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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物联网已不断渗透发展到多个行业，

通过感知识别技术，让物品“开口说话、发

布信息”，这是物联网区别于其他网络的

最独特部分。物联网通过装置在各类物

体上的RFID电子标签、传感器、全球定位

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利用

传感技术、无线通信技术，按约定的协议

把物体与互联网联接起来，来完成信息交

换和通信行为，最终实现智能化识别、定

位、跟踪、监控和管理。

•物联网事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RFID技术在烟

草行业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利用RFID技

术对烟叶物流进行动态管理体现了当今

物流自动化的发展趋势。在烟叶物流的

烟叶烟包的检测中，应用RFID技术可提

高检测效率，推动烟叶烟包检测的自动

化。

•现代物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现代物流

逐步跨度到了智慧物流的新阶段，互联

网思维对物流行业的冲击与再造也达到

高潮。面对智慧物流和互联网经济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自动识别企业如何充分

利用自身优势助力物流企业创新，转型

升级，推进智慧物流行业应用。

下期选题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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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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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情怀与利益驱动

每年春季，自然界从惊蛰开始，万物生长。

每年春季，社会各界会聚焦“两会”，各个领域通过“两会”中传达出的信

号，分析态势，预知未来。

“强化创新引领作用，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启动

一批新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

中心，培育壮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持续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加快建设质量强国、

制造强国……”。

这段引自“两会”政府报告的文字，充分明确“质量强国、制造强国”需要

技术创新的支撑，更需要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涌现。

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歇，经济下行压力也不会放缓，对具

有树立自身品牌情怀的企业来说，2016年以后的岁月是挑战，更是机遇。

在行业激励转型升级中，企业在商业规则中不可回避利益驱动的原始

目标，那么如何将情怀与利益驱动二者有机结合，有效平衡，是企业细分市

场，练好内功的根本。

激发企业家精神，逐渐向具体领域深入，准确掌握行业应用要点，制定

业务规划，步步为营，走出一条足够灵活机制优势，保障快速响应的个性化、

差异化的业务拓展之路，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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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农户协会肯定GS1在可持续农业中起到的作用

国际贸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ITC）可持续发展项目贸易组组长Joseph Wozniak表示，GS1与 ITC开

展合作，推广GS1 Blue Number项目，积极参与联合国全球项目，对全球可持续农民的注册进行管理。此次注册将为

农民、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建立一种通用语言，以便在食品购买和食用过程中能够进行信息交换。同时，用户在注册时

还将获得一系列的农业可持续案例、相应标准及鉴定证书，帮助食品供应链中所有参与方实现联合国全球目标——食

品安全和可持续消费/生产。

Blue Number活动由联合国发起，Blue Number由GS1签发，并免费提供给用户使用。Blue Number是唯一 ID，

用来在食品和农业供应链中的任何部分标识出具体的农场或企业。通过Blue Number，农户和企业可以为自己产品、

服务和生产创建一个永久标识，用于贸易或出口，也可自行决定代码中包含的信息数量及内容，如农户名称、农户性别、

农户产品及联系信息。一旦注册，农户将与外部市场相连，能够与其他贸易伙伴、利益相关者、监管机构信息互享。农

户和企业也可以从政府、各组织机构获得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持。注册处等同于Facebook或Linkedln模式的农户

专业化社会网络。

在Blue Number项目中，GS1注册将帮助小型农户更加明确其在全球食品供应链中充当角色；保障食品跨国资源

的可持续化；政策制定者利用大数据，更好服务于可持续农业项目；使消费者能够更清晰了解所购买产品属性。

Google要求卖方（实体零售企业）填报GS1条码

Google官方指出，自 2015年 9月 15日起，在其官方网站进行交易的所有卖方提供的商品信息清单，必须包含

GTIN。Google明确指出，将坚决抵制未提供GTIN信息、或提供GTIN错误信息的卖方。Google发言人表示：“我们发

现，卖方提供的数据信息中增加GTIN后，可以更好地与Google的商品购买目录相匹配。早期测试显示，包含GTIN的

商品购买目录匹配度高达40%，并且更多用户会点击有GTIN的商品。”Google这一举措致使来自澳大利亚、巴西、捷克

斯洛伐克、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士、英国和美国的所有卖方在提供商品信息时，需要提交真实准确

