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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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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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望丛中
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72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8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 09月 1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中路 904-920
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2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犀浦镇
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50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83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 06月 1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天府大道 23
号附 9-15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2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郫都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016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84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 12月 3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西大街 47－
53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2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团结镇
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49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85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 07月 2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团结镇迎宾路五月
花计算机学校旁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2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市桑园镇
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5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97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 03月 14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桑园镇交通街 164 号附 5
号、附 6号、附 7号、附 8号、附 9号、附 10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9月 01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和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51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86
批准成立日期：1992年 12月 1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中和大道二段 2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2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鹭岛国际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50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87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 05月 0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置信路 57 号附 66-
69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2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门大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48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88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 01月 2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均隆街 3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2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马鞍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49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95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 04月 2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马鞍北路 50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9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茶店子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096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79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 10月 0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科北路 75、77、
81、89 号 1 层，金科西路 58 号 7 栋 1 层附 101、
102、103、104、105、106、107、108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08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蒙阳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189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92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 10月 09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濛阳镇濛三北路 703 号至
717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4日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西藏花园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21S251010015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90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2月 1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龙翔路 2 号附 65 号
1层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3日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荆东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21S251010023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91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 08月 1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紫荆东路 96 号紫竹
苑 4幢 1层 82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3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民南路小
微支行
机构编码：B0213S251010005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80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 08月 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45 号 1 栋 1
单元 1层附 1号-03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14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支行
机构编码：B0213S25101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89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 08月 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北泉路 177
号东方华大广场 2栋 1层 1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2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界牌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086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6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 01月 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办事处
中街 163、165、167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24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固驿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98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9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 01月 11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固驿镇卷洞桥街 396、398、
400、402、402-1 号，刘巷子 121 号 2 栋 3 单元 2
层 1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9日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都支行
机构编码：B0207S251010113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67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 02月 0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成灌东路38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19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尚锦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8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71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 07月 0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尚锦路 282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26日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红牌楼小微支
行
机构编码：B0211S251010009
许可证流水号：0056267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5月 1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 9 号红星美
凯龙商场 1楼 B8122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26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蓬溪南街支行
简称：建行蓬溪南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1090012
许可证流水号：00474088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 03月 08日
住所：四川省蓬溪县赤城镇南街 84-86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遂宁监
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1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洪皇冠灯支行
简称：建行射洪皇冠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U35109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474089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 04月 08日
住所：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 3 号
财经大厦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遂宁监
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28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河东新区支行
简称：中国银行遂宁河东新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109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474085
批准成立日期：1992年 05月 07日
住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东平中路 22、24、
26、28号门面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遂宁监
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7年 08月 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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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乐宝奶粉进军港澳——

国 产 优 质 奶 粉 大 步“ 走 出 去 ”
近日，继去年进入香港市场后，君乐

宝婴幼儿奶粉通过审核进入澳门市场，成
为唯一一家进入港澳市场的国产奶粉。

近年来，我国乳制品出口不断恢复，
但始终没有达到 2008 年之前水平，出口
品种主要是液态奶，国产婴幼儿奶粉几
乎没有。君乐宝奶粉先后登陆港澳，被
认为是“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恢复出口
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为恢复消费者信心，我国乳
粉行业企业狠抓质量建设，产品品质大
幅提升。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食品安全监管一司司长张靖表示，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婴幼儿奶粉抽查合格
率达 100%。

但另一方面，算上海淘，去年中国进
口的奶粉几乎占国内总需求的一半，海
淘、跨境电商及洋奶粉的强势竞争，已成
为国产奶粉面临的重要挑战。“向国内消
费者提供与国际市场相同质量水平、相
同价格的奶粉，不断提振我国乳品的消
费信心，非常重要和有意义。”中国国家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管理部食
品农产品处处长张剑说。

君乐宝奶粉成为国内首家获得“三
同（同线同标同质）”认证的婴幼儿奶粉，
这意味着在内地销售与进入港澳的君乐
宝奶粉是在同一生产线上、按照同一标

准生产、达到同一品质。“三同”认证要符
合三个条件：一是企业要具备出口食品
生产企业的备案注册资格，且有实际的
出口业绩；二是企业必须承诺按照“三
同”要求生产；三是企业要获得国际通行
的食品安全认证。“以质量提升为抓手，

以‘三同’工程为平台，可有效保障食品
安全，提振消费者信心。”张剑说。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刘美
菊认为，以“三同”认证作为品质如一的
承诺，坚持优质优价，是赢得消费者长期
信任的有力举措，将成为消费者选择高

品质、有保障、有担当乳制品的一个重要
参考，充分证明了国产奶粉在生产、标
准、品质方面的实力和信用。

进入香港市场一年来，君乐宝奶粉
在香港经历了从质疑到了解、再到认可
的发展历程，目前已初步打开市场，销量
达 6 万罐，货值超过 1200 万港元。越来
越多香港消费者通过脸书等社交平台为
高品质国产奶粉点赞。在 8 月份举办的
香港荷花 BB 展（国际婴儿、儿童用品博
览会）上，君乐宝奶粉展位人气爆棚。

