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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753）
现将第17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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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莘县康旺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丽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瑞鹊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峰宇面粉有限公司
诸城金泰粮油有限公司
曲阜富圣源面粉有限公司
滕州市铭振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永嘉果蔬制品有限公司
荣成市道九水产品有限公司
福建中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大宝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福安市福顺德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世纪康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平和县庆天祥商贸有限公司
安溪晨雅铁观音茶叶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西坪茗源茶叶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西坪天然香茶厂
三明多福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惠安大港现代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凯仕达运动服饰有限公司
南平市明洋菌菜花专业合作社
巧客(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岩湖茶业有限公司
泉州古客食品有限公司
龙岩市新罗区联香花生加工厂
龙泉市肖庄食品厂
海宁猎马仕服饰有限公司
海宁莱特堡皮业有限公司
新昌县南明街道喜得乐食品厂
临安益发食品有限公司
临安花仙子食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奕兆针织品有限公司
义乌子牛工艺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众暖日用品厂
义乌市舞吉兰服饰有限公司
嘉兴怡顺堂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
义乌市聚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文脉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嘉善县郭大妈调味品厂
平湖市雅西亚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谷风车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东元食品有限公司
东阳市江北杭萍针织服装厂
嘉兴市品萱纸业有限公司
广州步鸸康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佰丽皮具有限公司
吴歌(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安宅商贸有限公司
崇州市国林纸品加工厂
江西忆童年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康恩泰中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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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婺源县益村精制油有限公司
庐山区徐氏炒货厂
江西天方实业有限公司
高安市大观楼腐竹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新渡友泰包装有限公司
阜阳市苗店皮丝专业合作社
安徽汉唐秦将葡萄酒有限公司
安徽省桐城市恒汇塑业有限公司
泗县泗玺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安徽人家酒业有限公司
岳西县湖乡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合肥天美工贸有限公司
含山县华凌调味品厂
安徽飞翔玻璃容器有限公司
淮南淮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淮南市克坦米业有限公司
福州闽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盘古伟业(仙游)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丰远食品有限公司
永春龙峰茶业有限公司
泉州市丰泽区立兴体育用品厂
漳浦顶味食品有限公司
武夷山宝田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郯城得伴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聊城市东昌府区韩氏鲜椒酱有限公司
莘县盛龙食品有限公司
肥城丰泉商贸有限公司
张店紫龙面条加工部
济南巴力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胡财商贸中心
济南绿宝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那滋味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康泰阿胶制品有限公司
济南鲁强润滑油有限公司
苍山县金味园食品厂
临沂市兰山区名乐食品有限公司
临沂巨昌食品有限公司
桓台县天齐磨料磨具制造有限公司
汶上县准洁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玉林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莱芜市鼎盛宏利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汇荣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佳源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速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青岛紫元光电有限公司
青岛奥格瑞恩环保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平度市正泽酒水经营部
青岛长寿福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菲林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香月堂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龙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五味斋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群策创元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今易日用品有限公司
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药事服务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
吉林市龙潭区松源饮料食品厂
商丘市中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宏益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泗阳县众兴镇宝莲灯纸品厂
无锡杰斯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无锡中润集团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苏智联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腾飞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泗洪县佳蟹米厂
