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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是大家时刻关注的话题，尽管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全球确

诊新冠肺炎病例依旧日日攀升。许多国家进入灾难状态，医护物资严重短缺，防疫物

资不断告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防疫物资生产国，相关企业正全力生产，在满足国

内需求的基础上，积极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帮助，与各国深化合作、携手抗疫。

为保抗疫物资供应全球市场，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积极为医用物资能尽快上市销

售，专门制定了新工作模式，推出了快速办码绿色通道、阶段性降费、产品信息快速通

报、商品源数据免费采集服务等一系列措施，为防疫防护用品的快速流通保驾护航。

近日，又推出防疫物资主数据全球共享计划，为促进全球抗疫胜利再尽一份力量，同

时帮助中国生产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渡过难关。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现在乃至将来要共同面对大流行病的挑战，守望相助，同舟

共济，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确保全球疫情胜利是人类共同的目标。

为全球抗疫贡献力量
策划人 郭哲明 翟亚丽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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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已经将整个世界变成地球

村，所有“村民”的命运早已捆绑在一起。我们在共同

享用和谐共创的果实和机遇的同时，也需要共同化解

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危机。任何引起大范围严重传染疾

病的病毒，不管是天花、埃博拉，还是新冠病毒，都是全

部“村民”共同的敌人。值此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之

际，我们每一位“村民”，都应当，并且必须担负起自己

的一份抗疫责任，以早日战胜病毒，化解危机。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一直不遗余力参与抗疫。为能

让中国的抗疫物资提供给全世界，近日推出防疫物资

主数据全球共享计划，通过 GS1全球数据同步网络

（GDSN），向全世界共享中国防疫物资商品的主数据，

让全世界所有需求防疫物资的组织、公司、个人能够第

一时间获取产品信息、执行标准、图片等数据；还可帮

助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将抗疫产品顺利出口，为促

进全球抗疫胜利再尽一份力量。

Global Data Synchronisation Network (GDSN)是全

球最大的商品数据网络，是促成高质量的商品信息在

任何企业、任何市场之间无缝共享的强大解决方案。

当前，全球共有 44个GDSN认证数据池，向 245个国家

及地区的近 6万个企业、非营利组织或政府机构提供

高效、标准化的数据共享服务。通过GDSN，企业可以

实现自动上传、维护和共享高质量的商品信息，确保贸

易伙伴能够即时获取最新、完整的商品信息，以满足本

地或全球市场的贸易需求。通过加入GDSN认证的数

据池，任何企业都可以进行商品信息的发送或接收。

在数据池中，企业可以创建商品信息内容，并同步发送

给所有贸易伙伴，向所有市场同时分享可靠的数据。

让客户轻松获取准确的商品信息，是企业的一条

制胜之道。无论规模大小，所有企业都需要提供适时、

可靠的商品信息，以造福于终端消费者/患者。GDSN

商品大数据支撑全球抗疫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推出防疫物资主数据全球共享计划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王 华 杨莹曦 毛凤明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数据池团队基于GDSN全球标准，通过整理现有的防疫物资商品数

据，梳理重要的数据元素，形成一套标准的防疫物资商品主数据属性。任何需要防疫物资商

品主数据的机构，都可以通过遍布全球的GDSN网络来快速获取想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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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企业以下强大优势:
•与所有贸易伙伴同步分享实时的商品信息；

•减少数据管理的时间和成本；

•消除繁琐的手动操作，减少信息错误，提高数据

质量；

•快速、轻松地向市场推出新品；

•促进商品信息面向消费者/患者，实现品牌透明。

编码中心数据池团队基于GDSN全球标准，通过

整理现有的防疫物资商品数据，梳理重要的数据元素，

形成一套标准的防疫物资商品主数据属性。任何需要

防疫物资商品主数据的机构，都可以通过遍布全球的

GDSN网络来快速获取想要的数据。

编码中心数据池中现有精选的 2000多家供应商

的 9000余条防疫产品数据可供分享，同时提供其他特

定防疫产品的主数据共享服务，为供需双方架起一座

高效的数据沟通桥梁。

有关防疫物资主数据全球共享计划的实施过程，

如图1所示。

有关GDSN数据同步的具体步骤：

1.确定您是否为GDSN认证数据池的成员。如果

还不是，请加入一个数据池来接收数据。GDSN认证

数据池名单：https://www.gs1.org /gdsn/certified-data-
pools。

2.通过您的数据池（买方数据池）订阅编码中心数

据池中现有的中国防疫物资商品主数据。如有不明事

宜，请联系您的数据池客服人员。

3.如果您需要特定供应商为您提供特定防疫物资

商品主数据，请您或您的中国供应商联系编码中心数

据池。联系人：毛凤明；联系电话：+86（10）8429 5410；
邮件地址：maofm@ancc.org.cn。

4.通过GDSN进行响应，对您收到的数据给出反

馈。如有不明事宜，请联系您的数据池客服人员。

图1 GDSN数据同步流程

3.订阅数据
4.发布数据

卖方 卖方数据池（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买方数据池 买方

1.上传数据
2.注册数据

5.接收反馈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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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抗击疫情，帮助企业和商家尽快复工复产、渡过难关，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率先联合美团点评发布《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快速办码与商品快速上架指南》，为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快速办理商品条码、快速通报

