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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786）
现将第17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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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华凯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安康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创意良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怡卓基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妙境莲一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思诺吉尔(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方正县珍馐米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新阳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华奇文具厂
黑龙江省绿巨人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申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关外香食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羽爱卫生用品经销有限公司
广州子翰硅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馥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饮食服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饮食服务企业集团陶陶居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达缤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暨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含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沃茵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协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昌吉市巴神特食品有限公司
博乐市绿康源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海城市已川制衣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多斯提商贸有限公司
吐鲁番鸿宇食品有限公司
莎车县立信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
皮山县爱然农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麦盖提县飘香粮油加工厂
新疆葡金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运城市盛盈商贸有限公司
吕梁市第一感觉食品有限公司
晋中市仲义康畜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尔夫飞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尚品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芯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旭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乐科技有限公司
彩迅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康福和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鄂尔多斯资源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致君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阿塔卡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诸城市顺心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博兴县老渔翁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畅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葆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旺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艺坊饰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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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领航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勒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苏那工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鑫丽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茜施美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源盛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禾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酷宝致远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莓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超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世为动漫发展有限公司
永沛手袋(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蛋品行
深圳市骏诺科技有限公司
富鸿昌塑胶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七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弘毅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梵藤基业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净风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柔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科净化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曼瑞科技有限公司
霸州市京南清河泉酿酒厂
广州壹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山鼎盛瓷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冰洁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蠡县金旺源手套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嘉伟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洮南市华东农业有限公司
凌海市德盛源养殖专业合作社
大连蚨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连昆明化工试剂厂
大连盛德元商贸有限公司
辽宁辽溪酒业有限公司
本溪市明山区璐廣明养鸡园
单县好久旺食品有限公司
船井(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家诺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集试验区芮祠黄菊花种植场
霍邱县乾坤米业有限公司
青岛中产商贸有限公司
随州市宏牛米业有限公司
宁波声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山东晶鑫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鲁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巨野县继省食品有限公司
定陶县田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邹城市达远食品厂
滨州元露食品有限公司

淄博天村斋清真肉制品有限公司
南京秀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先伯迪品牌策划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潭海洋之星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雅容居地毯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胜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人华晨通信有限公司
中山市优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欧德斯不锈钢制品厂
佛山市腾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森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兴宁市山峰纸品厂
汕头市益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百益酒业有限公司
新会区双水镇小冈德馨香厂
开平市金箩米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时尚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西姆实业有限公司
翁源县信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丰县附城盛泰米机厂
普宁市华健贸易有限公司
普宁市流沙涛兴服装经营部
普宁市赤岗海晶电器配件厂
普宁市梅塘金普灿电器厂
佛山星联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泓灏食品厂
佛山市创乐家居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经济特区和通电讯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蒙鲜食品商行
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谷贵路东明路段 115号

440582600298579(卢美方 440524196111144523)
汕头市特艺服装实业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双彪不锈钢制品厂
潮安县博仔食品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雅发不锈钢制品厂
中山泰腾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市酷科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广业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选之美贸易有限公司
潮州市湘桥区康丰工艺制鞋厂
潮州市枫溪区灿尔陶瓷制作厂
东莞市常平创潮贸易商行
揭阳市祥信实业有限公司
茂名市三超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清新县金锋食品厂
汕头市澄海区凤翔顺基塑料五金配件厂
汕头市澄海区广益美金塑胶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新联丰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凯美斯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东祥玩具厂
汕头市贝益宝玩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壮群塑胶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创荣源塑胶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凯立信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广益中泰塑胶玩具厂
揭阳市标致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兴利塑胶有限公司
潮安县益民工艺服装厂
佛山市顺德区钰烽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象田电器有限公司
潮州市金亨鞋业工贸有限公司
台山市古茶坊饮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好来源食品厂
惠东县天德宫饮料有限公司
封开县华丰糖业有限公司
阳江市龙斯特工贸有限公司
仙居县天之梅酒业有限公司
宜兴新先导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农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延年堂中医药研究院
吉林省中豆食品有限公司
桦甸市龙升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威曼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大连建鑫鞋业有限公司
普兰店市一诺商贸有限公司
庄河汤家水果加工厂
运城市盐湖区金可面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四度睿谷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保力驰汽车用品厂
广州市伊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南开区木易美容院
乌鲁木齐天源果乡商贸有限公司
黑龙江福成家乡一品食品有限公司
邯郸市鑫泉啤酒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菊芬食品有限公司
唐县泽农食用菌蔬菜加工厂
清苑县兰珍蛋鸡养殖基地
乐亭县大清河浩海制盐有限公司
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冀盐食盐有限公司
山海关区杨雯成商店
宁晋县元捷体育用品厂
沈阳富沃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市凯业针织厂
沈阳玺桥商贸有限公司
霸州市煎茶铺三合利塑料制品厂
吉林市利群米业有限公司
临江健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六福堂昌隆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辽源鸿图锂电隔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江市菜园子酒厂
吉林长白山森奥有机参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陆川恋尚家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武汉祥恒包装有限公司

