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将于2018年04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随着当前随着当前经济经济步入新常态，各类步入新常态，各类金融金融业态充分竞争，金融脱媒日益加剧以及商业银行内外部改革深入推进，中小业态充分竞争，金融脱媒日益加剧以及商业银行内外部改革深入推进，中小
银行的生存状态出现截然不同的分化，中国银行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是宏观经济增长放缓，贷款需求降低，银行的生存状态出现截然不同的分化，中国银行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是宏观经济增长放缓，贷款需求降低，
银行业的利润增长也“踩了刹车”。二是近年来中国融资杠杆攀升，信用风险持续积累，去杠杆的压力巨大。三是银行业的利润增长也“踩了刹车”。二是近年来中国融资杠杆攀升，信用风险持续积累，去杠杆的压力巨大。三是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存贷款业务利息差受到挤压。四是金融“脱媒”趋势加剧，挤占银行的市场份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存贷款业务利息差受到挤压。四是金融“脱媒”趋势加剧，挤占银行的市场份
额。同时，额。同时，互联网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传统银行业以融资为主导的业务模式、市场份额面临很大威胁。如何看待银行业金融迅速崛起，传统银行业以融资为主导的业务模式、市场份额面临很大威胁。如何看待银行业
的“危”与“机”？如何突破重围？如何转型与发展？如何抓住时代机遇快速发展？如何进行技术创新 ？的“危”与“机”？如何突破重围？如何转型与发展？如何抓住时代机遇快速发展？如何进行技术创新 ？

     敬请期待由西垚敬请期待由西垚咨询主办的2018年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咨询主办的2018年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

                                                                        

                                      大会议程大会议程

4月19日 上午4月19日 上午 中小银行的未来发展趋势，机遇挑战及监管环境中小银行的未来发展趋势，机遇挑战及监管环境

4月19日 下午4月19日 下午 金融金融科技科技打造中小银行体系新生态打造中小银行体系新生态

4月20日  上午4月20日  上午 中小银行的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及优化升级及优化升级

4月20日  下午4月20日  下午 中小银行的个性化发展 注入时代新活力中小银行的个性化发展 注入时代新活力

峰会亮点：峰会亮点：

最专业最专业---针对中小商业银行，聚焦行业脉络，与全国各农商行与城商行的决策者共同探讨中小银行的发展未来。---针对中小商业银行，聚焦行业脉络，与全国各农商行与城商行的决策者共同探讨中小银行的发展未来。

高端高层晚宴高端高层晚宴---专门定制设计针对银行高层的交流晚宴，便于银行领导的沟通互动。---专门定制设计针对银行高层的交流晚宴，便于银行领导的沟通互动。

最全面最全面---全面邀请全国知名的农商行与城商行领导与会代表做最前沿发言。---全面邀请全国知名的农商行与城商行领导与会代表做最前沿发言。

话题热话题热---围绕“---围绕“金融科技金融科技”为中心，重点关注中小银行中零售银行、直销银行、智慧银行等数字化转型为话题。”为中心，重点关注中小银行中零售银行、直销银行、智慧银行等数字化转型为话题。

最盛大最盛大---举办中小商业银行业内最盛大的颁奖盛典，权威机构评选、高度媒体集中曝光。---举办中小商业银行业内最盛大的颁奖盛典，权威机构评选、高度媒体集中曝光。

峰会讨论话题：峰会讨论话题：

1.Fintech技术创新1.Fintech技术创新



2.零售银行和智慧银行发展现状2.零售银行和智慧银行发展现状

3.金融云、3.金融云、云计算云计算、、大数据大数据应用应用

4.4.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术应用、区块链区块链技术应用技术应用

5.智能风控和技术服务创新5.智能风控和技术服务创新

拟邀部分银行：拟邀部分银行：

北京银行，副行长北京银行，副行长 武汉农商银行，信息技术部总经理武汉农商银行，信息技术部总经理

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银行合作联盟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银行合作联盟 上海农商行，首席信息官上海农商行，首席信息官

百信银行，行长兼科技部副总百信银行，行长兼科技部副总 中国光大银行、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中国光大银行、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

浙商银行，信息科技部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浙商银行，信息科技部数据中心副总经理 上海华瑞银行公司总部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上海华瑞银行公司总部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

肥西农商行，副行长肥西农商行，副行长 南昌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南昌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网商银行，信息科技部副总兼副行长网商银行，信息科技部副总兼副行长

