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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智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依
托国家“互联网+”和“一带一路”的发
展战略，整合线下实体商家和生产厂
家，布局线下百业联盟，打通线上云
商城，让所有的产品都在云端销售。
白银智勤积极响应“上云用数赋智”
行动，建立网红经济、短视频创作带
货、图文带货等新业态，挖掘内需市
场潜力。

白银智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
直秉持着诚信为本的服务理念，以消
费者为中心，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
供高品质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

白银智勤 2021 年 2 月成立于甘

肃白银，系上市公司香港智勤控股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
主要以供应链服务、线上资源商品销售
为主。

公司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铸
造民族电商品牌”为宗旨，致力打造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电子商务平台，
实现网络一站式多元化服务。同时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在增强消费者信心的同时与联盟
商家、厂家、会员形成“共荣、共赢、共
通、共享”的经营环境，为区域经济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国家和社会做
出更大贡献 （郝海清）

近日，由数央网、数央公益联合环球
经济报道、中国财经网、中国商业网等国
内众多财经媒体共同发起的 2021第二
届国际品质节暨全球消费领导力峰会在
北京金龙潭大饭店盛大开幕，国内外知
名企业家、投资人、媒体人以及跨领域的
商业精英共聚一堂，分享观点，激发思
考，共同探寻品质升级路径。

佳宁娜作为口碑品牌、品质品牌的
践行者参与 2021国际品质节暨全球消
费领导力峰会，凭借多年来的产品品质
及消费者口碑，在本届品质节活动评选
中，经组委会提名推荐及评委会审议，获
评两项大奖。

“佳宁娜”源于 1981年，“佳宁娜”之
名取自“家己人”的潮州话谐音，在粤港

澳大湾区具有广泛影响力，深受消费者
信赖和喜爱。

佳宁娜精细潮州菜于 1981年在中
国香港湾仔开设首家门店后，由马介璋
及马介钦于1988年引入中国内地，并先
后在深圳、海口、昆明、益阳、东莞开设多
家分店，成为了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乃至
内地的第一家外资潮州菜品牌，经过四
十余年发展，以正宗、精细等特色成为了
正宗潮州菜的代表品牌。

佳宁娜食品在香港、深圳、海南、昆
明四地建立了近 10万多平方米的现代
化食品生产基地，实现了生产过程全程
监控、全方位透明化无菌生产，产品涵盖
中秋月饼、端午粽子、糕点饼食、腊味、年
糕、西饼面包、休闲手信七大系列。龙头
产品月饼主打香港广式及潮式月饼，享
有“香港广式月饼名家”的称号，佳宁娜月
饼精选优质原材料，继承潮式传统工艺，
博采现代先进工艺，创新性的开辟了“酥
皮”制作工艺，成为国内酥皮类月饼的扛
鼎品牌。佳宁娜月饼连续15年荣获“深
圳月饼节质量信誉奖”、并荣获“中国烘
培广式月饼金奖”、“中国烘培潮式月饼金
奖”、“中国烘培十佳名牌月饼”、“中国烘
培老字号月饼“等多项荣誉。

佳宁娜在此次活动中收获两项殊

荣，是对佳宁娜多年来打造品质品牌、口
碑品牌的认可，也是对近年来佳宁娜在
打造产品品牌、开展产品创新、提升信息
化水平等方面积极进行老字号企业创新
发展所取得成绩的嘉奖和激励。

在时代的光辉下，佳宁娜坚持“品牌
化、规范化、专业化、个性化”的发展目
标，坚守在产品、服务、品牌上的“质造”
精神，通过多维度赋能打造品牌口碑，在
历练中不断沉淀，顺势而上，为消费者呈
现始终如一的美味和品质。

（曲 雅）

上海劲马车辆有限公司近日发
布了科技创新成果一一多功能特种
汽车，该技术采用了物理、机械、电
学、力学、材料学、自动化控制、信息
远程技术、新材料。面对当前全球局
部地区领土纷争日益加剧，冲突与博
弈在所难免，在全球气候异常变化导
致的地震、海啸、台风、暴雨、干旱、
洪涝、人为事故，暴力行为的天灾人
祸面前，必须有居安思危，防患于未
然的战略准备与有效手段，必须在产
业化及面对突发性状况下，防止导致
社会大面积的混乱，大面积、长时间
断电、断水、断通讯、断交通状态下需
第一时间保障部队或武警的有效处
置能力，第一时间实现救人、送物、医
疗、抢险、制净水、烧饭，通讯指挥畅
通都特别需要一种能全地形、全气
候、机动性良好，平战结合的全能特
种车辆来完成上述特殊工作。这种
车辆的巨大作用可实现拯救生命，保
障战斗力，稳定社会的目标。