江苏耐威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月城佳加纸品加工厂
泗洪县昌顺米业有限公司
睢宁县震宇糕点加工厂
新沂市红磊卫生纸包装厂
金坛市思缘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欧尚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扬州市香山电器有限公司
镇江金德利鞋业有限公司
扬州美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应县兴扬米厂
太仓生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世纪晶源光电有限公司
昆山捷美服装有限公司
苏州市特展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高仓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咖乐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人马族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嘉加梦寝饰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美和吉新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市长风钢化玻璃厂
江苏金果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江苏苏豪轻纺有限公司
海门市冠芬帽业有限公司
灌云县富源纸业有限公司
海安县浩然米业有限公司
东海县洪飞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玉鹭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煜福帑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宏倍斯三盛卫浴有限公司
上海洋琪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康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煤气表具有限公司
上海翔鸥贸易有限公司
衡誉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白霓麻花食品厂(普通合伙)
上海佳升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光明商业总公司
方润医疗器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敏胤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江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礼乐鸿达腊味加工厂
信宜市喜常喜食用油有限公司
揭东县恒宏纯净水厂
普宁市流沙欧蕾曼服装厂
普宁市流沙鸿亨服装厂
湛江市恒逸酒店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增宝五金制品厂
汕头市晟阳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鹏盛塑胶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宝楠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小能手玩具厂
中山市古镇旺丰香糕点加工店
中山市几维鸟箱包设计服务部
揭阳试验区溪南源和玩具厂
揭阳市榕城区万业达不锈钢餐具厂
汕头市林源制衣有限公司
广州美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法瑞尔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烟台贝尔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硚口区优展厨具商行
李沧区妹岩大红袍茶行
淘贝贝(福建)服饰有限公司
蚌埠市土家人农副产品加工厂
新都区大丰帅旗制衣厂
福建省南靖港发食品饼业公司
湖北萨米电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九分美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简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朵慕护肤品有限公司
上海瑞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和味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恬怡儿童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龙湖镇绿荣食品厂
济南岱之康木鱼石制品有限公司
唐河县润味食品厂
慈溪市逍林海纳电器厂
慈溪市附海慧聪电器厂
贵州省仁怀市天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虎啸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天使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贵州柏龙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芳阳土特产开发有限公司
遵义市郎笑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运城市盐湖区昌圣祥面食专业合作社
运城市盐湖区姚孟志诚汽车护理用品厂
盂县上社山鑫酒厂
阳泉市华龙冬春种植专业合作社
任丘市宏旺采暖设备有限公司
绿园区妙香山食品厂
五常市宝禾兴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哈尔滨身心健康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贵阳乌当贵贻食品加工厂
贵州涌泉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卓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汉市达瑞尔服饰有限公司
乐至县中缅瓜子厂
自贡市博晨农业有限公司
北川润泉矿泉水有限公司
绵竹市大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朋轩社科技有限公司
安县桑枣张包蛋禽蛋制品厂
陕西荞丰源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诚信兄弟工贸有限公司
城固县宝山粮食加工厂
榆林市洋洸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神木县庄稼人农副产品经营有限公司
西安宏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掖市甘州区豪运来枣业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环泰食品有限公司
南宁市煜穗桂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希思黎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桥头镇舒佳鞋业塑料制品厂
慈溪市附海行时电器配件厂
宁波欧琳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来凤县粮油收储公司
汉川市妮彩塑料制品厂
荆州市丰收米业有限公司
公安县美斯特食品有限公司
十堰花仙子魔芋制品有限公司
十堰市劲牛杜仲开发有限公司
长阳溪玲核桃专业合作社
远安县泥水米业专业合作社
湖北省大悟县仙居顶农业有限公司
中兴绿色技术湖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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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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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10 年来，宁波的文化产业
增加值保持着 15%以上的年均增
速。但是，很多人依旧对文创产业
抱有疑问，如何看待文创产业对
城市发展的作用？4 月 15 日，在