昆仑银行，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昆仑银行，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 重庆三峡银行，董事长重庆三峡银行，董事长

北京农商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北京农商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 西安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西安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微众银行，创新研究负责人微众银行，创新研究负责人 江苏紫金农商行，董事长江苏紫金农商行，董事长

广东南粤银行，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广东南粤银行，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 邯郸银行，行长邯郸银行，行长

浙江普陀农商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浙江普陀农商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郑州银行，交易银行一部副总经理郑州银行，交易银行一部副总经理

往届合作银行名单：往届合作银行名单：

汇丰银行汇丰银行 广发银行广发银行

苏州银行苏州银行 厦门银行厦门银行

渣打银行渣打银行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华夏银行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紫金农商行江苏紫金农商行 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

富邦华一银行富邦华一银行 交通银行总行交通银行总行



武汉众邦银行武汉众邦银行 陕坝农商银行陕坝农商银行

恒丰银行恒丰银行 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宜宾市商业银行宜宾市商业银行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广发银行广发银行

贵阳银行上海投行与同业中心贵阳银行上海投行与同业中心 中山农商银行中山农商银行

潍坊银行潍坊银行 兴业银行兴业银行

华乔永亨银行华乔永亨银行 天津金城银行天津金城银行

民生银行嘉兴分中心民生银行嘉兴分中心 中原银行中原银行

石嘴山银行石嘴山银行 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天津滨海农商银行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口银行张家口银行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广发银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杭州银行杭州银行

泰安银行泰安银行 秦皇岛银行秦皇岛银行

常熟农商行常熟农商行 湖北银行湖北银行

徽商银行徽商银行 鄂托克前旗农村信用合作社鄂托克前旗农村信用合作社

南京银行南京银行 杭州银行杭州银行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8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议程                 2018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议程

专题一:中小银行的创新发展、 服务升级及监管环境专题一:中小银行的创新发展、 服务升级及监管环境

08:00 签到08:00 签到

08:55 开幕致辞： 银监会原副主席， 蔡鄂生08:55 开幕致辞： 银监会原副主席， 蔡鄂生

09:00 中小银行的现状分析及前景预测09:00 中小银行的现状分析及前景预测
城商行与农商行的细分市场分析城商行与农商行的细分市场分析
中小银行现代商业化运营、 市场竞争与整合分析中小银行现代商业化运营、 市场竞争与整合分析
中小银行未来发展预测中小银行未来发展预测



银监会原副主席， 蔡鄂生银监会原副主席， 蔡鄂生

09:20 解码未来金融 打造智慧银行09:20 解码未来金融 打造智慧银行
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北京银行建设智慧银行的探索与实践北京银行建设智慧银行的探索与实践
建设智慧银行的未来构想建设智慧银行的未来构想
北京银行， 副行长， 赵瑞安北京银行， 副行长， 赵瑞安

09:40 向大零售转型， 打造新型价值银行09:40 向大零售转型， 打造新型价值银行
规模型发展向价值型发展转型规模型发展向价值型发展转型
注重金融科技的力量，注重金融科技的力量，
重点关注小微金融、 农村金融和直销银行的发展重点关注小微金融、 农村金融和直销银行的发展
包商银行 ,董事长,李镇西包商银行 ,董事长,李镇西

10:00 直销银行业务转型 全线上跨地域快速获客10:00 直销银行业务转型 全线上跨地域快速获客
打破区域限制， 为银行服务转型、 升级打破区域限制， 为银行服务转型、 升级
直销银行在应用直销银行在应用消费金融消费金融领域、 供应链等领域的发展领域、 供应链等领域的发展
上海银行在线直销银行部总经理郑涵上海银行在线直销银行部总经理郑涵

10:20 茶歇交流与展台展示10:20 茶歇交流与展台展示

10:50 加码三大转变 探路轻资产转型10:50 加码三大转变 探路轻资产转型
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县域经济，推广金融扶贫产业链，强化推动产业扶贫带动效应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县域经济，推广金融扶贫产业链，强化推动产业扶贫带动效应
把握县域经济金融优势， 致力于打造综合金融集团把握县域经济金融优势， 致力于打造综合金融集团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 高嵩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 高嵩

