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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通过“国家优质乳工程”验收

光明乳业发布新食品安全白皮书
2017年12月28日上午，光明乳业举办光明乳业食品安全白皮书2017版发布暨优质乳工程授牌

仪式。据悉，这是光明乳业连续三年发布食品安全白皮书，同时光明乳业宣布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优
质乳工程”验收。 青年报 王娟

山橙时代深加工
产业链升级

2017年12月28日，奉节脐
橙领导品牌山橙时代宣布正式
升级为全品类生活方式品牌。
继去年和易果生鲜、爱泽阳光等
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之后，山橙时
代与杭州汇盛果品有限公司、武
汉鑫东商贸有限公司、湖南果之
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
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推
动线上线下的联动销售，开启山
橙时代创新、求变的新时代篇
章。同时，山橙时代还正式启动
了让奉节人回家项目和橙意众
筹项目，正式升级成为以柑橘为
原料的全品类生活方式品牌。

据了解，在 2016 年-2017
年，山橙时代通过品牌人格化、
产品个性化、渠道扁平化，重塑
了脐橙营销新标准，建立了山橙
新标准，全面突围占领脐橙市
场，开启了脐橙的3.0时代——
标准化的种植，现代化的管理，
品牌化的营销。在2017-2018
年，山橙时代将完成自有基地标
准园的建设，深耕公司加农户基
地种植标准的普及，投产鲜果分
选厂；通过打造奉节脐橙六次产
业，变诗城为诗橙；通过细化分
选标准、提升物流标准、改善种
植标准、把握消费者喜爱标准真
正做到全产业链互联互通；山橙
时代将以创变的姿态，继续通过
标准化、现代化、品牌化引领可
持 续 发 展 智 慧 农 业 时 代 。

青年报 王娟

贝亲迪士尼婴儿
洗护系列上市

继今年五月推出贝亲迪士
尼炫酷喂哺系列之后，母婴品牌
贝亲再度携手迪士尼，推出全新
婴儿洗护系列。

据悉，此次推出的全新贝亲
迪士尼婴儿洗护系列搭载了三大
经典迪士尼卡通形象——小熊维
尼、公主以及赛车总动员，并设计
了“Q版”和“优雅”两大版本，满足
消费者多样的需求。新系列在配
方上采用天然植物系保湿配方，
安全可靠。如此“颜值”与“实力”
兼备的产品，势必将在潮爸潮妈
中刮起一股选购的风潮，让宝宝
们都爱上洗澡与护肤。

据了解，此次推出迪士尼婴
儿系列正值圣诞和元旦双节，贝
亲也推出了丰富的线上线下活
动配合新品的上市，让更多消费
者能第一时间了解并体验这次
的萌趣新品。2017年12月19
日下午，贝亲在南京市孩子王建
邺万达店举行迪士尼婴儿洗护
系列新品的线下首发仪式。贝
亲与孩子王的高层与一组组幸
福家庭一同见证了贝亲迪士尼
新品的首发揭幕。2017 年 12
月21日，贝亲携手上海知名电
台DJ高山峰为时尚爸妈奉上了
贝亲迪士尼婴儿洗护新品天猫
首发直播活动。 青年报 王娟

青年报 王娟

1月1日，民营博物馆“金
刚博物馆”暨泰会生活文化园
正式开幕。据悉，泰会生活文
化园，是刚泰集团为发展“大文
化”产业，历时两年打造的一座
集艺术博览、茶文化、古建筑等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优质品牌
服务的大型文化艺术综合体，
由刚泰集团首席文化顾问、知
名学者余秋雨亲笔题写牌匾。

据了解，泰会生活文化园
以“引领中国式生活方式，传播
中华文明价值”为理念，是整合
众多优势品牌资源，专门为传
播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而规

划建造的中式生活体验环境，
是名家荟聚、名品汇集的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的全新演绎。

金刚博物馆作为泰会生活
文化园内最大亮点之一，面积
约20000平方米，包含近现代大
师馆、油画馆、古代石雕馆、海
上画派馆、雕塑馆、翡翠馆、精
品翡翠馆、文房古玩馆、玻璃艺
术馆等十大展馆，集展览、学
术、收藏于一体。“茗约茶博馆”
是泰会生活文化园又一张文化
名片。该馆由中国茶文化推广
大使，上海、米兰世博会茶仙
子——鲍丽丽创立的品牌“茗
约茶仙子”策划筹建，不仅藏茶
量居全国前列，更以茶的醒悟、

态度、静雅等三大文明，从茶文
明、茶科技、茶基因等诸多领域
入手，为中国茶叶发展编织最
完整的发展体系。在泰会生活
文化园内，还坐落着6座徽派古
建筑，目前金刚博物馆已完成
近500余套徽派古建筑收救、修
复和可持续发展。在泰会生活
文化园古建筑群中，汇集着众
多品牌：刚泰珠宝、布契拉提皇
家珠宝、琉璃世界、中国茶业商
学院等。在这里，可以品茗论
道，可以欣赏笔墨丹青、珠宝玉
器，享受文化生活。

刚泰集团董事长徐建刚表
示：“泰会生活文化园是刚泰文
化集团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