武汉久煊专业口腔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华凌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禄达服饰有限公司
万丰电机(宁波)有限公司
广东富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鹤山市雅瑶隔朗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莎丽卫浴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杰明电子有限公司
福建省奎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唐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太西岸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小蜻蜓电动车有限公司
广州粮油食品进出口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明基水产品有限公司
浙江信普工贸有限公司
大连真诚食品有限公司
普林斯家具(东莞)有限公司
大连市金州区宏昌电器厂
捷成地毯(青岛)有限公司
嘉兴瑞隆日用品有限公司
山东银光抽纱有限公司
大连丽岩商贸有限公司
昆山泓杰电子有限公司
瓦房店香洲坊酒业有限公司
上舜照明(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康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
川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川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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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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药品GMP认证审核的企业总数创近3年新低——

严管促医药行业加速“洗牌”
本报记者 吉蕾蕾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2015 年度药品检查报告》，公布了
2015 年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简称药
品 GMP）认证检查、GMP 跟踪检查、飞
行检查等 7 项检查情况，共计检查企业
698 家次。其中，药品 GMP 认证检查数
量较前两年有所降低，但药品生产企业
的整改率同比提高近一倍。业内专家
纷纷表示，药品生产质量监管力度明显
加强，一批小、散、乱的药品生产企业逐
渐被淘汰，行业整合升级迹象显现。

新版 GMP 成效明显

报告显示，2015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共
接收药品 GMP 认证申报资料 221 份。
其中，完成审核的企业总数由 2013 年的
584 家、2014 年的 482 家降至 2015 年的
221家，创下近 3年的新低。

“去年完成审核的药品生产企业数
量同比下降幅度之所以大，与新版药品
GMP 认证有密切联系。”国家食药监总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根据规定，国家
食药监总局 2011 年 3 月启动了新版药
品 GMP 认证，并要求血液制品、疫苗、
注射剂等无菌药品的生产，应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新版药品 GMP 要求；
其他类别药品的生产均应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新版药品 GMP 要求。未
通过新版药品 GMP 认证的企业、生产
车间一律停止生产。

在 2015 年药品 GMP 认证检查中，
共安排检查 224 家次，其中 212 家药品
生产企业通过检查，9 家企业未通过。
报告显示，对无菌药品生产风险控制不
足、数据可靠性问题、质量管理体系无
法保证产品的生产和质量要求等是 9 家
企业未能通过检查的主要因素。

与旧版 GMP 相比，新版药品 GMP
认证更接近国际标准，对企业的生产设
备和管理水平要求也更高。尤其是对
生产环境、设备设施、文件管理、风险控
制等一系列流程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政

府部门监管和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提供
了着力点。

药品监管日趋严格

报告显示，药品 GMP 认证检查数
量较前两年有所降低，但接受整改复核
检查和接收告诫信的企业所占比例明
显上升，前者由 2013 年的 3.25%上升至
2015 年的 7.69%，后者则由 2013 年的
17.81%上升至 2015年的 30.77%。

与此同时，《2015 年全国收回药品
GMP 证书情况统计》显示，2015 年全国
共有140家药企的144张GMP证书被收
回。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有药品生产企业7179家，未通
过药品 GMP 认证的达 1795 家。按照规
定，没有拿到“准生证”的这 1795 家药品
生产企业将一律停止生产。

“新版药品 GMP 认证实施后，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医药行业重新洗牌。”中
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张
林认为，标准严格的认证给药企经营环
境带来了更大的考验，有实力的大药企
纷纷出招力保拿到“准生证”。

不过，通过药品 GMP 认证并非意
味着可以“一劳永逸”。随着今年药品

GMP 认证下放到省级食药监局，省级
GMP 认证检查任务进一步加大，药企也
开始面临更多的飞行检查、跟踪检查、
抽查检查等运动式检查，监管力度也进
一步加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5 月底，
通过飞行检查，全国已有 52 家药企被收
回 GMP认证证书。

