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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779）
现将第17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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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静浩酒业有限公司
阜城县为民葡萄专业合作社
任县艺丰印刷厂
秦皇岛市庆云食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彭集酿酒有限公司
绥化市群信精制米加工有限公司
宜宾佳福电线电缆厂
系统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富通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品上品茶业有限公司
襄阳宝轮茶行
蕲春县高溪山药专业合作社
荆州市泓鑫商贸有限公司
黄冈市黄州全福速冻食品厂(普通合伙)
湖北大展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楚留香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宜昌四海飘香食品有限公司
荆门博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北永进药业有限公司
蕲春玄妙堂蕲艾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英山县彭洲玉笋茶业制作中心
沙市区花季婴幼服饰厂
沙洋县兴泰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沙洋县皇池米业有限公司
钟祥市高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古福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星日纸巾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普得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晋商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羽茜服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奥祺服饰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创享不锈钢制品厂
潮安县彩塘镇必佳五金制品厂
惠州市大博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劲美箱包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王氏粮油商行
翠希思美服饰(惠州)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瑞达食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文阳文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鑫瑞麟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铭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润丰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誉伟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博大卫厨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陆旺食品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印海文具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合龙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宝象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东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峨眉山市骆家粮油加工厂
中山市东升镇金安工贸公司
中山市众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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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新纪元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富得金属厨具制品厂
潮安县庵埠汇泽食品厂
潮安县金梅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新会区三江镇悦兴纸品厂
博罗县福田镇宏志罐装润滑油销售店
博罗县园洲镇园味皇腊味食品厂
阳江市超乐五金刀具制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永进不锈钢制品厂
阳江市卓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揭阳试验区京冈钰兴五金塑料厂
揭阳市佳艺工贸有限公司
揭阳市兴锦鞋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山区东阳荣发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东嘉鞋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兴英路古溪路段北侧

440581600255907(唐爱虹 440582198311075545)
中山市迪威斯服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一全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力扬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普拉玛箱包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玄彩汽车装饰用品厂
湛江市佳冠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乐斯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诗曼丽陶瓷有限公司
普宁市流沙依莉娇服装厂
普宁市昭达制衣有限公司
广东忠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宏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宗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济源市豫丰挂面厂
商丘宏峰食品有限公司
淮滨县贻香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淮滨县金穗粮油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开发区兴汇鑫肉类制品有限公司
永城市鸿丰食品有限公司
舞钢市昭翔食品厂
安阳市龙安区朝阳食品饮料厂
安阳鑫润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鹤壁泰润达生物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浚县三信豆制品厂
鹿邑县明光食品厂
荥阳市振通生态林有限公司
尉氏县恒升园蛋鸭养殖专业合作社
开封市芝朗食品有限公司
西峡县华洋食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金贝儿食品有限公司
汝州市汝花植物油厂
新乡市天露实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丰泰面粉有限公司
济源市天坛小庄炒货店
河南省富达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奥美莱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念特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豁达食品厂新密分厂
广州市金点皇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玥纺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凡轩鸣一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香日鲜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鋆隆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宝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爵尔丝顿皮具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华农大绿康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荣利家禽养殖加工场
广州汇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华文达文具商行
广州市赛安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和资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尚恩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伟之林箱包有限公司
广州舜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美科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楷林裕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鸿亨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凯华背带加工店
广州恒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雅宝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绿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雅钢酒店用品店
深圳市万全兄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靓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芬格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贝孕婴用品有限公司
盘锦蟹田贡米业有限公司
沈阳荣仕凯盛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范儿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晧捷服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歌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市金可可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农垦香坊海欣食品加工厂
西安市户县华兴食品厂
广西朗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新绛县鼎茂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昆明绿本草食疗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景田实业有限公司
平坝县万佳农产品贸易农民专业合作社
四川龙溪茶业有限公司
喀什齐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世和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荣高投资有限公司
美联运动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然之家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景洋伞有限公司