11:10 主旨发言：云助力金融业进阶智能+新时代（招商中）11:10 主旨发言：云助力金融业进阶智能+新时代（招商中）
发挥金融云开放丰富的生态资源发挥金融云开放丰富的生态资源
云赋能金融行业， 加速数字化转型云赋能金融行业， 加速数字化转型
“智能+金融” 升级， 打造金融新生态“智能+金融” 升级， 打造金融新生态

11： 30 中小银行的科技风险防控11： 30 中小银行的科技风险防控
开展数据管理和应用， 促进金融场景化开展数据管理和应用， 促进金融场景化
传统业务与金融科技相融合推动特色化发展传统业务与金融科技相融合推动特色化发展
加强信息科技风险防控加强信息科技风险防控
广州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行长助理， 刘超广州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行长助理， 刘超

11:50 主旨发言： 银行业的场景革命和技术革命（招商中）11:50 主旨发言： 银行业的场景革命和技术革命（招商中）
当下银行业发展现状当下银行业发展现状
金融科技服务的自助 开放平台金融科技服务的自助 开放平台

12:10 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 颁奖盛典12:10 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 颁奖盛典

12:30 午宴与交流12:30 午宴与交流

专题二： 金融科技打造中小银行体系新生态专题二： 金融科技打造中小银行体系新生态

13:55 大会主席（招商）13:55 大会主席（招商）



14:00 基于地方性银行的合作和发展14:00 基于地方性银行的合作和发展
山东省当地区域中小银行分析山东省当地区域中小银行分析
发展商业银行合作联盟的优势及意义发展商业银行合作联盟的优势及意义

互帮互助共同应对市场变革 互帮互助共同应对市场变革 

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银行合作联盟， 副总经理， 黄鑫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银行合作联盟， 副总经理， 黄鑫

14:20 主旨发言： 金融科技创新引领普惠绿色金融发展（招商中）14:20 主旨发言： 金融科技创新引领普惠绿色金融发展（招商中）

14:40 杭州银行“上市银行” 探索之路14:40 杭州银行“上市银行” 探索之路
积极拥抱金融科技， 以“移动化、 数据化、 智能化”为转型目标积极拥抱金融科技， 以“移动化、 数据化、 智能化”为转型目标
创新服务产品， 打造“智慧银行” ， 探索长久合作之路创新服务产品， 打造“智慧银行” ， 探索长久合作之路
杭州银行， 行长， 宋剑斌杭州银行， 行长， 宋剑斌

15:00 主旨发言： 新形势下金融业安全防护体系（招商中）15:00 主旨发言： 新形势下金融业安全防护体系（招商中）

15:20 茶歇交流及展台展示15:20 茶歇交流及展台展示

15:50 圆桌讨论15:50 圆桌讨论

中小银行如何打破限制因素？中小银行如何打破限制因素？
如何使金融科技更好的为中小银行服务解决自身痛点？如何使金融科技更好的为中小银行服务解决自身痛点？
主持： 中小企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 张竟强主持： 中小企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 张竟强
嘉宾： 青岛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 赵建嘉宾： 青岛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 赵建
昆仑银行， 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 樊红斌昆仑银行， 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 樊红斌
北京农商行， 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 徐家琨北京农商行， 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 徐家琨

圆桌谈论赞助（招商中）圆桌谈论赞助（招商中）

16:40 科技+金融， 智开启银行智能化时代16:40 科技+金融， 智开启银行智能化时代
“小微” +“三农” 助推地方崛起“小微” +“三农” 助推地方崛起
金融科技创新 助力客户受益金融科技创新 助力客户受益
金融惠民政策 持续贯穿发展金融惠民政策 持续贯穿发展
广东南粤银行， 副行长， 廖文义广东南粤银行， 副行长， 廖文义

17:00 区块链技术在中小银行的探索与应用17:00 区块链技术在中小银行的探索与应用
区块链+时代到来区块链+时代到来
区块链技术在银行业内的应用  区块链技术在银行业内的应用  

基于区块链技术在移动数字汇票平台的应用基于区块链技术在移动数字汇票平台的应用
浙商银行， 信息科技部数据中心副总经理， 刘永浙商银行， 信息科技部数据中心副总经理， 刘永
生生

17:30 第一天大会结束17:30 第一天大会结束

18:30 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 银行高层晚宴（限 20 人）18:30 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 银行高层晚宴（限 20 人）

专题三： 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及优化升级专题三： 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及优化升级