的GTIN清单及新产品品牌。GS1澳大利亚首席营运官Mark Fuller认为：“随着时代变迁，企业需更积极接受时代向数

字化转变这一过程。同样，为改善线上和移动搜索结果、提高产品数据质量，Amazon和 eBay也将对卖方提出提供

GTIN的要求，淘汰未使用GTIN的卖方。” （编译：景珊）

环球速览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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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美国工艺品编织篮计划

GS1美国工艺品编织篮计划吸引了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3000位手工艺师参与。由于供应链分散较广，所

涉及地区范围较大。作为供应商，手工艺师对产品库存难以管理，对质量把控存在一定局限性，尤其是很难做到按时发

货和现金支付。

为此，GS1美国为工艺品编织篮计划中的每个篮子分配了一个GTIN，将对应的商品条码印刷在篮子上。通过采用

GS1标准这一方法，不仅简化了工艺品编织篮流通流程，还为消费者与手工艺师之间建立沟通纽带。通过改善库存管

理和加急运输，提高供应链效率；运输前扫描篮子上条码，统计编织篮数量，代替之前的人工统计；订单准确率提高了近

90%，货运损耗从19%降低至2%；供应商透明化使消费者直接向手工艺人下订单的订单率提高了63%，消费者花费在

联系手工艺人上的时间节省了49%。

（编译：景珊）

采用GS1数据矩阵码实现疫苗追溯

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在坦桑尼亚开展了针对疫苗追溯的项目，旨在证明通过使用条码是否可以成功实

现对疫苗产品的追溯。

项目中，辉瑞制药有限公司（Pfizer）将一批带有GS1数据矩阵码标识的疫苗产品运输至坦桑尼亚。在疫苗产品二

级包装上标有GS1数据矩阵码，码中信息包含了产品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批号和有效期。此标识信息与近期

世界卫生组织（WHO）所建议的在所有包装层级上（除了初级包装外）使用GS1条码相一致。鉴于项目后期反响强烈，

PATH计划在整个坦桑尼亚实施此项目，并考虑扩展到其他国家。同时，PATH还计划未来将此项目操作流程复制在其

他产品上。

除Pfizer之外，更多生产商在运输产品时也都采用WHO建议的基于GS1标准的产品标识。PATH已发布针对产

品标识、标印技术的操作指南，用于对生产商进行指导。 （编译：张媛）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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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智付广州上线