“甬台文化创意暨设计产业论坛”
上，两岸文创产业界人士对此各
抒己见。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
荣誉理事长李永萍认为，文创产
业的发展包括 3 个层面的意义。
文创产业的意义就像一个同心
圆：最里面是创造品牌附加值，要
拥有自己的品牌，不应再只给别
人代工；第二层面则表现在文创
产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
用，这也是世界各地重视文创产
业的重要原因；第三层面的意义
在于，文创产业可以提升整个城
市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让普
通居民感受到更加优质、普遍的
文化体验。“这时的文创产业已不
再是简单的经济概念，而是涉及
整个城市文明的大概念。”

李永萍的“同心圆理论”在宁
波也有很好的体现。近些年，宁
波形成了一批实力雄厚、竞争力
强的骨干文化企业。全市共有国
家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15 家，省
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13 家，音王
集团、大丰实业、海伦钢琴等文化
企业蜚声中外。

此外，宁波还形成了高端文
化用品制造业、文化创意与设计
服务业等 8 个重点行业。文化制
造业正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和
品牌化发展，文化内容产业、文化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逐年提高，文
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宁波市大学科技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叶秀
贝有着多年文创园区建设及产业培育工作经历。他认为，文
创产业要实现优质发展，优质的发展环境必不可少。“如果把
创意设计比作种子，它要生根发芽最终成长壮大，就需要好的
外部环境。比如，足够的阳光、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水和清新
的空气。政府的扶植政策就是阳光，良好的投资环境就是肥
沃的土壤，政府的高效率就好比温和的水，浓厚的文创氛围则
是清新的空气。当一颗优质的种子能够拥有这些良好的外部
环境时，就比较容易结出优质的果实。”

近年来，宁波市从工商注册、招商引资、投融资服务和人
才保障等多个方面对文创产业给予优惠政策，有力促进了文
创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宁波得到更加广
泛的共识，文化产业发展机构和人员逐渐配齐，文化人才支撑
扎实有力，产业政策体系基本健全，文化市场体系逐步优化，
文化消费环境明显改善，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让文创种子结出优质果实

—
—两岸专家共话文创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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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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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腾的舞龙《盛世龙腾》，来自中国
宁波、激越的舞太鼓《梁山伯》，来自日本
奈良、欢快的传统农乐《四物巫戏》，来自
韩国济州⋯⋯一台精彩纷呈的节目融汇
了“东亚文化之都”三国城市的艺术，赢
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4 月 15 日上午，
东亚文化之都·2016 宁波、2016 东亚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2016 宁波特色文化产
业博览会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大
幕，一场文化交流、文化交融、文化与产
业发展交织的盛宴开启。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宁波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这里的河姆渡遗址、天一
阁藏书楼、保国寺、阿育王寺等“文化名
片”熠熠生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之一，这里与广州、泉州并称为东南
地区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古老的文明与
创新的文化在宁波融汇，成为一种不可
复制的城市竞争力。

文化与科技交融

走进 2016 宁波特色文化产业博览
会，文化名企展区、科技文化展区、非遗
文化产业展区、金融文化展区、儿童文
创展区等特色展区让观众目不暇接。
其中，各种新科技手段的应用让人备感
新奇。

“一个有故事的乐园”，在华强集团
带来的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展台前，
不少老人孩子与动漫人物合影，而电视
屏幕上播放的实景影像则吸引了许多
年轻人。

女娲补天、孟姜女哭长城、水漫金山
等古老传说通过科技手段给观众带来逼
真的体验。宁波华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祖尧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方特东方神画是华强集团在宁波投
入的第一个大型文化主题乐园，项目投
资 30 亿元，目前已建成。它代表着华强
集团最新最强的技术集合”。宁波是华
东地区重要城市，文化底蕴深厚，旅游文
化产业非常活跃，未来在宁波，除了东方
神画，还将建设复兴之路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明日中国项目，都是主题乐园，展
示中国文化不同阶段的精华，形成“美丽
中国三部曲”。“目前，文化产业上升势头

非常好。今年在芜湖方特主题乐园的客
流量是去年同期的 120%，预计今年宁
波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将迎来 150 万
人次的客流。”陈祖尧说。

戴上 VR（虚拟现实）眼镜，感受一
下海岸上的真实风景；听着动人的音乐，
看看炫酷机器人曾在春晚舞台舞蹈的风
采；伴着悠扬的音乐，看一场宁波新文三
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带 来 的“ 梦 ”系 列 表
演⋯⋯此次文化产业博览会展会面积 5
万平方米、展位 5000 多个，吸引了境内
外千家文化企业齐聚宁波。期间，将有
47 个项目签约，总额达 49.74 亿元。同
时，15 场主题论坛、专项活动和产业对
接会轮番登场，科技给文化插上了飞翔
的翅膀。

