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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西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05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65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7月2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小天西街69号附50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27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中心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115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66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09月1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成三路16 号附58 号1 楼
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27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华兴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095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67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01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附3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2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工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7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56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4月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工南路 777 号 2 栋 1 楼
1号、2号、3号、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1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80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68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8月17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3 栋
2单元1楼10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5月02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高板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80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6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高板镇杨溪河街8-22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27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青松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48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6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竹篙镇青松街164-17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27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赵家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96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6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赵家镇阳河街88、90、92、94、96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27日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大丰小微支行
机构编码：B0214S251010030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54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9月0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大丰镇赵家寺路60号附6-
7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05日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白江英祥商业广场
小微支行
机构编码：B0214S251010028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55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7月1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凤凰西六路12-1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05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090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61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05月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588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26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51010024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60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4月0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桂湖东路21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12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英县支行
机构编码：A0002S35109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474078
批准成立日期：2009年03月19日
住所：遂宁市大英县新城区天平街228号
发证日期：2017年05月08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cb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
务范围：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本报北京 5 月 24 日讯 记者刘瑾
从国务院新闻办今日举行的吹风会上获
悉：两年多来，“中国制造2025”在智
能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领域持续推
进，取得积极进展，该战略还吸引了众
多外资企业参与建设。

在吹风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辛国斌介绍，“智能制造水平继续提
升，标准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建成一批
智能化工厂、数字化车间，重点行业数
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数字化生产
设备联网率明显提升，个性化定制、协
同研发制造快速兴起”。

“下一步，我们将以高端装备、短
板装备和智能装备为切入点，狠抓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辛国斌介绍，首先是
继续实施“核高基”、高档数控机床与
基础制造装备、大飞机、“两机”等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深入实施增强制造业
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启动实施智
能制造与机器人等科技创新重大项目。
其次，组织开展重大短板装备工程，集
中支持重点领域创新发展和传统产业改
造提升所急需装备的工程化、产业化项
目。再次，加快突破传感器、工业软
件、工控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等突出
短板制约，实现一批智能装备和系统的
工程化、产业化应用。

对于一些国外机构提出“中国制造
2025”政策只适用于国内企业，没有

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说法，辛国斌
强调，在这个战略组织实施过程中，我
们始终坚持相关政策措施适用于中国境
内所有企业的原则。

辛国斌表示，2017 年 1 月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扩大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
干措施的通知》，再次公开明确了外商
投资企业和内外资企业同等适用“中国
制造 2025”战略政策措施。这一战略
实施两年多来，外商参与了高端制造、
绿色制造、智能制造以及设计和创意、
工程咨询、现代物流、检验检测认证等
具体项目，都收到了好效果。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司长李东在会
上表示，C919 首飞试验任务完成以
后，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大家存在着
不同的认识，也有不同意见，一些媒

体说中国的 C919 核心技术都是国外
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C919 项目
涉及上万个配套件，同时有数百家企
业 参 与 这 个 重 大 项 目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需要把上万个零部件，包括发动
机、配套导航设备，按照科学的规律
整合成一个整体，飞上蓝天，这里面
攻克了飞机发动机一体化设计、主动
控制技术等 100 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形成了以中国商飞公司为平台，包括
设计研发、总装制造、客户服务、适
航取证、供应商管理、市场营销等在
内的我国民用飞机研制核心能力。随
着 C919 首飞成功，以中国商飞为核
心，联合中航工业，辐射全国，面向
全球的较为完整的具有自主创新能力
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链正在形成。

5 月 24 日，我国首个 110 米桁架
式自升式海工平台（阿布扎比 SE—
350LB 海工平台）从山东青岛海西重
工有限责任公司码头顺利发运，出口
目的地为阿联酋。该平台可用于海上
修井、采油、风电安装、起重等辅助作
业，船长 82 米，型宽 44 米，作业水深
80 米，可变载荷达 2000 吨，承重 8700
吨，能同时满足250人的生活需要。

该平台的升降系统、推进系统等
关键核心部件皆为青岛海西重工有限
责任公司自主研发制造。其中，190
吨海工平台起重机和总推进功率超过
3000 千瓦的全回转舵桨装置打破了
国外垄断。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进刚摄影报道

“ 中 国 制 造 2025 ”持 续 推 进
外资企业积极参与

本报北京 5 月 24 日讯 记者姜
天骄今天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获悉：除北京、江苏等地行政处
罚关闭夜魅社区、微笑直播等一批

“涉黄”直播平台外，广东、浙
江、江苏、北京、山东、福建等地
对“LOLO”“馒头”“老虎”“蜜直
播”等 10 多个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的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刑事立案侦
查，案件查办进展顺利。

据了解，按照工作部署，各地
“扫黄打非”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加
强行业监管，督促直播平台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机制，
充实内容审核团队，严格落实24小
时监测要求，发现违规直播立即封
停；加强对主播的监管，建立主播

“黑名单”制度及行业通报机制，
对违规主播实行全行业禁入，以专
项整治为主要抓手，推进网络直播

行业生态趋向健康。
“净网 2017”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直播
乱象，全国各级“扫黄打非”部门高
度重视，将打击直播平台传播淫秽
色情信息行为作为今年重点任务，
集中开展违法违规网络直播平台专
项整治。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通
过群众举报、网络监测等渠道，挖掘
并梳理了 30 多条直播平台传播淫
秽色情信息的案件线索下发各地。
各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接到转办线
索后，立即协调公安等相关部门全
力核查取证，并依法依规处罚，严肃
追究涉案的直播平台、主播及相关
利益人的行政、刑事责任。

目前，全国共对 10 多起网络
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进行
刑事立案侦查，多数案件查办取得
较大进展，包括：广东中山 LOLO