三星智付 (Samsung Pay)近日

在广州上线。三星移动支付支持

NFC(近场通信)技术，采用硬件隔离

方式保护消费者账号安全。

除了NFC支付技术，还支持创

新的MST(磁信号安全传输)技术，既

可用于NFC终端POS机，也可以用

于没有NFC功能的磁卡式POS机，

因而能够在绝大部分有POS机的线

下商家中使用。

杭州智慧医疗服务升级

“杭州智慧医疗”由杭州市卫计

委及市民卡联合推出，这一便民服

务入驻支付宝后，用户只需要找到

杭州城市服务的“智慧医院”功能，

或者在支付宝服务窗搜索“杭州智

慧医疗”，就可享受包括杭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等全杭州10家市级医院的

挂号、报告单查询等功能。

贵州ETC已100%覆盖

贵州省“十二五”期间，依托“云

上贵州”平台，加强智能交通云平台

建设，已经实现全省高速公路视频

联网,累计完成6万台客货运车北斗

卫星定位终端的设备安装，贵遵高

速服务区的免费WiFi全覆盖，贵阳

到息烽段实现全程免费WiFi，形成

了全国领先的交通行业云计算平台

和大数据应用示范基地。

在贵州省高速公路的重要路

段、事故多发路段、服务区等监测和

气象设施已实现100%覆盖，在主要

城镇的出入口收费站ETC(不停车收

费系统)覆盖率达100%。

哈尔滨开展医保卡网上

购药试点

哈尔滨市人社局拓展医保网服

务功能，推进“互联网+”业务，利用

手机和银行网银实现网络购药个人

账户支付，已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开

展医保卡网上购药试点，并将陆续

在哈尔滨市推行。市民可通过关注

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政策问答、查询

经办流程，咨询职工医保、居民医

保、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模式、各区经办

机构地址和联系电话、住院、异地就

医政策，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标准、申

报流程、定点医疗机构等内容。

移动支付使中国人进入

“轻现金”生活

截至目前，已有约 3.58亿中国

人(相当于中国网民的一半)在使用

移动设备进行支付。在快速增长的

移动支付市场，有200多家公司正在

展开竞争。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市场

中占主导。中国“轻现金”生活方式

预示着移动商务将进一步改变中国

人的生活。

多家银行ApplePay支持

ATM取现

日前，苹果2016春季发布会召

开，iPhoneSE发布，支持ApplePay。

多家银行目前支持ApplePayATM取

现，如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光大银

行、招商银行等。

海南将扩展社保卡的应

用服务

海南省陆续通过社会保障卡发

放养老金、医疗个人帐户等待遇。

从 2016年 1月 1日起，海口本级参

保人在各定点医疗机构须凭社会保

障卡才能进行医保报销。

目前已有多家医院完成系统改

造，持社会保障卡可在医院进行自

助挂号、缴费。持卡人也可持社会

保障卡在社保经办机构、就业服务

业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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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农信社营业网点的社保金融