古老与现代辉映

3D 打印、裸眼 3D、人工智能、VR、
全息影像等技术让人看到了最新技术；
慈溪越窑、石浦鱼灯、骨木镶嵌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让人们看到不息的传承。

鲨鱼灯、龙虾灯、海龟灯⋯⋯各种生
动活泼的鱼灯让观众眼前一亮。74岁的

石浦鱼灯非遗传承人董和林嗓音有些沙
哑，“很多人对古老的鱼灯感兴趣，一上
午，我嗓子都哑了。石浦是著名的渔港，
做鱼灯有百年历史。当地人每逢元宵
节、三月三、开渔节等喜庆日子，都喜欢
买鱼灯、挂鱼灯，意寓年年有余。做鱼灯
全靠手工，看着不难，但做好不容易。我
做了一辈子，做的最大一条16米长”。老
人告诉记者，从画图样、削竹篾到扎骨
架、糊布、装鱼眼等，做一盏鱼灯工序复
杂。他担心这门古老的文化遗产失传，
除了带徒弟，每周还到小学校教孩子
们。“图样都在我心里，到市场上转转，有
什么鱼，我都能做出来。以前，大家只会
做淡水鱼灯，从第一届中国开渔节起，我
开始做海鱼的鱼灯，每条都要像在大海
里游泳一样。”说到这里，老人特别自豪。

文博会上，古老的文化记忆再次被
唤醒。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面
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更是一代代文化传
承人的坚守。在新时代，这些古老项目
赢得了年轻一代的热爱，也有了新的
市场。

宁波大学日语系大三学生张眉身穿
“文化志愿者”制服，不停地给观众介绍

中日韩三国不同的瓷器作品。“这里有慈
溪越窑的第五代传人，还有日本奈良的
赤肤烧瓷器，非常精美。宁波以吴越文
化而闻名，我很喜欢宁波。”张眉说。

中国与世界相拥

来自韩国的常春藤战笠匠、传统弓
箭，来自日本的奈良团扇、奈良毛笔等，
让宁波、奈良、济州这 3 个在 2016 年被
评为“东亚文化之都”的城市在此相会。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此次博览会设
立了东亚文化之都展区，以中日韩三国
文化之都城市形象宣传为基调，集聚文
化之都城市优秀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30 个，中日韩文化产业合作将从这
里找到商机。

韩国济州艺术家洪良淑在耐心地教
授观众编织常春藤战笠匠。这是当地农
夫们戴的帽子，使用常春藤茎为原料，工
艺精美。80 岁的宁波市民钟水明看着
这些来自异国的文化产品特别高兴地
说：“这个展览非常好，让我们不出国门
就能看到这么多外国艺术家的作品。”

从唐代起，宁波已是与日本、新罗及
东南亚一些国家通商的主要港口。借

“一带一路”加速推进的东风，宁波再一
次扩大对内对外的开放力度。“国之交在
于民相亲”，通过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文
化产业合作将提速。2016 年，宁波本着

“东亚意识、文化交融、彼此欣赏”的精
神，将开展一系列文化、经济、体育活动，
以“春夏秋冬”为主线，分别开展第 24 届
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中日韩文化艺术
交流季、中日韩青年设计艺术节等活动。

9 岁的方芷涵是宁波市爱菊艺术学
校二年级学生。她落落大方地告诉记
者：“今天我印象最深的开幕节目是舞
龙，非常好看，音乐也特别好听。”

深厚的文化底蕴给宁波这个古老的
城市积蓄了发展的力量。2015 年宁波
市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 328.6 亿元，占
全市 GDP 的 4.1%，文化产业增加值在
总量上排名浙江省第二，在占比上排名
浙江省第三。借首届宁波文博会之势，
新的商机将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新
动力。

4 月 15 日，2016 宁波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现场，丰富多彩的展会活动和展品吸引

了众多观众。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文 化 之 都 绽 放 青 春 活 力
——2016 宁波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素描

本报记者 王 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