商品信息、商品快速上架提供实施指引。同时也为企业从申请条码的源头到商家上架售卖的末端全过程，推出了

一套智能技术解决方案，基于双方数据库信息和商家端软件升级，美团平台上的超市、便利店等经营标准商品的

商家，扫码即可完成商品信息输入，实现秒级创建新品，大幅提升供给侧的效率。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携手美团发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快速办码
与商品快速上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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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快速办码绿色通道

自 2020年 1月 29日起，全国物品编码机构暂缓办理窗口业务和现场培训，美团商户可通过中国物品编码中

心网上业务大厅（http://wsdt.gs1cn.org/anccoh/）在线办理条码业务。对于涉及医用物资和疫情防控必需品相关生

产企业，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辟了绿色通道，启动 24小时快速响应机制，协助相关物资尽快进入市场，投入到疫

情防控一线。同时，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决定自 2020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采取阶段性减费措施（查看详情 http://
www.gs1cn.org/），协助企业复工复产，共同渡过难关。

二、商品信息快速通报秒级上新

疫情期间，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联合美团点评专门针对防疫防护物资提供了产品信息快速通报、快速上架的服

务，企业打开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官方网站（http://www.gds.org.cn/），凭条码卡号和密码直接登录，当天办码当

天可以通报数据，数据将会及时同步进入美团商品系统，只要启动“美团外卖商家”App中的“扫码新建”功能，即

可快速扫描商品外包装条码并完成商品创建，实现“一秒上新”。助力防疫防护物资快速上市流通，为消费者能够

通过美团平台迅速购买防疫产品提供了支持。

三、免费为防疫防护用品生产企业进行商品源数据采集

为帮助疫情期间包括美团平台商户在内的生产防疫防护用品企业的商品尽快进入流通领域，让消费者能更

准确、及时的从线上线下等渠道获取到相关商品信息，同时减轻企业商品数据采集费用负担，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向全国物品编码分支机构下发了《关于加强防疫防护商品源数据采集的通知》，要求全国商品源数据采集服务工

作室（查看分布 http://www.gs1cn.org/UserFiles/Image/2019image/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商品源数据采集服务工作室

（2020年）.jpg），为医疗物资及防疫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免费进行商品源数据采集服务，采集的数据将及时同步美

团点评商品系统，将全力帮商家缩短从发布商品、货物管理、商品销售全链路中的每一步流程，助力传统零售业真

正实现数字化转型。

四、条码在线咨询及服务

在疫情期间，通过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提供的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专区（http://www.gs1cn.org/LeaguerService.
aspx）、4007000690服务热线、微信公众号、云呼叫系统等远程服务渠道可以为包括美团平台商户在内的企业提供

在线咨询服务。

美团闪购商家可通过拨打商服咨询电话10105557在线咨询。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美团点评集团

2020年3月6日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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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突然来袭，防疫防护用品成为捍卫人民健康

安全的重要保护伞。湖北作为疫情防控主战场，一直

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省内防疫防护用品生产企业争分

夺秒与时间赛跑复工复产。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湖北分

中心（以下简称湖北分中主）立足职能职责，发挥专业

技术优势，围绕防疫防护用品，开展针对性免费服务，

全力支持疫情防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积极贡献

力量。

线上条码云课堂，零距离服务再升级

服务不减速，开辟线上办理绿色通道

随着湖北企业陆续复工复产，特别是防疫用品生

产企业，更是开足马力。商品条码是产品上市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湖北分中心为了推动企业产品快速投放