自助一体机上查询个人参保信息和

缴费记录。社会保障卡首次开户免

收工本费，免年费、小额账户管理

费，养老金代发人员每月免收5次全

国跨行 ATM取款手续费。

大数据“颠覆”保险业

“ 互联网+” 改变保险精算

系统

中国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

保险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一款重疾

险，通过各种穿戴设备记录天天慢

跑数据再上传微信即可生成积分，

积分可转化成保费优惠。

实时核保、实时定价等新技术

应用，将使一车一价车险、带病投保

健康险、弹性保额重疾险、防误导销

售变得可行。

不仅车险将被大数据、物联网

颠覆，借助新技术家财险也将发生

根本性变革。保险公司可以给客户

家里安装监测煤气泄漏的传感器，

早发现早预防，降低火灾发生率。

大连联通助推“互联网+

旅游”建设

辽宁大连联通与大连市旅游局

达成“旅游+互联网”战略合作，共同

打造智慧服务、智慧营销、智慧管理

三位一体的智慧旅游服务平台。

该旅游服务平台通过联通的

WiFi覆盖，游客能免费上网，浏览各

景区推送的旅游景点信息及宣传资

料，观看和拍摄视频，同时可使用手

机移动支付购买电子门票。在旅游

景区方面，可完善监控管理，及时掌

握游客的需求从而为游客提供便

利。对于各旅游景区的管理层来

说，以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为基础，

打造了更加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澳大利亚医院使用RFID

技术跟踪血液制品

澳大利亚公共病理学机构

NSW Health Pathology在悉尼附近

的 Liverpool医院使用RFID技术跟

踪血液制品从存储冷柜到使用的整

个过程。

医院手术室内安装带锁Space⁃

Code智能冰箱，用于识别存储在内

的RFID血液制品。使用时，员工从

冰箱中取出，如果血液没有使用，将

被送回冰箱中存储。第二天，这些

未使用血液将送回血库存储。

智慧停车提速出行生活

麦德龙天河商场引入 ETCP智

能停车系统，该系统由设置在车场

的高速道闸机、高清车牌识别摄像

机、LED显示屏、多功能机箱、车检

器、配套电脑等组成。融合了通信、

控制、数据库等技术手段，通过云端

实现大数据收集，实现了车牌识别、

电子支付、自助付费等功能，目前系

统已实现稳定高效运行。

重庆ETC进驻金山立体

停车楼

重庆高速 ETC进驻渝北区金山

立体停车楼。金山立体停车楼高七

层，可停放 1300辆车，除了 ETC不

停车支付功能外，还有反向巡查系

统可以快速找到爱车。

ShopWithMe 全球首家

智能店铺

美国ShopWithMe智能店铺目

前 正 作 为 美 国 鞋 履 品 牌 Toms

Shoes和女性服饰品牌Raven +Lily

的快闪店。店内所有的商品都被提

前嵌入了RFID标签，当消费者将物

品放在触摸屏附近时，读取器便可

读取到标签 ID，并显示商品相关信

息。触摸屏还会显示消费者店内特

定商品的位置或提供店内无库存的

商品信息。消费者可以对品牌的产

品内容按照各种分类标准进行初步

筛选，了解所选中产品的具体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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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与远

望谷签署联盟协议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与远望谷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为期数年

的联盟协议。远望谷将独家供应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梦想护照。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梦想护照是

全球迪士尼乐园中首次推出的互动

式护照体验，采用射频识别(RFID)技

术，为到访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游

客特别设计。这一纪念护照将为游

客带来互动式的游园体验，并作为

特别纪念品珍藏。

NeWave发布RFID地板

安装门禁

RFID企业NeWave Sensor So⁃

lutions 发布了地板安装门禁产品

(Wave-PFM1)，它可固定在地板或

安装在一个便携式橡胶底板上。并

且可连接到任何符合EPC Gen 2标

准的超高频(UHF)RFID读写器，适用

于活动和贸易展览及需要灵活移动

的测试应用。

该门禁的重量为 25磅，有两个

内置的NEWAVE天线，门禁的大小

为6英尺*8英寸*3英寸。可对整个

门区提供全面覆盖，提供先进的超

高频标签读取，并涵盖所有标签项

目的活动。

南通明兴将RFID技术应

用于服装吊挂生产领域

南通明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将

RFID识别技术运用到服装吊挂生产

线管理领域。

采用该技术后，比传统的针、梭

织服装流水线生产效率提高了

35%-45%以上，复杂时装生产效率

提高 65%，特别适用于羽绒服、夹

克、裤子、牛仔、西服、衬衫及户外运

动服等复杂服装的生产管理要求。

新加坡零售企业 Decks

采用RFID技术

新加坡零售商Decks使用RFID

技术在35家门店内管理库存及交易

过程。

供应商收到Decks订单后，使

用SATO打印机打印并编码RFID标

签。接着，供应商在工厂附着这些

标签后发送到Decks在新加坡的配

送中心。在配送中心中，Decks安装

了内置 Zebra FX9500 UHF 固定式

读取器及AN480读取天线的入口。

货物到达时，工作人员会根据读取

器屏幕提示使用SATO软件中的“货

物接收”功能。标签读取后，会和订

单信息进行关联，并更新状态。配

送中心将补货订单物品送到门店

时，员工使用读取器入口读取物品

RFID 标签，然后数据更新到软件

中。购买物品时，消费者需走进自

助收银处，内置的Nordic ID Sampo

读取器可读取到标签 ID，读取器会

更新库存数据，显示出已经售出的

物品，从而更新补货数据。

华夏银行推出HCE云闪

付卡

华夏银行携手银联，推出华夏云

闪付卡业务。通过手机银行办理申

请，客户即可将华夏云闪付卡虚拟

下载至手机中。客户消费时，只需

点亮手机屏幕，靠近POS机相关区

域，在POS机上输入密码，即可完成

卡片支付。

挪威眼镜公司使用RFID

技术跟踪运输信息

挪威网上眼镜公司 Extra Opti⁃

cal试点RFID配送解决方案，以自动

跟踪眼镜配送并在眼镜即将交付到

消费者家中或办公室时发出通知。

企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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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在快递上附着了RFID标签，

