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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761）
现将第1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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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百隆食品有限公司
益阳市品粮米业有限公司
隆回县毅鹏金银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浏阳市观音大米厂
浏阳市鸿都酒厂
湖南省福美润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松之源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九龙池饮料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苏东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启洋电机(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彭润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大屯李家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妙香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雨叶食品有限公司
淮安市安信健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正大雨具厂
无锡市正天调味食品厂
无锡东方信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无锡万洋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宜兴市杨巷镇新芳鸿运粮食加工厂
扬州市创联信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娜柔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睿凰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竹筱筱家纺有限公司
泰兴市瑞年米厂
南通立生服饰有限公司
南京佳盛炒货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华丰食品加工厂
宁波市鄞州洛贝塔文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新桥丑小鸭子童鞋厂
宿州市甜美饮料有限公司
亳州市老池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肥东三江挂面厂
赣州鸿利康食品厂(普通合伙企业)
青岛良水茶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双井坊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联将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国腾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八方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凤冈县响水岩山泉水有限公司
安顺开发区碧惠食品加工厂
威宁县艳红桃经果林示范场
毕节市家乡美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永超粮油加工厂
金巴厘(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瑞佳刚达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天下世纪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好福欣生物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世纪桥川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国宁民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振安达商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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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泰德玖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庆轩世纪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果唯美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众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臻味坊食品有限公司
中贸百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朗维多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信鼎润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鑫汉伦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圣祥天宝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金香道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卓文时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新一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瑞谷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嘉捷尚品(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你我他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腾瑞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爱协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塞飞洛皮具有限公司
大连海之梦酒业有限公司
拉萨市兆丰商贸有限公司
图们市金花紫菜加工部
深圳市百亨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世众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荣江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同鑫龙凤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花儿纸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博盛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乙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力照明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碧姬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振广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元宝家纺有限公司
深圳悦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德士酒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冰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美慕贸易有限公司
锡林郭勒盟蒙之原牧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中联卫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爱首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昆区善君卫生用品加工厂
包头市元都府商贸有限公司
清徐县徐沟多味源豆制品有限公司
太原市阳曲县金阳坡酱菜食品有限公司
翼城县淑倩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山西杨记烧坊酒业有限公司
寿阳县太安驿韩愈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应县优尊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汾阳市杏花村镇杏府宴酒业有限公司
太原市方圣商贸有限公司

阳城县绿友农庄
阳城县绿健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汾阳市钰林农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
大同市百草香肉业有限责任公司
垣曲县舜土原味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定襄县山田园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沈阳市东陵区天赋食品厂
沈阳鑫得千福商贸有限公司
舒兰市顺华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通化县柏旭食品有限公司
柳河县三源浦镇祥利粮米加工厂
集安市清河镇红日食品饮料厂
吉林省吉光米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
吉林市德亚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丰杰食品厂
东莞市优克日用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汉昆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味香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庆帮电子有限公司
饶平县大众纸制品厂
佛山市鸿光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四季茶香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威迅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盈悦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家时多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东龙烤鳗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诚沐兰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芭特顺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佛山市樱黛妇婴用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穗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广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养心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有米源米业加工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南海区耶利亚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嘉丽金俊制衣厂
佛山市南海区桦俊糖厂
普宁市流沙庞宇制衣厂
普宁市流沙胜豪制衣厂
普宁市麒麟潘韵制衣厂
东莞市富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昌能源有限公司
东莞市艾特厨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迪思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东莞多利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潮安县庵埠镇粤得宝五金制品厂
东莞市瑞朗服饰商贸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凯嘉不锈钢制品厂
潮安县绿博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潮安县庵埠镇星旺食品厂
汕头市比优特食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迪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迷尔日用塑料制品厂
揭阳市榕城区佳利宝鞋厂
成都市千足竹商贸有限公司
新乡市红旗区清新食品有限公司
荥阳市高村乡穗好床垫制造厂
汝州市田之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金玉堂食品有限公司
南乐县大乐面粉有限公司
平江县福旺食品厂
溆浦县湘狮源山泉水厂
绥宁县兴隆农林牧业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隆鑫五金厂
盖州市美含食品有限公司
珠海市夏湾刘军然中草药档
和田绿洲红珠食品有限公司
肥东永恒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江苏富龙纺织有限公司
高青县锐恳蔬菜专业合作社
青白江腾飞日化用品经营部
四川洪德酒业有限公司
灯塔市宏伟豆制品加工厂
汕头市潮南区成田茂裕袜业织品厂
汕头市潮南区胪岗意黛娜制衣厂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蒋邦制衣厂
汕头市博世实业有限公司
潮安县庵埠优泰食品厂
潮安县神发玩具有限公司
电白县清源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帮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邦士度眼镜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弘威食品厂
汕头市汕龙电子有限公司
汕头市亿皇电器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西马庆龙金属制品厂
揭阳市榕城区沃之美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爱特丽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白云分公司
揭东县鲜源食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华韵塑料制鞋厂
汕头市奥峰玩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广郴粮油有限公司
中山市澳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中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汝州市润丰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千坡羊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建交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德泰食品有限公司
封丘县乐香食品有限公司
桐柏县绿鑫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市辉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三味食品有限公司
许昌大地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六王府食品有限公司