深圳市统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恩互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杉士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安琪连锁饼屋有限公司
温州新力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名瑞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美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黄金香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润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启源全盛酒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云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幻速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立亮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利嘉源皮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维尔晶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上禾谷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拓比科技有限公司
曹县伊润食品有限公司
伊通满族自治县旭博袜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府明电器有限公司
镇康县忙丙茶厂
深圳神州乡情特产文化有限公司
尚志市贵宾酒厂
黑龙江源昇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紫杉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五常市麟洋米业有限公司
尚志市东植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燎原科技有限公司
尚志市新光明米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纯哈肉灌制品加工厂
五常市康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钱存堂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溪泉饮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造纸厂
黑龙江世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润池科技有限公司
五常市巨康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省一面坡保健酒厂
延寿县龙盛米业有限公司
延寿县龙翔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依兰国龙种植专业合作社
哈尔滨松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沙雅县洁康枣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吐鲁番市皇葡家园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五大连池市久美石泉饮品有限公司
大庆市李氏纸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文展服装(深圳)有限公司
南宁市麦香皇食品有限公司
德保县天元食品加工坊
宾阳县金光纸品厂
广西京桂香料有限公司
玉林市神勇酿酒厂

南宁泽蕾商贸有限公司
临桂正丰商贸有限公司
桂林天湖泉水有限公司
平果县朝阳八八糕点厂
柳城县太平吴氏食品厂
田阳县嘉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恭城金茶江粮油有限公司
贺州市好麦香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聚银岭南客家陆川猪肉制品有限公司
广西宝之泉天然水有限公司
广西康美源农林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齐健保健品有限公司
广西巴马赐福湖油茶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平乐县钰龙蔬果制品厂
南宁市仟效工贸有限公司
平桂管理区鹅塘龙鑫腊味加工厂
广西源安堂肉桂产业有限公司
南宁市南园米业有限公司
上林县明山菌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冠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柳江县壮窑酒厂
桂林市灵川县品味鲜食品有限公司
平乐县张家镇福飞食品加工厂
南宁市壮元神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储翠庄贸易有限公司
北海玖嘉久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大力士服饰有限公司
巫山天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乐派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谷隆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奇洁日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味丰粮食销售有限公司
北海和荣活性炭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久奥商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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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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互联网开展科普大有可为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

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我认为，信息时代的到

来，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对丰富科普工作将大有

可为。要利用互联网开放共享等特点，鼓励更多

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宣传和教育。在全社会推动

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氛围，

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责任。

创新型国家大都经过赶超的阶段，即从技术

跟踪、追赶到超越，也可以说从模仿创新到自主

创新。实际上在发展和追赶过程中，不同发展阶

段和技术能力国家的创新含义也不同。我国现在

的创新正进入转折期，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

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发挥后发优势，有效

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学习利用和传播外国技术以

及对其进行适应性的改造，包括吸引人才技术和

管理经验、广泛开展技术合作等。

赶超阶段要用好后发优势

吕 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环境资源审判面对环境和资源两类案件，

跨越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门类，点多面

广、类型多元、数量众多，对现有环境资源审

判机制、审判能力和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根据环境资源保护利用的现实需要和当

地的案件特点，积极探索构建刑事、民事、行

政审判和立案、执行等业务部门既分工负责又

紧密配合的协同审判工作机制，形成环境资源

审判的整体合力，不断提升服务、保障生态文

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司法水平。

提升保障绿色发展的司法水平

江必新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创新创业对于扩大就业、促进新经济发展、支撑新旧动能转换发挥了关键作用。取消不必要

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绊”、为市场“腾了位”，也为廉

政“强了身”，有助于降低就业创业门槛，极大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让劳动者更好施展创新创业才能
熊 丽

6 月 1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再取消包括招标师、插花员在内的 47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加上此前 5

批取消的 272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

项，各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总量已比本届

政府成立之初减少了 50%以上。

职业资格是对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

的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基本要求。我国从

1994 年开始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其初衷是为了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客

观公正地评价专业技术人才，促进人才的

合理流动。总体上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的设立，对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实施人

才强国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随着职业资格种类越来越繁

多，交叉重复的现象较为严重，证书太多、

考试太滥的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截至

2013 年底，国务院部门共设置各类职业资

格 618 项，地方自行设置的职业资格则有

1875 项。一些职业资格“含金量”较低，导

致人才负担严重；还有的地方将水平评价

类职业资格与就业创业挂钩，人为抬高了

就业创业门槛。而且，在职业资格的许可

认定过程中，也孳生了权力寻租空间。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从人民群众需

要出发，加强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努

力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本届政府成立以

来，就把减少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作

为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按照要求，需要取消的职业资格主要

有四类，一是国务院部门设置的没有法律

法规或国务院决定作为依据的准入类职业

资格；二是国务院部门设置的有法律法规

依据但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

产安全关系并不密切的职业资格；三是国

务院部门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自行设

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四是地方各级

政府及有关部门自行设置的职业资格。

取消不必要不合理的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为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创业和去产能行业中人员