在Posten配送中心安装了读取器，

并使用Consignor提供的软件将每

个标签唯一 ID号码和对应配送信息

互相绑定。眼镜配送时，该软件还

会发信息给托运人。

Extra Optical 使 用 Consignor

提供的软件打印每件物品的 RFID

标签并将 ID号码和运单号码互相绑

定。标签创建完毕后，Consignor会

向挪威邮政发送一个标准电子数据

交换(EDI)信息，这样承运商便知道

运输货物即将到达的记录。

当包裹到达 Trondheim的配送

站后，标签会在现场使用RFID读取

器进行读取，这样运输号码便可和

标签 ID在挪威邮政的系统上进行绑

定，Extra Optical便可以查看到数

据。眼镜离开配送中心时，这些标签会

再次进行读取，更新运输状态。

航天科工首批“汽车电子

身份证”在深圳投入使用

汽车电子标识集成了车辆号牌

等信息，通过 (射频识别)技术与现有

交通监控设备结合使用，可有效解

决车辆真实身份识别，从源头上杜

绝假牌、套牌、无牌等涉牌涉证违法

行为。

深圳市交警局率先在关注度

高、管理难、具有较大交通运行影响

的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危险

货物运输车辆、校车、教练车等八类

重点车辆安装并进行示范应用。试

点成功后，将把该产品推广至全市

私家车，并集成小区进出门禁、智能

收费、路况及停车位信息定向推送

等智能化应用。还将进一步完善特

定区域申请进出机制，实现无纸化

通行管理以及不停车稽查等应用。

霍尼韦尔宣布收购Movi⁃

lizer公司

霍尼韦尔宣布完成对Movilizer

公司的收购。Movilizer公司创建了

全球首个为现场服务提供应用程序

的云平台，被在外的远程工作人员

用于执行维护、修理、销售、配送和

仓储等工作。

SiTime最新推出32 kHz

Super-TCXO
SiTime推出内建自动校准的

32 kHz Super-TCXO ，体积较传统

石英缩小85%。

SiTime Corporation 为 MEMS

与模拟半导体公司，亦为 Mega⁃

Chips Corporation。 推 出 的 32

kHz Super- TCXOs 的 SiT156x/7x

系列产品尺寸仅 1.2 mm2，较石英

产品体积缩小了 85%。 Super-

TCXOs运用SiTime，准确性可达±5

ppm，不仅可精密计时亦可延长电

池续航力。SiT1568方便客户排除

在系统组装、回流、底填、成模时的时脉

误差。

SMARTRAC 推出无源

UHF湿度传感 Inlay可用于

医疗保健行业

SMARTRAC 推出一款传感器

Patch（无源超高频UHF感湿 Inlay）

可应用于医疗保健领域，照顾者配

备移动阅读设备，如果发生失禁事

件，能够远程检测。该产品配备RF⁃

Micron的Magnus S2芯片，除了帮

助失禁，传感器Patch还可用于工业

应用。它不仅可在纺织品、纸浆和

非织造材料中运行，还能用于纸板、

塑料、石材、木材和建筑材料。

美的RFID识别亮相AWE
在上海举办的 2016AWE展会

上，美的集团展示了全球首款RFID

识别管理(冷冻室食品电子身份证标

识)智能冰箱，BCD-646WGPZV新

品旗舰版。

这款冰箱通过 RFID阅读器与

待储食品的关联读写和识别，用户

只需将储存食品贴上 RFID电子标

签后，就可实时自动识别储存食品

的类别、时间和位置，实现食物电子

身份证的标识。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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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9-30日，2016年全国物品编码工作会

议在云南昆明顺利召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党组成

员、总工程师谷保中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中国物品编码中

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主任张成海作全国物品编码工作

报告。各地方质监局、标准化院以及物品编码分支机构

代表参加了会议。

谷保中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编码中心和全国物品编

码分支机构在“十二五”期间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以及商

品条码在商品全球流通中发挥的“身份证”作用。他传达

了质检总局支树平局长在全国标准化会议上给予标准化

工作“三个前所未有”的肯定，结合标准化改革相关工作，

深刻分析了物品编码事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他要求

全国物品编码机构顺应国家改革大趋势，按照质检总局

和国家标准委的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处理好整体

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跳出

条码看条码，做好顶层设计；主动改革，积极创新工作模

式，建立与物品编码工作相适应的市场化运营体制机制，

推动物品编码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会上，张成海作了题为《凝心聚力 直面挑战 抓住机