市场，疫情期间开辟了商品条码注册绿色通道，为企业

争分夺秒，通过线上办理渠道及网络、电话在线指导，

一季度帮助全省 463家民生物资生产企业完成条码业

务办理，为企业节省了至少一半的时间，其中 43家防

疫物资生产企业更是实现了申请当天完成办理。

服务不打折，开启湖北条码云课堂

服务速度加快了，服务质量也没有落后。条码虽

小，却有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往常都是采用线下

方式为企业提供培训，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有关疫情防

控工作的号召，并切实做好系统成员的培训工作，湖北

条码云课堂应运而生。此次培训通过QQ群课堂，为

114家企业详细讲解了商品条码的基础知识、网上业

务大厅使用流程、产品数据录入流程以及常见的应用

问题，并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让企业足不出

户即可参加条码业务培训，学习掌握商品条码相关知

识，正确规范使用商品条码。培训获得企业一致好评，

企业纷纷建议尽快开展下一次线上培训。

服务不松懈，探索高效便民长效机制
疫情是困难，也是机遇。疫情期间企业对条码服

务的要求更高，湖北分中心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破除制

约瓶颈，提升服务质量。尽快完善线上培训机制，加大

湖北条码云课堂服务力度，深入了解企业的培训需求，

改进培训内容，除了定期开展基础业务培训外，还将组

织源数据、条码微站、物流标签、UDI等专题培训。同

时，不断加大线上服务力度，梳理优化服务流程，探索

和实施更好更快的服务方式，提升企业使用商品条码

的便利度、快捷度和满意度。

为防疫防护用品流通保驾护航

尽职担当，源数据采集助力产品信息化

为了保障疫情期间防疫防护用品尽快进入流通领

多措并举助力企业抗疫复产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湖北分中心 朱慧敏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湖北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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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同时让消费者能更准确、及时地从线上线下渠道获

取相关的商品信息，湖北分中心积极响应中国物品编

码中心的号召，为防疫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免费开展源

数据采集。湖北分中心以源数据工作室为阵地，以专

业设备和人员为依托，为防疫防护用品进行商品拍照、

商品属性和物理指标的采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

了以仙桃市道琦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 40多家

生产口罩、防护服、药品等防疫防护用品的系统成员企

业，介绍了分中心免费采集源数据的服务，企业非常认

可我们的工作，纷纷寄来产品包装，希望通过源数据采

集实现产品快速上架、产品信息实时发布和多平台共

享。

专业保障，条码质量检测促进高效流通
采集完源数据后，湖北省条码标识质量监督检验

站接过接力棒，为企业寄来的防疫防护用品包装进行

商品条码质量免费检测。高质量的商品条码可以在贸

易往来中提高流通速率，帮助产品在仓储、物流环节做

到无缝对接，减少“误读”或“慢读”，避免造成经济损

失。尤其是出口防疫防护用品，如果因为条码编码错

误、条码符号使用错误、译码错误等条码质量问题导致

收货方拒收，将会给生产企业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

湖北分中心为防疫防护用品生产企业严把条码质量

关，对收到的样品进行专业检测，并针对印刷质量不合

格的条码给出解决建议，帮助企业规范条码使用，规避

条码质量风险。

责任使然，贴心服务为企业纾难解困
在与防疫防护用品企业的沟通中，湖北分中心工

作人员还细心询问企业条码应用情况，了解应用过程

中存在的困难，就企业遇到的出口产品条码、委托加工

条码运用、不同包装层级条码以及UDI编码等问题进

行耐心解答，并为企业在线提供一对一专业技术指导，

帮助企业扫除条码运用技术障碍，为湖北省防疫防护

用品流通及出口保驾护航。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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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全国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

势不断巩固和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

得了积极成效。疫情防控期间，编码业务的线上办理

在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推动经济恢复发展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

在线业务办理的客观形势

在前期疫情防控期间，为避免不必要的交叉感染，

大部分人员采取了居家隔离，大部分城市和乡村也进

行了“自我封闭”，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停滞。但是医

用口罩、消毒剂等防疫物资的大量缺口、传统市场的突

然封闭和物流不畅等因素，使得社会对物资、生活必需

品的需求非但未减少，相反，市场对各种产品的要求却

更加细腻、丰富。为应对特殊时期市场的特殊需求，企

业在产品的生产、流通中也需要做出调整。那么，在疫

情市场下，企业怎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高效、便

利、及时地申请到适合产品的商品条码，使自己的产品

最快速、高效地流向市场呢？

在此形势下，为科学精准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协助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打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加快建立同疫

情防控相适应的服务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的组织方式，

大力推行“互联网+”在线办理新模式，倡导全国各分

支机构通过中国编码APP等科技手段，向社会提供全

球统一编码标识系统和供应链管理标准公共服务与标

准化解决方案，积极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实践证

明，通过条码业务办理的网上实现，既保证了业务的正

常开展，也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疫情传染风险。

在线业务办理的途径及优势

在线业务办理包括：编码中心网上业务大厅、中国

编码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企业可通过以上任意一

种方式进行业务申报，通过自行填报信息、在线支付，

自助完成商品条码注册、续展等业务办理，办事流程简

单易操作，业务办理速度快捷，全程线上操作，无人员

编码业务线上办理推进复工复产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山东分中心 石 婧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山东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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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即可完成业务审批。