的转岗创造了便利条件。

这几年，创新创业对于扩大就业、促

进新经济发展、支撑新旧动能转换发挥了

关键作用。今年我国的就业压力依然很

大，有 765 万高校毕业生、500 多万中职毕

业生需要就业；在推进重点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过程中，要帮助实现富余职工的转岗

就业。取消不必要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

绊”、为市场“腾了位”，也为廉政“强了

身”，有助于降低就业创业门槛，极大地激

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上指出，“各种证照包括职业资格认定和行

业准入证、上岗证仍有很多，可以说是五花

八门”。这说明，在这方面转职能、提效能还

有很大空间。按照要求，今年削减国务院部

门设置的职业资格比例要达到 70%以上。

取消职业资格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情况复

杂，有关部门既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也

要耐心做好善后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取消不必要的职业资

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并非意味着所有职业

资格许可都要取消。下一步，在继续取消

职业资格的同时，将公布实施国家职业资

格目录清单。到 2017 年，我国将争取初步

形成科学设置、规范运行、依法监管的职

业资格管理体系，广大劳动者将得以更好

地施展创新创业才能。

由于美国意外提出反对意见，世界贸

易组织上诉机构韩国籍成员张胜和在 5 月

31 日第一任期期满后，已无法按照惯例连

任。美国在上诉机构人员组成方面的这

一政治化举动，必然会削弱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进一步冲击

国际社会对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多

边贸易体系的信心。

世贸组织被称为“经济联合国”，是全

球最大的政府间经济贸易机构。作为世

贸组织中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最高部门，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目前由 7 名成员组成。

按照惯例，每名成员任职两届，每届任期 4

年。上诉机构所有成员的独立性是世贸

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成功运行的关键，也是

整个世贸组织贸易体系成功的关键之一。

近日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例

会上，美国却罕见地打破惯例，明确反对

张胜和在第一任期期满后再度连任。张

胜和是一位国际贸易法专家，专业能力在

其第一任期内得到普遍认可。美国是唯

一一个反对张胜和连任的争端解决机构

成员。美国以张胜和参与裁决的 3 起涉及

美国的案件以及另一起贸易争端案件为

例，指责其存在越权行为并且采取“抽象”

裁决的模式。但众所周知，上诉机构的任

何裁决，都是由 3 名成员代表整个机构做

出的合法决定。而美国对张胜和心怀不

满，只不过是因为其参与的几起案件的裁

决结果不利于美国而已。

美国的这一举动带有明显政治倾向，

对一个理应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注

入了政治因素。这将会破坏世贸组织争

端解决机制，威胁全球贸易仲裁机构的独

立性和公正性。包括欧盟、日本、巴西等

在内的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均认为，美国反

对张胜和按照惯例连任，“是一个前所未

有的举动，对当前乃至未来的上诉机构成

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都会构成非常严重

的威胁”。

13 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前成员也联

名致信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主席泽维

尔·贾勒姆，对美国的这一举动表示严重

担忧和严厉批评。

事实上，美国才是使用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最多的国家，而且起诉的案子向

来以获胜为主。根据一年一度的《全球贸

易保护报告》，2015 年美国企业发起了 43

起反倾销案件，以及 22 起旨在征收反补贴

税的调查，超过了分别在 2014 年和 2013

年发起贸易争端案最多的印度和巴西。

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在其任内，已向世贸组

织提出至少 12 起针对中国的诉讼，数量超

过以往任何一届美国政府。

美国此举的背后，体现的无疑是一种

霸权思维。美国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

员任命问题上大做文章，显然是试图维持

其所谓的“领导地位”，拒不放弃利用经贸

手段制衡其他国家发展的任何机会。正

如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世贸法律专

家格雷格·谢弗所说，美国此举“使美国看

起来不像一个法治原则的维护者，而更像

一个欺凌者”。

美国挑战世贸惯例凸现霸权思维
陈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