澳门是君乐宝国产奶粉复制香港经
验“走出去”的第二站。君乐宝乳业集团
事业部总经理刘森淼介绍，澳门对于婴
幼儿奶粉的检测标准与香港有所不同，
增加了微生物、禁用物、放射性元素等 15
项检测项目。君乐宝奶粉以优异品质通
过了严苛检测，达到了较高的国际水平。

根据《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
册管理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未
取得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将不得
在境内销售。截至目前，共有 24 家企业
37 家工厂 65 个品牌 192 个配方获得了
国家批准注册，其中中国企业 18 家。“我
们希望更多中国本土企业参与进来，打
造世界顶尖品牌，不仅企业‘走出去’，更
要产品‘走出去’。”中国奶业协会副秘书
长刘琳说。 文/言又新

本版编辑 杜 铭

“2016 年提高跨境贸易税率后，用
户对海淘、代购奶粉阅读兴趣开始衰
减。”日前，今日头条联合《中国食品安全
报》发布了乳业大数据，从第三方角度阐
述了用户眼中的乳制品行业发展现状。

报告显示，我国乳制品行业出现新
的消费特征。如在乳品的关注性别占比
上，女性占绝对主导市场，关注乳品、酸
奶、奶粉的男女用户性别占比比例，分别
达到了 1∶4.8、1∶6.6、1∶14。正如奶粉市
场以婴幼儿奶粉为主，92.08%以上关注

奶粉的用户，也关注了婴儿。出生率高
的地区对奶粉的关注度也更高，广西、山
东、江西成为最关注奶粉的区域。

从品牌市场角度，在最受关注的奶
粉品牌中，洋品牌略占优势；最受关注的
酸奶品牌中，国产品牌是绝对主力。不
同城市对不同品牌的关注度也不相同。
北京用户最关注的是伊利、三元、雀巢，
上海用户最关注伊利、贝因美、雀巢，广
州用户最关注美赞臣、伊利、雀巢，深圳
用户最关注美赞臣、伊利、贝因美。

在头条指数中，带有“海淘”或“代
购”标签，且带有“奶粉”标签的用户占比
均不到 1%。不过，在一线城市，海淘、代
购奶粉的关注数据明显提升。上海带有

“奶粉”标签的用户中，带有“海淘”或“代
购 ”标 签 的 用 户 占 比 分 别 达 1.59% 、
2.14%，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人均奶类消费量 36 公斤，一线
城市每年人均奶类消费量 50 多公斤，乳
制 品 行 业 年 产 值 3800 多 亿 元 ，预 计

2020 年我国奶类总需求量达 5800 万
吨。不过，国内乳业也面临着成本高于
国际、洋品牌高温液态奶和奶粉进口量
有增无减等问题。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刘超表示，近年来中国乳企不断提升国际
话语权，但仍存在消费者信心不足、对行
业现状不了解的情况，洋品牌表现依然强
劲。“以大数据分析形式共同探讨中国乳
品行业发展机遇，有助于了解消费者对乳
制品行业的认识和看法，用科技力量助推
乳品信息传播，精确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
乳品，尤其是国产优质乳品。”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历俊认为，乳制品行业质量安全有质
的变化。全行业对奶源建设、加工、研
发、管控等各个环节质量管理都在加强；
行业更关注科技进步，并从市场和大数
据层面更多、更深地了解消费者需求。

今日头条发布乳业大数据显示：

海 淘 奶 粉 逐 渐 降 温
本报记者 吴佳佳

伊利集团检测人员实时化验检测产品。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摄

让游戏越来越“聪明”

游戏产业加快拥抱人工智能
本报记者 黄 鑫

近日，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RoboCup2017 机器人
世界杯”上，由上海仙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
持的 SRC 战队勇夺小型组冠军，其背后的天使轮投资方
正是国内知名游戏厂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游戏产业拥抱人工智能是大势所趋。从研发到运
营、战略投资，人工智能在游戏公司的方方面面都大有可
为。正如“阿尔法狗”之父、DeepMind 公司 CEO 哈萨比
斯所言，“游戏是测试 AI（人工智能）算法的完美平台”。

“游戏 AI”过去泛指一切非玩家操作的游戏角色，包
括游戏商人、怪物等。这些角色仅仅是按照规则和脚本
活动，一切行为都遵循游戏设计者的安排。随着深度学
习技术突飞猛进，游戏 AI 将会拥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行为举止也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接近人类。

伴随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已开始参与游戏设计。
例如，英伟达正基于机器学习与神经网络技术研发多种
游戏开发工具，其功能包括利用照片自动生成材质、将低
像素图片还原到较高清晰度等。大名鼎鼎的“阿尔法狗”
有一个致力于语音合成的同门“师兄弟”WaveNet，能将
文字转化成接近真人的声音，这项技术成熟后可为开发
公司省下可观的配音费用。英伟达副总裁卡坦罗萨深
信，未来人工智能的输出内容将不仅局限于音画素材，它
们甚至能生成“让人类感到有趣”的剧情、任务等内容，为
开发公司节省更多成本。