上海劲马车辆有限公司的多功
能特种汽车技术采用了物理、机械、
电学、力学、材料学、自动化控制、信

息远程技术、新材料。综合技术学
科，成功研制了一种能输出高压水、
电、机械、液压、空气动力的全能特种
车辆。以科技创新手段实现了行走
机械（汽车的交通功能）、运输机械
（载重与自卸功能）、动力输出机械的
互换，巧妙实现了能机动性，全地型
的随车输出水，火、电、压缩空气、机
械、液压动力源，该技术用了全球先
进的制造技术的整合。提升与互换，
实现了标准化配置、系列化设计、通
用化互换、性价比优越，确保了该技
术产品能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生产，大
规模各适用，以多功能的互换十分巧
妙实现了车辆在高机动性状态下能
源的充分综合利用，极好地实现了节
能减排与社会需求多样性的完美统
一，把车辆乘员的适应性、车辆运输
的载重性和强大随车动力对外输出
性全方位兼顾。全面安排设计，在空
间与时间，效率与环保各个要素上帮
助实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解决节能减排与购买力水平等
方面的矛盾。

（陈建明）

本报讯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将于今年 11月 5日盛大召开，国际乳
品企业荷仕兰今年将携全线产品参加第
四届进博会，这也是荷仕兰首次亮相进
博会，荷仕兰还会在现场推出多款新品，
助力进博会首秀。

第四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规划面积
36万平方米，共设食品及农产品、汽车、
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
健、服务贸易六大展区。越来越多的新
概念、新产品、新技术将在第四届进博会
上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荷仕兰于2014年成立，是一家从生

产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国际乳品
企业。荷仕兰在新西兰拥有自有工厂
Winston Nutritional，以及全程可追溯的
品控体系，旗下全线产品均为新西兰原
装原罐进口。作为一个关注全民健康的
乳业品牌，荷仕兰始终视品质为生命之
基，以“定制营养，助力每个人生阶段的
重要瞬间”为企业宗旨，用心钻研科学的
营养配方，设计多元化的产品组合，从婴
幼儿配方奶粉、儿童成长营养品到成人
配方奶粉系列，覆盖了不同年龄阶段人
群的营养需求，有针对性地呵护每个家
庭成员的营养健康。

目前，荷仕兰以完善的供应链优势、
专业的科研团队、丰富的产品线、前瞻性
业务布局、多元化渠道整合，打造行业多
维生态链，以稳健有力的步伐成为乳制品
行业实干者。此次荷仕兰首次参展进博
会，除了展示从婴幼儿配方奶粉、儿童成
长营养品到成人配方奶粉的全系列产品
外，还将推出新版婴幼儿配方奶粉系列，
升级版中老年营养配方奶粉，以及升级版
女士营养配方奶粉三款新品的预告。

其中，荷仕兰OPO婴幼儿配方奶粉
系列在保留珍贵及天然营养成分的同
时，优化各种营养元素的比例，全面提供
体能UP（抵抗力+吸收力）+智能UP（智
力+记忆力+视力）打造内外兼备的成长
基础。特别添加珍稀结构脂OPO、DHA/
ARA、核苷酸、胆碱、α-乳清蛋白，珍稀
结构脂OPO有效促进营养素吸收。

荷仕兰方面表示，很荣幸能够成为
本次进博会的参展单位之一，与诸多国
际大品牌一起在上海见证本次博览会的
盛大举办。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博会将为包括新
西兰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提供展示自身
形象、提升知名度、结识新客户、拓展新
市场的难得机遇。除了推广品牌与产
品，参展也有助于企业掌握中国市场最
新的政策和行业前沿信息，更好地了解

中国市场行情和消费者偏好，从有效合
理地采取生产和营销策略，推动开放合
作，实现共同发展。

2021年，是荷仕兰品牌旗下全产品
线正式发力开拓中国市场的元年。荷仕
兰将在业务拓展与产品研发两方面加大
投入力度。

在业务布局上，荷仕兰以粤港澳大
湾区和长三角区域作为 2021年业务布
局的重要发展区域，因此分别设立了上
海及东莞两个城市作为企业的双总部。
上海总部覆盖江浙沪华东区域，东莞则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区位，毗邻广
州和深圳，覆盖至整个华南区域。