遇 深化改革 全面推动我国物品编码事业稳步发展》的工

作报告，总结了全国物品编码工作在“十二五”期间和

2015年所取得的成就，并对做好 2016年的工作做了明

确部署。他强调，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之年。全国物品编码工作要坚决落

实党中央和总局党组、国家标准委的改革部署，稳步推进

机构改革；大力发展核心业务，全面落实基础服务，不断

加快市场化步伐，持续提升科研标准化能力，切实深化电

商、医疗、物流等重点领域推广应用，继续加强国内外交

流合作，努力实现物品编码事业创新发展。

编码中心党委书记张琳作大会总结时指出，谷保中

总工程师专程参加会议，并站在国家标准化事业改革发

展的高度阐述了物品编码工作所面临的形势，为物品编

码工作指明了工作方向。全国物品编码工作者要全面贯

彻落实，切实把握“十三五”发展思路，把思想统一到稳步

推进机构改革上来，把着力点集中到提升市场化服务能

力上来，奋力开创“十三五”发展新局面。

伴随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进程，我国物品编码工作又

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

做好“十三五”物品编码工作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深化改

革、稳步发展的决定和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全体物品编码

工作者的士气。

（王 琳）

凝心聚力 直面挑战 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
——2016年全国物品编码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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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举办的 2016年

GS1全球论坛在布鲁塞尔成功召开。中国物品编码中

心主任张成海率队参加了此次会议。

论坛以“GS1标准拥有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为主

题，就GS1全球战略、零售及消费品、医疗卫生、物流

运输、智能制造、生鲜食品、数字化及创新等重点领域

的开展情况进行了热烈讨论。来自GS1总部，89个国

家和地区的编码组织、世界海关组织、消费品行业、制

造业等750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中国物品编码

中心代表在会上分享了我国生鲜食品安全和追溯工作

经验。此外，会议同期还召开了CEO会议、区域工作

会、专项工作研讨会、项目成果展示会及各类业务培

训，为与会代表快速了解GS1最新标准和创新理念，

分享学习和交流经验提供了良好平台。 （杜 寒）

2016年3月3日，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

码中心）组织的“电子商务质量诚信标准体系研究”会议

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就电子商务产品追溯、电子商务

抽样检测标准研究等方面进行讨论。会议由编码中心技

术研究部主任李素彩主持。编码中心技术研究部、浙江

分中心、山东分中心、深圳分中心的物品编码相关负责人

和技术骨干参加了会议。

会上，编码中心技术研究部王尚书介绍了电子商务

质量诚信体系研究进展，项目拟开展电子商务交易保障

（客体）的信息共享与交换、物流服务、政府监督及行业应

用关键标准与技术研究。与会人员分别介绍所承担国家

标准的背景材料、标准解决问题及研究的工作基础，并对

电子商务质量诚信标准体系进行了讨论。其中，深圳分

中心在电子商务食品、药品、农产品等领域的追溯研究与

应用具有扎实的工作基础，也积极地参与到了电子商务

交易产品追溯标准和相关项目的研究之中。

“电子商务质量诚信标准体系研究”是电子商务保障

（客体）共性技术研究的内容，电子商务保障（客体）共性

技术研究是国家质检总局牵头的NQI专项标准领域项目

的子项目，为打造健全、可信、规范的电子商务交易环境，

实现电子商务产品质量可追溯提供基础保障。通过推进

电子商务质量诚信标准体系研究，将保障我国电子商务

产品可追溯信息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有效促进电子商务

交易质量保障体系，填补电子商务产品全过程追溯体系

标准空白。

（练 晓）

推进电子商务质量诚信标准体系建设
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出席

2016年GS1全球论坛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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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物品编码工作信息化与应用推广业务培训会在重庆召开