08:30 嘉宾签到08:30 嘉宾签到



09:00 大会主席： （招商中）09:00 大会主席： （招商中）

09:10 开幕致辞： 中国中小银行发展论坛秘书长 姚余栋09:10 开幕致辞： 中国中小银行发展论坛秘书长 姚余栋

09:15 聚焦智能和惠普 加深市场竞争力09:15 聚焦智能和惠普 加深市场竞争力
科技金融和智慧银行的结合科技金融和智慧银行的结合
智能风控和智能获客精准匹配用户的信贷需求智能风控和智能获客精准匹配用户的信贷需求
构建“线上+线下” 、 “商业+银行” 的差异化发展模式构建“线上+线下” 、 “商业+银行” 的差异化发展模式
百信银行， 行长兼科技部副总， 李如东百信银行， 行长兼科技部副总， 李如东

09:35 农村中小银行转型： 科技驱动未来， 再造零售银行09:35 农村中小银行转型： 科技驱动未来， 再造零售银行
趋利避害， 主动加快经营理念、 发展方式、管理模式转型趋利避害， 主动加快经营理念、 发展方式、管理模式转型
坚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动发展转型坚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动发展转型
大力拓展县域市场蓝海、加快管理信息技术大力拓展县域市场蓝海、加快管理信息技术
武汉农商银行， 信息技术部总经理， 刘波 武汉农商银行， 信息技术部总经理， 刘波 

09:55 用金融科技为金融机构提供解决方案(招商中）09:55 用金融科技为金融机构提供解决方案(招商中）

10:15 茶歇交流与展台展示10:15 茶歇交流与展台展示

10:35 主旨发言： 招商中10:35 主旨发言： 招商中

10:55 传统商业银行如何开展数字化转型10:55 传统商业银行如何开展数字化转型
“自下而上” 的网点转型和“自上而下” 的系统转型“自下而上” 的网点转型和“自上而下” 的系统转型
打造网点转型和系统转型打造网点转型和系统转型
扎根广袤社区， 提供便捷便利服务建设“社区型便民银行扎根广袤社区， 提供便捷便利服务建设“社区型便民银行
上海农商行， 首席信息官， 周衡昌上海农商行， 首席信息官， 周衡昌

11:15 圆桌讨论：11:15 圆桌讨论：

中小银行如何拥抱技术变革？中小银行如何拥抱技术变革？
如何转型进行优化升级？如何转型进行优化升级？
主持人： 中国光大银行、 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周伊丽主持人： 中国光大银行、 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周伊丽
嘉宾： 兰州银行， 副行长， 何力嘉宾： 兰州银行， 副行长， 何力
上海华瑞银行公司总部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 沈俊伟上海华瑞银行公司总部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 沈俊伟
南昌银行， 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张敏为（招商中）南昌银行， 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张敏为（招商中）

11:35 打造新型价值银行， 积极谋求新金融时代转型发展（招商中）11:35 打造新型价值银行， 积极谋求新金融时代转型发展（招商中）

11:55 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 合影仪式11:55 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 合影仪式

12:05 午宴与交流12:05 午宴与交流

专题四： 中小银行创新发展 注入时代新活力专题四： 中小银行创新发展 注入时代新活力

13:55 大会致辞： 黄震教授13:55 大会致辞： 黄震教授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会长、 中央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会长、 中央财经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14:00 科技创新工作 提高高效金融服务14:00 科技创新工作 提高高效金融服务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驱动发展
稳扎稳打， 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稳扎稳打， 服务科技创新企业
重庆三峡银行， 董事长， 董海洋重庆三峡银行， 董事长， 董海洋

14:30 主旨发言： （招商中）14:30 主旨发言： （招商中）

15:00 数字银行未来发展构想15:00 数字银行未来发展构想
新经济催生新金融新经济催生新金融
利用互联网技术、 云计算、 大数据发展普惠金融利用互联网技术、 云计算、 大数据发展普惠金融
金融云技术能力、 基大数据的风控能力服务小微企业和客户金融云技术能力、 基大数据的风控能力服务小微企业和客户
网商银行 首席网商银行 首席架构架构师 陈劲松师 陈劲松