永城市东城区秦氏特产手撕盐焗鸡店
固始县南大桥乡幸福纸业
河南花仙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
鹿邑县辛集喜连食品厂
河南六粮御液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点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百盛皮业有限公司
河南鑫航食品有限公司
许昌诚誉食品有限公司
安阳博士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市金穗香米业有限公司
新民市法哈牛镇孝军粮谷加工厂
辽宁威代尔冰酒酒庄有限公司
辽宁省中医医院中医药科技开发公司
广州市雅滋曼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梓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魅丽绣美容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迅成科学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成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古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凡唛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一品童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娜美婷化妆品厂
元朗老饼家(广东)食品有限公司
故城县西半屯镇孙庄恒兴清洁用品加工厂
石家庄北汇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霸州市鸿兴捷图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任丘市张河口水暖器材厂
大名县武氏日化有限公司
河北冀粮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保定汉兆智箱包制造有限公司
霸州市辛章精信家具厂
大连原藤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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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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

来 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马洪超 祝 伟

银行大数据探索面临多重挑战

马 韬
易观智库分析师

大数据不仅仅是工具，未来将是银行业的核心资

产。银行的大数据探索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多重挑

战。第一大挑战是征信体系不完善。个人以及企业的

数据来源有限，导致银行收集数据成本高、数据维度

不足。第二大挑战就是“面签”所带来的不便。银行

为企业发放贷款时，仍必须满足面签要求，即借贷双

方当面签署合同和协议，导致信贷效率不理想。

加强打击侵权假冒工作一方面可以取缔粗制滥造

的假冒伪劣产品，净化市场环境，为优质企业、优质

产品腾出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创新创业活

力，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使适销对路的好产品不

断涌现，更好地满足社会消费需求。要注重打建结

合。“打”就是立足当前，围绕重点领域持续开展专

项治理，这在侵权假冒多发易发时期是快速遏制侵权

假冒行为的有效手段；“建”就是着眼长远，加强制

度建设，提高防范能力和事中事后监管能力。

取缔假冒伪劣要“打建结合”

柴海涛
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当前，我国发展房地产租赁行业还面临不少瓶

颈。按照当前的房地产税收政策，出租房屋要缴纳营

业税、所得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累计超过租金收

入的 20%，再考虑租赁管理成本支出，净租金收益率

只剩下 2.5%左右。由于没有政策支持，且企业多为

轻资产运营，住房租赁市场借贷较难或需要较高利

率，也很难形成规模化，企业不易做大做强。对此，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完善税收优惠

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增加租赁住房用地供

应。相关提法可谓是对症下药，有利于加快改善居民

尤其是新市民住房条件，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房 产 租 赁 有 待 政 策 支 持

刘洪玉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

通过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强化“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破除环境治理积年

顽疾，环保督察被寄予厚望。期待各地真正领会环保督察的要求和实质，把督察作为有力推

进环境质量改善的契机，主动查摆问题，积极解决问题，真正还百姓以“绿水青山”

环 保 督 察 剑 指 严 厉 问 责
曹红艳

5 月 3 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河北

省反馈了此前进驻督察情况。其中“河

北省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工作

力度，与中央要求和群众期待仍有较大

差距”、“原省委领导对环境保护工作不

是真重视，没有真抓”⋯⋯这些毫不留

情的批评直指问题要害。

这 是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组 的 首 次 亮

剑 。 通 过 严 格 落 实 环 境 保 护 主 体 责

任 ， 强 化 “ 党 政 同 责 ” 和 “ 一 岗 双

责”，破除环境治理积年顽疾，环保督

察被寄予厚望。

环境保护工作能不能落到实处，关

键看领导干部是不是尽职尽责。环境保

护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涉及方方面

面，地方党委和政府有责任更有能力和

条件调动各部门力量，形成合力。然

而，一些地方受经济利益和考核评价影

响，在环境治理上存在着有方案、没措

施，有部署、没落实，有考核、没问责

等种种怪现象，那些影响绿色发展和环

境保护的突出问题因而难以获得实质

解决。

上述情形从对河北的环保督察反馈

中得到印证。督察情况显示，河北部分

地区不仅违法违规上马项目，而且存在

项目弄虚作假、领导干部干涉项目审批

等问题。这显然是与党和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要求、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抵触

