研究院
邯郸中棉紫光棉花产业化科技有限公司
正定县康益童枕厂
普宁市威宝纳制衣厂
普宁市南洋公子制衣厂第一分厂
汕头市东新创展商贸有限公司
汕头市德裕隆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张氏安特思时装有限公司
饶平县顺创水产有限公司
潮安县庵埠丰味食品厂
广州欧凌建材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五八八玩具厂
汕头市新旭联工艺玩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澄华立峰塑料玩具厂
清新县健伟食品加工厂(普通合伙)
湛江市君豪酒店有限公司
揭阳试验区渔湖润胜五金厂
江门市华塘贸易有限公司
鹤山市桃源色色摄影培训基地
佛山卓慕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懿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企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知心知己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环居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多邦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户外捍马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雅国针纺织品厂
广州市金通达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广东淘米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赛妮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永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冠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诚辉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拓风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辽中县阿飞精制米厂
库伦旗佐源糖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和盛生态育林有限公司
包头市豆青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小肥羊食品有限公司
宁城县康之佳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哈尔滨金石榴饮品有限公司
民勤县智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陇特酒业有限公司
天水康琪食品有限公司
武威市凉州区特味鲜面包房
甘肃天水圆明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东乡族自治县大红袍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成县恒旭农林产品有限公司
重庆奥林日化有限公司
巫溪县渝达酒业有限公司
重庆江朋食品有限公司
云阳县农坝镇林兰纸业经营部
重庆香尔馨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太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桂林市西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绿城环保消毒剂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凌云县伟利茶业有限公司
广西德保云山茶叶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市糖酒副食有限责任公司大宝糕点饼干厂
桂林丰润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个旧市卡房土锅酒厂
昆明斯诺特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天和甘露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敬昌号茶业有限公司
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粤通饼业食品厂
昆明思点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骊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沣东新城盛记食品厂
西安恒润堂药业有限公司
西安同泰药业发展有限公司
互助七彩土乡青稞酒业有限公司
青海昆仑泉冰川水有限公司
琼海万泉日恒食品厂

昌江绿宝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海南喜杨杨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博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海口龙华八门湾商行
海口金醇实业有限公司
墨玉县霸丽穆农民专业合作社
奇台县溢香炒货厂
乌鲁木齐市正德信义商贸有限公司
焉耆县一州金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民丰县天萌枣业有限公司
昌吉市东捷食品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丝路宝藏果业有限公司
温泉县双劲福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大原市采侨依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吕梁鑫欣源科工贸有限公司
文水县金峰达醋业有限公司
沁县爬山糙小米开发有限公司
屯留县上莲民得利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屯留县花家峪林木种植有限公司
绛县金麦香面粉厂
深圳市玮泰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克莱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万达酒业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永丰五金装饰商店
深圳市汇宝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吉米多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伊吉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泽轩服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超智绘玩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雄展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业精工五金制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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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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挂牌成立
以来，厦门海关主动推进业务改革创新，
改革效益和红利初步显现。

近日，一批由金龙旅行车公司提供的
发动机舱门、保险杠等货物运入厦门海沧
保税港区内厦门丰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由该公司加工成电动汽车车身后运回
金龙旅行车公司组装成电动旅行车。这
是厦门海关在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开展
的又一创新制度——“委内加工”，也是海
关支持供给侧改革的一大举措。截至
2015 年底，已有 5 家企业开展“委内加
工”业务，加工成品的货值近 3000万元。

据厦门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王蕤宇
介绍，“委内加工”是指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内企业 （以下简称区内企业） 接受境
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企业 （以下简称
区外企业） 委托，对区外企业提供的货
物进行加工，加工后的产品全部运往境
内区外，突破了以往区内企业只能采用
购买料件进行加工生产的方式向国内市
场销售产品，改变了特殊监管区域内销
产品供给方式长期单一的局面。同时，

“委内加工”有效促成区域内外企业的
“产能合作”，区外企业利用区内的富余
产能，既可对市场需求做出精准和快速
反应又可避免投资风险。

金龙旅行车公司生产总监保洪全表
示，采用“委内加工”的方式不但可以降低
企业投资强度，节约资金成本，还可以有

效规避投资风险，实现超常规发展。丰泰
公司总经理助理储建平同样信心满满，他
认为“委内加工”业务可以帮助企业摆脱
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充分释放产能提升效
益，将是企业新的重要发展路径。

同时，创新“出境加工”助企业走出
去。“开展‘出境加工’以来我们已节省约
100 万美元的各项成本费用，其中人工成
本较国内至少降低 50%。”1 月 12 日，厦
门姚明织带饰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晓
锋指着财务报表，高兴地告诉记者。

厦门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方志远告
诉记者，“出境加工”是指我国境内经营企
业因生产经营所需，将全部或部分原材
料、零部件、包装物料等提供给境外生产

企业，经加工或者装配后，将制成品复运
进境，即订单销售“两头在内”，生产环节

“中间在外”。2014 年 9 月 16 日，厦门海
关为姚明织带公司核发了福建省首份出
境加工贸易纸质手册。

据了解，出境加工监管制度已纳入海
关总署新一批自贸试验区海关监管创新
制度，于 2016年 1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
复制推广。