本次，荷仕兰携全线产品参与第四
届进博会，展示了荷仕兰扎根中国奶粉
与营养品市场的信心。从助力宝宝健康
成长到满足各年龄段人群的营养需求，
荷仕兰将持续为中国广大家庭提供品质
卓越、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引领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为全民健康作出贡献。

荷仕兰方面强调，通过本届进博会，
企业能够掌握到更多行业内的国际前沿
资讯，对荷仕兰产品系列的创新与升级
起到推动作用。

同时，能为荷仕兰带来更多市场机
遇与合作机遇，为在中国的业务拓展注
入新动能。 （徐楚静）

来也科技 RPA+AI 政务机器人适用于需要大量人工进行的具有一定
规则和重复性的劳动，因此，应用政务大厅业务办理场景时，能够大大缩短工
作流程，提高办理窗口的处理效率和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

来也科技创办于2015年，由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博士团队发起，致
力于做人机共生时代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智能机器人公司。核心技术涵盖机
器人流程自动化（RPA）、流程挖掘、自然语言处理（NLP）、智能对话交互、文
字识别与图像识别等。公司已获得数十项专利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RPA（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是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的简称。
RPA 软件机器人可通过模拟人在电脑上对鼠标键盘上的操作，像真人一样
进行自动化办公，且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按照规则去自动化执行流程或
者一系列的任务，将政务工作人员从重复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时，
RPA 软件机器人能够充当各系统、各应用间的“摆渡车”，在不影响原有IT
系统结构的同时，解决接口缺失问题及数据迁移自动化。以下将以RPA+AI
在法院中应用的成功案例为主进行介绍。

2020年 7月 27日，来也科技吴江法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RPA+
AI 综合技术研发服务产业实验室”成立发布会在苏州吴江举行，并宣布

“RPA+AI 综合技术研发服务产业实验室”正式挂牌成立。战略合作达
成后的3个月来，来也科技携手吴江法院共同探索挖掘，最终确定5个可
自动化流程并于11月初正式完成部署。现已实现“一键开庭零差错，避
免多次输入费时费力”、“一案一群低成本构建，拉近群众距离”、“自动查
询、自动生成PDF归档到电子卷宗里”等几大目标。由于 RPA+AI 政务
机器人适用于需要大量人工进行的具有一定规则和重复性的劳动，因
此，应用政务大厅业务办理场景时，能够大大缩短工作流程，提高办理窗
口的处理效率和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

由《法治日报》、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主办，法安网承办“2021·全
国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正式举行。
来也科技为深化政法智能化建设，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创平安中国
建设新局面，在座谈会上对新的科技应用和成熟方案进行成果展示，为
政法单位、科技企业搭建经验交流与技术对接平台。

2021 年8月31日，来也科技与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张尚谦与来也科
技合伙人兼副总裁刘敬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建立合作关系；随后
举行揭牌仪式，宣布RPA+AI 法院数字化服务实验室成立，双方参观了
实验室并展开深度探讨。双方将共同开发RPA+AI 的法院场景应用案例，为法院工
作人员提供智能化、自动化的用户体验，助力南海区人民法院高质量发展，为佛山市
高水平营商环境建设注入新动力。

除智慧法院的案例之外，目前来也科技的RPA+AI已成功应用到诸多案例中，
如一网通办和行政大厅等。来也科技 RPA+AI 致力于为实现智慧政务与构建“一
体化”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更高效精准、安全可控、灵活创新的落地方案，助力政务部
门真正进入以人为本、需求驱动的智慧化治理新阶段。 （刘敬帅）

南京圣诺生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由南京工业大学和国家生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投资创办，致力于将国际尖端
生物科学技术与医药工程技术相结合，
秉承“神圣的健康使命，庄严的品质承
诺”这一公司理念，以健康产业为主导，
依托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京
工业大学及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
结合现代营养医学和生命科学，不断开
发高科技含量、高品质，高专业性的“二
高”特殊食品。公司作为连续荣获南京
市政府质量奖的高新技术企业，长期担