都市生活紧密相融的有力尝
试。这道点缀在上海东畔的靓
丽风景，汇集精致空间及产品
体验，以金刚博物馆为主体，以
东方文化为主要元素，汲取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将古人
般含蓄雅致、恬淡自然的生活
方式带给公众，呈现出一场艺
术修心的饕餮盛宴，亦是一处
体验风淡清雅中式生活的静谧
空间。融东西，贯古今。未
来。‘泰会生活’还将走出上海，
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中国千
年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茶、禅、
艺融合的美妙体验中，与社会
各界共同感受和体悟中国式生
活方式的典雅。”

据悉，2017版《白皮书》与
前两版相比较，创新之处在于
今年扩展了食品安全的外延，
从关注食品安全，关注全产业
链的质量升级，到进一步关注
营养与健康，关注绿色环保。
在内容上，用“PAI质量体系”、

“一滴奶的世界级之旅”、科技
“优+倍”、守护“绿水青山”等深
入浅出地串联起光明乳业食品
安全工作。

据介绍，为保障食品安
全，光明建立了大质量系统，核
心是光明PAI（预防Prevention/
评估Assessment/改善Improve-
ment）体系，覆盖从奶源、生产、
物流到分销全产业链。同时以
合法合规保障食安底线、以监
测系统进行效果评估，以数据
平台实施精准追溯，以基础研
究提供技术支持，全方位多维
度构建食品安全管理框架，保
障安全和质量目标的全面达
成。食品安全是底线，品质是
更高要求。“一滴奶的世界级旅
程”从光明乳业奶牛育种开始，
到饲养、生乳管理、产品生产、
冷链运输，直至将优质产品送
到消费者手中。

在业内人士看来，光明乳
业用白皮书统一了光明乳业的

“质量语言”，推动了质量文化
的传承与发扬，成为光明乳业
的无形资产。仪式现场，光明
乳业被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
授予副理事单位及优质乳工程
示范基地。

据了解，光明乳业研究院
每年不断推出新品，其中2017
年共推出 43 个全新产品。另
外，在2017年5月19日，光明乳
业全面实施优质乳工程，组建
专业项目团队，制定了严格的
巴氏杀菌乳内控标准，并在联
盟专家的指导下共开展实施了
46项优化措施，最终全部按期

完成，12月份，光明乳业优质乳
工程并以优异成绩通过项目验
收。值得一提的是，光明乳业
作为国内专注新鲜乳品生产与
销售的大型乳品上市公司，新
鲜牛奶全国市场份额占比近
50%。如今，光明乳业明星产品
——优倍鲜奶实现75℃杀菌技
术，此举将引领中国鲜奶开启
75℃鲜活时代。

对此，乳业专家表示，光明
优倍优化实现75℃杀菌技术，挑
战了行业高标准和难度。更低
的杀菌温度，更大限度保存牛奶
中天然活性营养。这是光明乳

业对奶源的自信。专家表示，国
内奶价比国外高的情况在短期
内无法改变，对于国内乳企来
说，只有发展高端高品质的牛
奶，才有竞争优势。“包括蒙牛、
伊利、三元、新希望等乳企都在
加码低温奶，低温奶市场未来的
竞争将更加激烈，光明乳业此次
突破75℃杀菌技术，无疑是站在
了行业制高点上，优质乳工程成
为判断是否是好牛奶的裁判员，
而通过优质乳工程验收对光明
乳业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这对
其未来扩张及业绩增长都将起
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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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会生活文化园正式开幕

青年报 王娟

2017年12月26日，主题为
“创·界——AI 无人清收进化
论”的活动在上海举行。资易
通宣布推出业内首个AI清收解
决方案“云电猫”。现场，资易
通CEO盛洁俪发表主题演讲，称
云电猫目前可以取代90%的人
工，在保障绿色合规的前提下
大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盛洁俪介绍了开发云电猫
的初衷。互联网金融的崛起让清
收行业新增大量“小额分散”的案
件，使传统点对点的清收模式很

难适应，行业亟需更合规、更高
效、更具性价比的工具。为了解
决这一困境，资易通推出一站式
AI清收解决方案云电猫。“与现有
的智能催收不同，云电猫通过意
向匹配针对性解决方案，比采用

‘定制模板+决策树’方式工作的
产品更加主动和智能。”

据了解，通过“睿言对话系
统”和“睿算导流模型”两项核
心技术，云电猫实现“文字+语
音”交互的工作方式。其中，睿
言 对 话 系 统 应 用 LSTM、
Word2Vector、NLP 等技术，能够
学习沟通话术、准确分析客户

意图，从而生成相应回复；睿算
导流模型能够从已有案例中，
找到最佳沟通时间、预测沟通
效果，为后续的沟通指明方
向。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
需要海量数据支撑。资易通在
不良资产管理这一场景下，拥
有仍在一直增长的海量语料数
据积累、专业沟通话术积累、客
户网络公开信息的积累。目
前，资易通拥有超过1000万的
清收语料、约20亿的清收文本，
这是云电猫诞生的基础之一。

据悉，云电猫拥有深度学
习、信息挖掘、策略研判、生成

处置档案等能力，可以颠覆传
统清收方式：云电猫保证绝对
话术规范，规避语言行为暴力；
帮助释放大量短账催收人力，
使企业实现零成本扩张；在有
效时段内可以实现全覆盖、不
间断的工作，突破原来人工作
业等待久、失误多、有时间断点
的局限。测试数据显示，随着
算法升级，云电猫和人工清收
的效率逐渐持平。以3日测试
周期为例，在消费分期类案件
处置上，云电猫和人工清收的
差距从第一天的2.64%下降到第
三天的1.76%，进步显著。

资易通推出AI清收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