办理途径及流程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上业务大厅办理流程

•需要办理商品编码的社会组织可以登录：http://
wsdt.ancc.org.cn/anccoh/网站进行线上业务申报，网站

页面，如图1所示；

•新注册用户，自行注册用户名及密码，即可登录

网上大厅办理相应业务，填报业务信息；系统成员可根

据已注册的用户名及密码，登录网上大厅办理相应业

务，填报业务信息；

•填报完信息后，根据页面提示上传所需证件图

片；

•上传完图片后，网页即可跳转至支付界面，此网

厅支持在线支付和微信支付；

•完成以上操作后，进入等待审核的环节；

•编码中心对符合审核条件的数据进行审核，提交

合格的给予通过；不合格的给予退回，并说明原因；

•业务审核通过后，系统成员对其分配的厂商识别

代码享有专用权。

中国编码APP办理流程

中国编码 APP办理业务的步骤与网上业务大厅

的步骤大致相同，注册用户名（已有用户名的可直接登

录）→选择业务类型→填写业务信息→根据要求上传

材料图片→完成支付（仅支持在线微信支付）→编码中

心审核赋码→系统成员对其分配的厂商识别代码享有

专用权，APP首页，如图2所示（见下页）。

微信公众号的办理方式

关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的官方微信，在公众号

下方的“业务办理”界面中，登记相关业务，如图 3所示

（见下页）。微信公众号办理业务的步骤同中国编码

APP的步骤大致相同，注册用户名（已有用户名的可直

接登录）→选择业务类型→填写业务信息→根据要求

上传材料图片→完成支付（支持微信支付或线下支付）

→编码中心审核赋码→系统成员对其分配的厂商识别

代码享有专用权。

线上业务开展优势

编码中心网上业务大厅、中国编码APP、微信公众

号三种线上办理方式汇集了多种办理途径，企业无论

图1 线上业务申报页面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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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何处，使用何种办公终端，都可以随时、随地实现

线上编码各种基础业务的办理。企业员工不但不用到

各业务大厅办理业务，并且还不受时间、地点、办理终

端的影响，使用电脑或手机即可实现各大业务的申报，

省时、省力，方便、快捷！

在线业务办理的应用效果

对企业而言。疫情期间，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理

完商品编码的相关业务，既保证了对复工复产中企业

对商品条码业务办理的需求，又大大避免了不必要的

人员交往而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

对编码中心而言。多种途径的线上申报模式，大

大提高了编码中心的服务能力，无接触、无纸化办公，

简洁、高效、快速的工作模式，为企业提供了优质高效

的服务，助力企业快速复工复产，并保障产品快速有效

进入了市场。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贵在精准，要

在落实，重在实效。编码中心及全国各分支机构以“互

联网+”在线服务新模式，按下了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

“快进键”，为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稳定有序，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图2 中国编码APP首页 图3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官方微信业务办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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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缩短企业办证时间，提

升办证效率，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官方 APP——中国

编码 APP2.0版本已于 2020年 4月 20日正式上线投

入使用！在即将跨入 5G的时代，“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路”，APP可以更好、更便捷地全天候 24小时

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使用中国编码 APP，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可

以通过手机轻松办理条码业务，快速完成产品通报，

随时解决成员的条码问题，方便快捷地参与各类条

码活动；同时，APP也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各种专业

的扫码查询和条码生成工具，能够识读和生成符合

GS1标准的各类码制，是目前市面上最专业的扫码

工具！

中国编码APP2.0下载方式：

【方式 1】登录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官网，扫描首

页顶部轮播图的二维码下载安装。

【方式 2】APP已在苹果应用商店和腾讯应用宝

安卓应用市场上架，选择在应用市场搜索中国编码，

进行下载安装。

【方式 3】最便捷的方式是拿起手机，直接扫描图

中国编码APP2.0版本正式上线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王利利

GS1产品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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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编码APP2.0二维码

1所示的二维码进行下载安装。

中国编码 APP2.0版本采用全新的界面设计，拥

有更丰富的业务功能，如图 2所示。还具备如下亮

点功能：

【业务办理】

实现条码注册、续展、变更、变更+续展等业务在线

办理，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条码的申请和管理；更有培训

活动、ECR活动、条码咨询等功能。

【实用工具】

提供厂商识别代码查询、医疗追溯码生成、一维码

生成、二维码生成、分类查询、GLN查询、自行车企业代

码公告、校验码计算、国家及地区前缀码查询、境外条

码、缩短码等11个条码小工具。

【产品管理】

可实现产品新增、修改、删除功能，轻松完成产品

数据通报，产品信息安全透明。

【增值服务】

集成条码追溯、条码商桥、条码微站，办理条码业

务更便捷。

【扫一扫】

支持 EAN-13、EAN-8、UPC-A、UPC-E、Code128、
code39、code93、GS1-128、ITF等一维码码制和QR码、

汉信码、PDF417、Data Matrix、Aztec等二维码码制的识

读，更全面更专业地识读符合GS1标准的各类码制。 图2 中国编码APP 2.0版本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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