创新非保税货物仓储，盘活特殊监管
区域资源。2015 年 8 月 12 日，厦门海关
对外发布消息，在自贸试验区探索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内保税仓储企业可同时经营
保税和非保税业务，从而有效盘活区内的
仓储资源，这也是全国海关率先以自贸试
验区为平台探索此类监管创新。

据厦门海关改革（自贸）办杨艺柳介
绍，该项创新制度实施以来，进入自贸试
验区厦门片区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非
保税仓储货物货值累计已超过 8 亿元，提
升了海关特殊监管区配置市场资源的能
力，使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更好地发挥了连
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作用。

厦门海关制度创新助力自贸试验区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通讯员 刘 频

本报河北高碑店 1 月 14 日电 记者
袁勇报道：今天，海南省农业厅率海南
省县市农业局负责人、农业龙头企业以
及大型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等一行 62 人考
察河北高碑店新发地，并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此举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
首个农产品批发产业疏解项目——河北
高碑店新发地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将有效疏解北京区域性农产品批发产
业，减少北京交通压力。

海南省农业厅副巡视员张健介绍，
海南每年约有 325 万吨冬季瓜菜出岛，
进驻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就有 75 万吨。合
作达成后，过往进京交易的海南瓜菜或
将有 60%转移到河北高碑店新发地进行
交易。

北京新发地市场承担了北京 80%以

上的农副产品供应，是全国最大的农产
品交易集散地，2014 年交易量 1450 万
吨，交易额 535 亿元，形成了买全国卖
全国的集散中心，除供应北京市场外，
还供应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

新投入经营的河北省高碑店新发地
项目于 2013 年 5 月奠基动工，2015 年
10 月正式启动，将与北京新发地错位经
营，形成互补效应。占地 1620 亩的北京
新发地市场未来将有一半以上变成绿
地，5 年内驻场商户将减少一半以上，
立体式交易中心将取代分散交易市场，
并 加 快 交 易 B2B、 B2C、 O2O 等 电 商
模式。

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米亚林表示，高碑店新发地项目全部
运营后，预计将承担过往北京果蔬区域
批发 60%的交易量，疏解相关行业在京
人员 30 万到 50 万，每年减少 1000 万辆
车次进京，在有效保障首都农产品安全
稳定供应的同时，有效疏解北京的非首
都核心功能。

疏解北京区域性农产品批发产业

河北高碑店承接海南进京瓜菜六成交易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日前记者从陕西省果业管
理局获悉，预计 2015 年陕西全省水果总面积达到 1892
万亩，产量 1650 万吨，实现“十五”连增。其中苹果 1057
万亩，产量 1100 万吨；猕猴桃 96 万亩，产量 123 万吨；果
业总产、单产及产值均有望创历史新高。

2015 年，陕西省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变化主动调整市
场和产品结构、举办果品国内外重大推介活动、示范推广
矮化栽培模式、加强老果园改造等。据统计，陕西果品企
业鲜果出口 2.82 万吨，货值 2.06 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
增长 11.07%和 19.61%；其他加工产品出口 2754 吨，货
值 378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68%。目前，全省新栽
水果面积 62.46 万亩，淘汰老园 6.80 万亩，净增 55.66 万
亩。其中苹果新增 40.07 万亩，淘汰老园 5.66 万亩，净增
34.41万亩，矮化栽培规模进一步扩大。

“十三五”期间，陕西将突出苹果、猕猴桃两大产品，实
施苹果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工程、猕猴桃“东扩南移”规模扩
张与品质提升工程、良种苗木繁育基础工程等十大工程，
带动水果多样化发展，加快由水果大省向果业强省的转
变。力争到 2020年，全省果园总面积达 2000万亩，总产
量 2400万吨，果业“三产”总值 3000亿元；果农人均收入
达3万元，提前实现翻番；果区生态平衡，果业生态与观光
旅游蓬勃发展，果乡成为美丽陕西建设的特色和典范。

陕西水果实现“十五”连增
总产、单产及产值均有望创历史新高

高碑店新发地蔬菜交易大厅内，采购商正与批发商询价。本报记者 袁 勇摄

本报讯 记者单保江、通讯员吕世军 孟宪法报道：
在山东省龙口市新区中心，由龙口工商联会员组织联合
全市 57 家中小企业共同出资打造建设的龙口市创业创
新服务平台和示范基地正在建设，今年上半年工程将完
全竣工并投入使用。

“建成后的龙口市创业创新服务平台和示范基地正
式运营后，预计年可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50 家，发展电
商 500 家，拉动和增加就业 2000 人，组织各类培训 1 万
人次，在全市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新高潮。”龙
口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宋安元说。

2012年，龙口市以龙口市工商联为主体，由市经信局
牵头负责，通过组织发动会员企业，按照“共同出资，互帮
互助”的原则，组织全市具有较好经营业绩、社会声誉度
高、地方级税收每年实现 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成立龙口
市工商联合投资公司。不仅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也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通过帮扶、宽
进的同时，加强严管，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

龙口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何建中说：“经过多年的
培育和引导，龙口市企业在转型中抢占高点，目前，全市共
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5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9家。”

山东龙口搭建“双创”服务平台
年可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5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