2016年3月9-11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

编码中心）“物品编码工作信息化与应用推广业务培训

会”在重庆顺利召开。编码中心总工程师李建辉、重庆市

质监局总工程师钟建东、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院

长范荣妹、编码中心信息化与应用推广相关业务专家、以

及来自全国 47个分支机构的编码分支机构代表，共计

12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涉及物品编码为核心的产品数据采集与应用、

信息化产品设计与推广计划、食品安全追溯业务开展、医

疗卫生工作实施及机构品牌建设几方面内容，为全国物

品编码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开展信息化与应用推广业务明

确了工作思路与方法。使全国物品编码相关工作者全面

掌握编码产品数据采集与应用、条码微站、数据共享中心

等信息化业务动态及推进安排，学习物品编码在食品安

全追溯、医疗卫生、GS1品牌一致性工作的技术知识与实

施思路，抓住机遇、切实推进物品编码事业健康发展奠定

基础。

会议指出全国物品编码工作机构要顺应改革形势、

提高服务能力，在做好商品条码注册续展业务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扩展服务内容，推进物品编码在各领

域的深入应用，全面服务于我国商贸流通、电子商务、食

品安全追溯等各领域的发展，为企业、社会大众、政府管

理部门提供深层次服务,促进编码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阿里巴巴“码上淘”产品专家，为大家介绍商品条码

在淘宝平台的应用及对商品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分享

生产企业如何在淘宝平台运用高质量产品信息获得更多

机会进行产品营销与推广，并表示未来商品条码在阿里

巴巴平台的应用将更加全面与深入。 （张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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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中国自动识别设备制造商联盟主题活动

“跨界融合，共享共赢”在深圳顺利举行。本次活动得到

了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有限公司、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自动

识别行业领先企业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还吸引了协

会和联盟外的诸多跨界企业参与，极大促进了联盟成员

之间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合作共赢，并为参会企业搭建

了一个联接更多跨界资源的平台，对于促进相关企业和

行业的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当天，参会人员首先参观了远望谷射频识别产

业园、远望谷物联网产品及应用展示中心、电子标签生产

线以及射频智能实验室。远望谷物联网产品及应用展示

中心是国内最具规模的展示中心之一，展现了远望谷的

物联网核心技术、产品及其在铁路、图书馆、烟草、农牧、

零售供应链等领域的成功应用案例，使大家对国内RFID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跨界融合，共享共赢”交流研讨会上，联盟轮值主

席无锡盈达聚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冬生首先代表联

盟做开场致辞，强调了联盟的三大宗旨：促进联盟企业发

展，推动自动识别行业发展，加强自动识别行业的标准制

定。他希望联盟活动能为成员企业搭建一个充分交流的

平台，通过企业家之间的思想碰撞，促进企业家的思维快

速迭代进化，从而推动企业发展。他说，物联网市场的启

动，给自动识别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但同时也充

满了极大的挑战。作为2B企业，应该关注行业应用，深

入了解客户需求，特别是要关注来自小微客户的需求，因

为来自客户的需求才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并且，

作为设备制造商，应立足自动识别设备的核心技术——

数据采集——规划企业的发展战略，同时放眼大数据、云

计算、Saas服务等领域。

来自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郭

栋，与参会人员分享了移动互联时代与条码的关系，指出

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进步极大推动了条码技术的进步，促

进了条码行业的发展，使国内条码企业与国外的知名企

业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并在未来将改变自动识别行业的

市场营销、竞争关系等。郭栋强调，作为国内自动识别设

备制造商，应加强核心技术能力建设和标准建设，开放合

作，促进自身企业和行业的共赢发展。

深圳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武岳

山与大家分享了远望谷在RFID领域的发展历程,山东新

北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青松为大家分享了专业

打印设备、浙江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博分享

了指纹识别的先进技术和应用，纷纷论证了深入行业、了

解客户需求、建立完善的产业发展链条、保持领先的技术

优势对于设备制造商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来自广东捷宝、上海世麦智能、北京思必

拓、广东旭龙物联、深圳博思得等众多业内企业的参会代

表纷纷介绍了各自的技术、资源和需求，以及对行业发展

的认识和企业发展的战略探讨。

（殷秀凯）

中国自动识别设备制造商联盟

举行“跨界融合 共享共赢”主题活动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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