游族网络早早意识到人工智能在广告投放方面的应
用前景。游族网络相关负责人介绍，利用人工智能实现
的自动投放即将进入可用阶段，能大幅提高投放精准度
和优化效率，将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广告程序化购买阶段。

人工智能在手机、音箱等小型电子设备以及无人驾
驶汽车、智能家居等方面有着巨大商业潜力，因此成为游
戏公司投资热门。麦肯锡报告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
的风险投资位居世界前三，其中游戏公司功不可没。无
论是想让游戏研发和运营品质跟上智能化时代步伐，还
是提前布局前沿科技领域，游戏公司都渴望把握这次
机遇。

国务院 7 月份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
明确指出，到 2020 年，我国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
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
长点，将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500 亿元，带
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目前，国内外顶级游戏
公司都已将人工智能纳入重点发展方向。可以想见，在
未来的游戏行业，人工智能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报道：日
前，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 编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的

《2016-2017 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系列蓝皮书》在北京发布。蓝
皮书高度总结概括了工业和信息化

各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势，提出了
“十三五”规划关键年发展需把握的
重大问题，创新性地推出了中国智
能制造发展、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
中国新兴产业投资等蓝皮书。

报告提出，为确保“十三五”规

划落实，要注意把握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推动
网络强国建设这三方面要素。

报告判断，大数据产业将继续
保持快速发展，工业大数据对智能
制造的赋能效应进一步释放。

《2016-2017 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系列蓝皮书》发布

日前，咨询机构埃森哲发布了
研究报告《发现新动能：中国制造业
如何制胜数字经济》。这份报告是
埃森哲与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
究中心和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盟合
作完成的，研究了六大制造业行业
的 170 家中国上市企业，并分析了
其数字化情况和经营绩效。

报告显示，仅有 4%的企业成为
“数字领军者”，即成功地将数字化

投入转化为出色的经营绩效。19%
的企业被归类为“数字实践者”，已
经开始打造数字能力，但经营上未
见明显提升。还有 19%的企业被称
为“传统商业领袖”，尚未重视数字
能力，依靠积累维持经营优势。此
外，58%的企业在数字化投入和经
营业绩方面都表现欠佳。

埃森哲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
副主席吴琪表示：“数字化转型不是

企业锦上添花的工程，不能让数字
化停留在某个部门，而是要使数字
化转型贯穿于整个组织和各职能部
门，推进全面、深度数字化。”

他建议，企业要积极采取措施，
着眼企业转型，而非局部修补；以开
放促创新，打造数字运营；以体验为
核心，提升客户价值；推动变革文
化，以高度灵活性和强大适应性为
数字未来做好准备。

对 170家上市企业研究发现：

企业应通过数字化转型挖潜增效
本报记者 熊 丽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记

者杨骏 刘石磊） 去年“阿尔法
狗”战胜韩国棋手李世石，需要耗电
数 万 瓦 、依 赖 体 积 巨 大 的 云 服 务
器。一年多后，一个小小的人工智
能芯片，就可让手机、手表甚至摄像
头都能和“阿尔法狗”一样“聪明”。

2017 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上，华为推出麒麟 970 人工智能手
机 芯 片 ，内 置 神 经 元 网 络 单 元

（NPU），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让
手机的运行更加高效。

现有芯片种类繁多，为何还要
人工智能芯片？随着手机智能应用
越来越多，传统芯片要么性能不够，
要么效率不足，难以支撑人工智能
所需的大规模神经网络运转。

目前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上

层的应用都依赖于底层核心能力，
而这个核心能力就是人工智能处理
器。如果在芯片上不能突破，人工
智能应用就不可能真正成功。可以
说核心芯片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战略
制高点。

用于图像处理的 GPU 芯片因
海量数据并行运算能力，被最先引
入深度学习。2011 年，当时在谷歌
就职的吴恩达将英伟达的 GPU 应
用于“谷歌大脑”中，结果表明 12 个
GPU 可达到相当于 2000 个 CPU 的
深度学习性能。之后多家研究机构
都基于 GPU 来加速其深度学习神
经网络。

然而，随着近两年人工智能技
术的迅速发展，GPU 在三个方面显
露出局限性：无法充分发挥并行计

算优势，硬件结构固定不具备可编
程性，运行深度学习算法能效不足。

全球科研界和企业于是竞相开
发更加适用的人工智能芯片，尤其
是适用于移动通信时代的芯片。

华为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寒武纪”项目团队共同开
发的麒麟 970 人工智能手机芯片，
首次集成 NPU，将通常由多个芯片
完成的传统计算、图形、图像以及数
字（数位）信号处理功能集成在一块
芯片内，节省空间、节约能耗，同时
极大提高了运算效率。

据预测，类脑计算芯片市场将在
2022年前达到千亿美元规模，其中消
费终端将是最大市场，占据98.17％，
其他需求包括工业检测、航空、军事
与国防等领域。

华为推出麒麟 970人工智能手机芯片

点 亮 人 工 智 能 时 代 需 专“ 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