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侦查
完毕，4 月初已移交检察机关，对
19名涉案人员提起诉讼；浙江“老
虎”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案，公安部门已抓捕包括“黄鳝
门”女主播在内的 12 名涉案人员；

“馒头”“蜜直播”等多起直播平台
传播淫秽信息案中，办案部门已抓
获多名犯罪嫌疑分子，其中大部分
被刑事拘留。根据群众举报，北京
等地正对 3 条新的直播“涉黄”案
件线索进行查处。

“这些案件中虽然多数涉案直
播平台运营时间不长，但涉案金额
多、社会危害大。这些‘地上’或

‘地下’的直播‘涉黄’行为，严
重挑战法律和社会道德底线，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必须坚决依法从重
打击。”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负责人表示。

严打直播平台“涉黄”

我国将建立主播“黑名单”制度

刚刚过去的这一次党代表和人
大代表换届选举，山东省滨州市滨
城区杨柳雪镇共选举出 217 名党代
表和84名人大代表。镇党委书记张
洪柱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在去
年换届选举工作中，杨柳雪镇提前
组织大家集体收看了辽宁拉票贿选
案等典型案例，敲响警钟。工作
中，杨柳雪镇将上级换届精神和有
关纪律要求与当地实际紧密结合，
完善工作制度和机制，切实把换届
风气监督与“两代表”的把关紧密
结合起来，有效防止代表“带病提
名”“带病提拔”，确保换届选举工
作风清气正。

选好代表是换届成功的前提和
基础。为做好“两代表”提名推荐
考察工作，杨柳雪镇构建起“一个

方案”“两项清单”“三个保障”的
工作体系。记者看到，两项清单，
详细列出 11 项不能提名推荐和 17
项不宜提名推荐的硬杠杠。这两个
清单将代表提名的政治关、素质
关、结构关、身份关都具体化，从
而增强提名的精准度，堵住了带

“病”提名的漏洞。
清单拉出来了，关键是落实执

行。之前考察代表往往是党代表由
党组织考察，人大代表由人大部门
考察。这一次，他们对“两代表”
提名推荐考察工作做了大胆改革，
由基层社区或者主管部门以及纪委
等多部门联合参与，联查联审，实
行谁推荐谁负责、谁提名谁负责、
谁考察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失
职 失 责 的 严 肃 追 责 ， 层 层 压 实

责任。
尹集社区主任李玮说，以前推

荐代表，基本程序就是“开个会、
填个表、盖个章”，我们对于代表
的实际情况往往只是大体知道，了
解得不深、不细。这次考察，要求
考察组成员对考察对象实地考察、
面对面座谈，了解群众的真意见，
最后考察组成员还要在考察材料上
签字。

为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杨
柳雪镇成立了违反换届纪律问题专
项核查组，抽调组织、纪委、派出
所等部门联合办案，保持整治不正
之风高压态势。有了严格的审查核
查机制，个别初步候选人因为计
生、违法等问题被取消资格，确保
了提名质量。

山东滨州杨柳雪镇：

完善工作机制 严防拉票贿选
本报记者 单保江

我 国 首 个 110 米 桁 架 式
自升式海工平台出口阿联酋

本报上海 5 月 24 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海市经济
信息化委与上海市嘉定区政府关于市区深化共建国家智能网
联汽车 （上海） 试点示范区签约仪式暨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上海） 试点示范区合作项目签约活动今天举行，上海市制
造业创新中心 （智能网联汽车） 揭牌。

据介绍，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与嘉定区签订的《关于市区
深化共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上海）试点示范区合作协议》明
确，通过市区共同努力，力争到2020年，依托国家智能网联汽
车（上海）试点示范区和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制造业创新中
心，联合攻关一批、转化推广一批、积累储备一批基础前瞻和
关键应用技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
创新中心；在智能网联汽车研发设计、测试认证、V2X 通讯、
车路联网等领域承担不少于5项国家重大专项，形成10项以
上行业标准，引进建立100名以上高端人才团队，服务相关企
业超过1000家次，孵化30家总估值超过10亿元的创新型企
业，形成千辆级、覆盖 100 平方公里的示范应用规模，保持国
内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引领地位。

本报贵阳 5 月 24 日电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贵
州省首个超算中心24日在贵安新区正式成立。

据了解，贵安超算中心由中科曙光和贵州华芯通半导体
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承建，将按照通用、高效、异构技术的标
准进行建设，浮点运算速度超千万亿次/秒。

据贵州华芯通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武介绍，
贵安超算中心预计在 2017 年内完成第一期千万亿级中心的
建设，并以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最先进计
算技术的国家级超算中心为目标，全力争取参与国家级E级
超算研发等重点科研项目，为贵州省乃至西部的科技创新和
进步提供支持。

有关专家认为，贵安超算中心将成为贵州乃至整个西部
地区重要的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平台，为西部省区的科技研
发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本报北京 5 月 24 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为进一步加
快形成“网络食品谣言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中国食品辟
谣联盟今天发布“亮剑网络食品谣言”倡议书，倡议广大食
品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治理网络食品谣
言的行动中来，建立透明公正的市场消费环境，传播正确的
食品安全知识，共塑中国食品的健康形象。同时，金龙鱼发
布“亮剑网络食品谣言”行动计划，并出资 3000 万元设立
面向整个食品行业的打击食品谣言的专项公益基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颜江瑛认
为，要推动建立社会多元主体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形成全
链条、立体式的治理模式，就必须有更多企业加入进来，为
完善食品谣言“社会共治”模式贡献力量，严厉打击食品谣
言形成的黑色产业链，向网络食品谣言共同“宣战”。

上海制造业创新中心（智能网联汽车）揭牌

贵 州 首 个 超 算 中 心 在 贵 安 新 区 成 立

食品辟谣联盟发布亮剑网络食品谣言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