任中国保健协会理事、江苏省科技创新
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食品化妆品安全
协会副会长单位，并荣耀成为中国老龄
健康促进工程主要实施单位之一。在
健康中国大战略实施背景下，圣诺生物
正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创新发展，
在国家重点科研机构和广大消费者之
间想起一座健康的桥梁。

为让消费者享受健康安全，营养均
衡、质优价惠的健康产品，同时缩短生
活半径，圣诺生物把店开到消费者家门
口，消费者拥有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文

化娱乐生活场所，享受“高品质生活”。
圣诺生物全新理念的“康诺有品、福诺
有品”多品牌营养概念店在全国 300多
个城市陆续开业，依托圣诺生物产学研
基地，秉承“工厂直供、全球优选、质优
价惠、无忧消费”的理念，致力于将最前
沿的营养食品、营养理念传递给每一位
消费者。每一家店面都采取统—形象、
统一“会员化”运行模式和服务准则，让
消费者体验无微不至的服务，真正意义
上做到“全国统一标准化”，打造更高水
准的营养概念店。

圣诺生物表示，每一款产品都集结
着公司辛勒汗水和对自身的严背要求!
每一次活动都饱含温暖和执情!“团购、
秒杀、线上社群活动、视频直播学习”等
等，多种多样的参与模式让中老年消费
者也能享受到当下最方便，快捷、时尚
的消费方式，同时享受到全方位的健康
服务和安心快乐!

“康诺有品、福诺有品”圣诺生物
“全新形象、全新理念，全新体验”的营
养概念店 3.0时代，将掀起新的健康浪
潮。 （张建华）

谷瑞城公司准确把握当前企业
发展中所需要的管理理念、人才培养
体系和以消费者满意为核心的服务
理念与机制等，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
效果。

“互联网+物联网”这个大时代的
来临让信息技术的使用已经降临到
了每个人的身边，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等一系列纷至沓来的新鲜名词
让消费者感觉目不暇接。而谷瑞城
正是将此作为简化消费者购买体验
的重要措施，从而为过去的智慧生超
项目服务增加了新的内涵和实际价
值，更为智慧生超项目的下一步发展
带来了无限可能的方向。

如果说从线下销售到借助互联
网、整合周边商业圈资源，成为智慧
经济用户的服务平台为核心的第一
次升级，是从地域范围上拓展了谷瑞
城的业务范围和盈利模式；那这次凭
借互联网和物联网的的东风，兴起的
将是以智慧生超项目为核心的第二
次升级，而这将是今后谷瑞城的核心
业务——智慧社区运营。智慧社区
的运营管理能给谷瑞城带来什么呢？

首先，能够显著提高谷瑞城服务
水平，增加客户的服务体验。毫无疑
问，谷瑞城的核心业务就是社区智慧

生超项目运营。谷瑞城社区智慧生
超项目的建设能够让客户享受到智
能化的商业体验，比如基于人脸识别
的智能销售系统可以有效提升消费
效率；智能支付系统可以让客户仅仅
使用手机也能进行消费，这些智能化
的功能将大大增加谷瑞城社区智慧
生超项目的消费体验。

其次，谷瑞城社区智慧生超项目
可以降低管理难度和运营成本。借
助互联网技术和物联网的设备设施，
以前许多必须要靠人工、靠时间来完
成的工作，逐渐都将由互联互通的物
联网设备来完成，因此可以显著降低
运营成本。如智能摄像头可以 24 小
时监控谷瑞城社区智慧生超项目，不
但不需要保安人员，而且效率更高、
可靠性更强。

今天，正是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和
审视商业价值的时候。从传统行业
中商业管理，转变成对人的服务，是
互联网时代“以人为本”观念的延伸
和发展。谷瑞城社区智慧生超项目
走在时代的前沿，走在客户需求的前
面，可以源源不断的为客户提供超出
预期的服务以及充满人性化的管理
工作。

（丁茂松）

白银智勤倾力打造线上云商城

上海劲马车辆发布科技创新成果
多功能特种汽车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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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诺生物全新营养概念店掀起健康消费热潮

拥抱信息新时代
谷瑞城推动智慧生超革新

佳宁娜食品佳宁娜食品：：匠心坚守成就品质典范匠心坚守成就品质典范

荷仕兰将携全线产品亮相第四届进博会荷仕兰将携全线产品亮相第四届进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