15:30 主旨发言： 赞助商招商中15:30 主旨发言： 赞助商招商中

15:50 圆桌讨论：15:50 圆桌讨论：  

如何创新与防风险中找到平衡点？如何创新与防风险中找到平衡点？
如何更好的服务微小客户服务进行精准获客？如何更好的服务微小客户服务进行精准获客？
支持人： 黄震教授支持人： 黄震教授
嘉宾： 西安银行， 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胡文斌嘉宾： 西安银行， 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胡文斌
紫金农商行， 董事长， 张小军紫金农商行， 董事长， 张小军
郑州银行， 交易银行一部副总经理， 杨永强郑州银行， 交易银行一部副总经理， 杨永强

16： 40 赋能合作伙伴， 服务小微大众16： 40 赋能合作伙伴， 服务小微大众
以“连接者” 构建互联网金融生态圈以“连接者” 构建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科技赋能金融， 打开普惠金融突破口科技赋能金融， 打开普惠金融突破口
人工智能助力金融行业发展人工智能助力金融行业发展
微众银行， 创新研究负责人， 姚辉亚微众银行， 创新研究负责人， 姚辉亚

17:00 第二天大会结束17:00 第二天大会结束

17:10 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 闭幕 17:10 第二届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 闭幕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西垚咨询主办的西垚咨询主办的2018年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2018年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创新峰会的部分会议拟邀嘉宾的部分会议拟邀嘉宾

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 北京银行，副行长，赵瑞安北京银行，副行长，赵瑞安

包商银行 ,董事长,李镇西包商银行 ,董事长,李镇西 上海银行在线直销银行部总经理郑涵上海银行在线直销银行部总经理郑涵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高嵩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高嵩 广州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助理，刘超广州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助理，刘超

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银行合作联盟，副总经理，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银行合作联盟，副总经理，
黄鑫黄鑫

杭州银行，行长，宋剑斌杭州银行，行长，宋剑斌

 北京农商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徐家琨 北京农商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徐家琨 昆仑银行，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樊红斌昆仑银行，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樊红斌

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赵建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赵建 广东南粤银行，副行长，廖文义广东南粤银行，副行长，廖文义

浙商银行，信息科技部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刘永浙商银行，信息科技部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刘永
中国中小银行发展论坛秘书长  姚余栋中国中小银行发展论坛秘书长  姚余栋



生生

百信银行，行长兼科技部副总，李如东百信银行，行长兼科技部副总，李如东 武汉农商银行，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刘波武汉农商银行，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刘波

上海农商行，首席信息官，周衡昌上海农商行，首席信息官，周衡昌 中国光大银行、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周伊丽中国光大银行、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周伊丽

兰州银行，副行长，何力兰州银行，副行长，何力 上海华瑞银行公司总部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沈俊伟上海华瑞银行公司总部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沈俊伟

南昌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张敏为南昌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张敏为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会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会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
震教授震教授

重庆三峡银行，董事长，董海洋重庆三峡银行，董事长，董海洋 网商银行 首席架构师 陈劲松网商银行 首席架构师 陈劲松

西安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胡文斌西安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胡文斌 紫金农商行，董事长，张小军紫金农商行，董事长，张小军

郑州银行，交易银行一部副总经理，杨永强郑州银行，交易银行一部副总经理，杨永强 微众银行，创新研究负责人，姚辉亚微众银行，创新研究负责人，姚辉亚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票2天 Normal Ticket （3600 RMB/位）   普通票2天 Normal Ticket （3600 RMB/位）     

尊享票2天VIP Ticket (6800RMB/位）      尊享票2天VIP Ticket (6800RMB/位）      

演讲赞助Speech Sponsor（58888 RMB/位 )    演讲赞助Speech Sponsor（58888 RMB/位 )    

晚宴票 银行高层晚宴（1000RMB/位）                             晚宴票 银行高层晚宴（1000RMB/位）                             

普通展台2*2 Booth 2*2（32888 RMB/位）     普通展台2*2 Booth 2*2（32888 RMB/位）     

插页赞助 Insertion (20000 RMB/位)                                                                        插页赞助 Insertion (20000 RMB/位)                                                                        

颈带/胸牌/资料袋/椅套 （28888 RMB/位）       颈带/胸牌/资料袋/椅套 （28888 RMB/位）       

圆桌讨论赞助Panel Sponsor( 24888RMB/位)                   圆桌讨论赞助Panel Sponsor( 24888RMB/位)                   

茶歇/茶歇/视频视频赞助 Video Sponsor(38888RMB/位）赞助 Video Sponsor(38888RMB/位）

奖项申请                   奖项申请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