的。究其原因，在于部分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的发展理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环

境保护依然落在口头上，实际走的还是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抓住部分地方党委和政府对环境保

护工作重视不够、部署不够、落实不够

这一关键要害，推进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落到实处，是环保督察要发挥的作用。

今明两年，环保督察将在全国范围内展

开，更多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将接受严格

的环保督察检验。环保督察的权威性和

严肃性还在于，督察结果会移交移送中

央组织部门，作为被督察对象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任免的重要依据。

此外，督察中发现的对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

离 、 提 拔 或 者 退 休 ， 都 将 会 被 严 肃

追责。

河北是中央环保督察的起点，也是

中国环境问题的一面镜子。事实上，河

北在环保领域出现的问题并非其独有。

对各地来说，中央对河北的环保督察是

个警示。各地对河北督察所发现的问

题，都要有所警醒，引以为戒。对督察

提出的各项要求，要有所遵循，自觉

践行。

突出环境问题的加快解决，才是

环保督察的根本目的。我们期待在中

央环保督察的重压之下，河北能够以

此为起点，真抓实干切实把问题解决

好；我们更期待各地真正领会环保督

察的要求和实质，把督察作为有力推

进环境质量改善的契机，主动查摆问

题 ， 积 极 解 决 问 题 ， 真 正 还 百 姓 以

“绿水青山”。

发展中间业务 改进银行服务
吕志强

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2015 年

在银行利润增速回落的态势下，中间业

务收入却呈现大幅上升态势，16 家Ａ股

上市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38.1%，远远超过其平均利润增速。一些

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已经踏上通过非息

收入增加利润的转型之路。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大幅增长，

既是银行转型的成果，也是客户需求的

驱动。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商

业银行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利率市场化

导致的息差收窄，监管层对商业银行资

本充足率严格规定等，迫使商业银行去

开发不占用资产负债的中间业务。此

外，传统金融服务难以满足客户金融服

务需求，越来越趋向诸如票据承兑和贴

现、代理业务、代客理财、信用证、信用

卡、基金托管等多元化需求，这为商业银

行发展中间业务、更好服务客户提供了

机遇和市场。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益比重

在 50%左右，甚至更高，中间业务已成为

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主体业务之一。

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虽然近年有

所增长，但占比最高仅 30%左右，还有较

大发展空间。

规范中间业务，需要完善现有的一

些制度设计。从 1993 年始，我国实行银

行、证券、保险、信托的分业经营，这一经

营模式曾大力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发

展，不过随着实践的推进，也暴露出某些

方面的问题，制约了银行业中间业务的

拓展。从西方金融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来看,混业经营是必然趋势。按客户需

求创造个性化中间业务产品，为客户提

升附加值，是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

重头戏。近年来，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谨

慎地放宽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允许其在

股权质押、保险代理等方面“混业”经营，

并经过央行审批后可办理金融衍生业

务、代理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等

投资银行业务，这是在现行经济体制下

发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可喜突破。当

然，为防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商业

银行不宜开办代理股票买卖业务。

发展中间业务，同样存在风险，当前

特别要防止银行票据欺诈、信用证恶意

透支等银行结算和信用类中间业务风

险。商业银行应强化对“表外业务”的风

险监控，提高驾驭风险的能力，既为客户

资 金 安 全 护 航 ，也 提 升 商 业 银 行 的 声

誉。同时，要进一步规范中间业务收费

管理，要坚决执行中国银监会、国家发改

委 2014 年第 1 号令《商业银行服务价格

管理办法》及银监会 2012 年初下发的“七

不准”“四公开”等规定，已取消的诸如财

务顾问费、咨询费、贷款承诺费等收费项

目，要防止改头换面又收费。要防止以

贷收费、浮利收费“息转费”，严禁乱收

费。为此，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商

业银行中间业务，统一收费标准，营造公

平合理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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