前不久，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药品审
核查验中心又公布了 2016 年药品首批
GMP 跟踪检查的 216 家企业名单，多个
省区市也公布了 2016 年 GMP 飞行检查
方案和工作重点。“216家企业的名单数量
比去年增加了20%的跟踪检查企业数量，
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很有可能会继续增
加，飞行检查的力度还会增强。”天津市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中心工作
人员王守斌表示，今后，飞行检查的力度
和严格程度必定会再上一个台阶。

行业将迎整合大潮

目前，严格的飞行检查已经成为药
品的常态监管措施。在飞行检查常态
化、严格化之后，未通过认证、被直接淘
汰的药企数量也随之增加。

“很多未通过药品 GMP 认证的企
业都是小企业，因为无法负担成本而放

弃 GMP 认证，部分中药生产企业直接
转做保健品市场，而很多靠生产批号过
日子的小企业直接选择退出市场。”北
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
臣认为，对于那些拥有多个有价值的药
品批文的企业，即使没有通过新版 GMP
认证，未来也可以与通过认证、实力雄
厚的企业并购整合，实现共赢。而对于
已经顺利拿到药品 GMP 认证证书的药
企，规范生产、提高药品质量才是根本。

值得注意的是，产能过剩、成本上升
等问题始终制约着我国医药行业的发
展。当前，我国药品生产企业整体上小、
散、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市场上药品
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由此造成的生产
经营不规范、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是
引发药品质量安全事件的主要原因。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从行业发展需
要来看，新版药品 GMP认证能“倒逼”药
品生产企业规范产品、提升质量，淘汰落
后企业，为行业龙头和上市企业提供更多
整合升级的机会。未来，国内药企也不能
再依靠低价格低成本竞争，而要在合规的
基础上提高药品质量，提升企业竞争力。
总之，随着新版药品 GMP认证加速推进
以及各项政策措施协调配合，我国药品质
量安全保障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本报讯 记者常理报道：农业部党组成员杨绍品近日
在江苏连云港召开的全国农垦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现场推
进会上表示，2015 年农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7.5%，“十二五”期间农垦系统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规模
化产业化经营、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国家
队、示范区和排头兵作用。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农垦现代农业工作取得的成效
显著。其中，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2015 年农垦农
业总产值实现 3449.67 亿元，农垦粮食平均单产达 489 公
斤。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加快推进，2015 年农垦耕地面
积达到 9486 万亩，种植业从业人员人均经营耕地 39.4 亩,
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股份制、公司制等农业经营形式，农业经营体制不
断完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迅速发展。“十二五”期间，农垦
系统共实现跨区作业和代耕代种代收 2.7 亿亩，培训周边
农民（职工）395万人次，对外供应农作物良种 482万吨。

据悉，“十三五”期间农垦现代农业将以创新驱动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企
业、大产业，构建农垦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具体来看，农垦系统将继续巩固提升农业物质装备和科
技应用水平，积极推进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强
基础设施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努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绿色可持续农业和品牌农业。

现代化步伐加快

农垦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7.5%

本报北京 6 月 15 日讯 记者郑彬报道：去哪儿网和优
步今日宣布将在多个用车细分业务上展开合作。这也是在
线旅游网站 OTA 布局旅游出行领域的探索和尝试。

据悉，此次去哪儿网与优步合作，包括对接去哪儿网用
车平台 API，同时加深在互联网用车平台技术和大数据分
析应用的合作。

据去哪儿网专车事业部 CEO 李乔介绍，目前去哪儿网
专车的规模与市场渗透率正在迅速扩大，国内专车方面，去
哪儿网专车围绕机场、火车站、景区等与旅游相关的专车业
务重点发力，基于用户数据的差异化提供旅游交通专车服
务。截至 2016 年 6 月，国内专车业务已覆盖 68 个城市、数
十万司机。此外，去哪儿网专车将与优步合作市内交通业
务，同时在数据挖掘、司机管理上共享经验与发展。

“去哪儿网和优步合作将有助于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
应。从未来的市场竞争格局来看，去哪儿网会抓住移动互
联网发展契机，把握用户需求，做好线上、线下服务，打造旅
游用车品牌。”李乔说。

去哪儿网与优步展开合作

在线旅游网站布局旅游专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