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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商业银行”变“某银行”

四川多家城商行更名

扩张的第一步？

城商行发展

“三部曲”

更名
跨区经营
上市

从 2016 年 12 月 16 日 到
2017年2月4日，德阳银行更名
为长城华西银行、遂宁市商业
银行更名为遂宁银行、南充市
商业银行更名为四川天府银
行、自贡市商业银行也被批复
更名为自贡银行。

不到两个月时间，四川就有4家
城市商业银行更名。昨日，成都商报
记者获悉，包括绵阳市商业银行、泸
州市商业银行、乐山市商业银行等
都有意更名。将“某市商业银行”更
名为“某银行”，似乎只是玩了一个
小小的文字游戏，但对城商行来说，
这意味着努力摆脱地域局限性，为
进一步扩张吹响号角。

●现象

在川城商行频频更名
2016年12月16日，
德阳银行更名
为长城华西银行的新闻发布会在成都

专 家 点 评
对于城商行“更名潮”现象，中
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
任郭田勇教授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因地域、业务等原
因，城商行在当初取名时都带有很
强的地方色彩，更名在许多城商行
人心目中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
否则，就难以做大做强。
“可我不这么看。”郭田勇表示，

举行。
更名后的长城华西银行，
制定了
“立足德阳、
辐射全川、
对接全国”
的战
略，
并谋划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
2017年1月12日，遂宁银行向客
户发出了一条“行名行号”变更的通
知，证实“遂宁市商业银行”已正式
更名为“遂宁银行”。2016年12月18
日，其成都分行宣布开业，首次将触
角伸向省会城市，网点布局得以进
一步扩大。
2017年春节上班第二天，南充
市商业银行宣布，经四川银监局批
复同意，该行更名为四川天府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四川天府银行。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银监
局获悉，近一年来，已有德阳、遂宁、
南充、
自贡等几家城市商业银行获准
更名。而据记者从其它渠道了解，包
括绵阳市商业银行、泸州市商业银
行、
乐山市商业银行等多家城商行也
都有意更名，
有的已经在做准备。
“我们曾面向全社会公开征
名。”乐山市商业银行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通过更
名打破地域限制，加快银行发展。

●分析

为上市的目标铺路
更名、跨区经营、上市，被誉为
是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标准
“三部曲”
。
2007年，银监会明确提出鼓励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此后，各
地城商行便纷纷迈上了更名、跨区
域经营，乃至上市的道路。四川的城
商行也在摩拳擦掌。

2007年10月，
四川天府银行在成
都开设分行，
成为全国第一家二级城
市跨区域在省会设立分行的银行；
2010年4月，
该行走出四川，
落子贵阳；
2012年2月在上海设立了一家村镇银
行。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该行网站上
获悉，
目前该行在南充、
成都、
贵阳、
达
州等地的营业网点已达到62家。
在这批集中更名的城商行中，
长
城华西银行已在成都、
眉山、
泸州、
巴
中、绵阳设立5家异地分行，另有9家
管理型支行（营业部）、52家营业机
构，
同时发起成立了什邡思源村镇银
行。遂宁银行的分支机构已达38个，
覆盖遂宁、成都、绵阳、资阳等地。乐
山商业银行已开业和批准筹建异地
分行达10家，网点74个，是目前省内
设立异地分行最多的城商行。今年2
月15日，该行设立郫都支行，龙泉支
行和小微业务支行也将陆续开业。
在网点扩容同时，各家城商行
的资产规模近年来也呈现出快速增
长态势。比如，长城华西银行2013~
2016年的总资产分别为542.26亿元、
564.44亿元、827.27亿元、1024亿元；
乐山市商业银行2013~2016年总资
产分别为458.50亿元、639.42亿元、
724.59亿元、1017亿元，这两家城商
行也成功迈入了
“千亿俱乐部”
。
“城商行之所以热衷于更名，很
大程度上是希望淡化地方色彩，
实现
‘走出去’
战略。
”
昨日，
一位银行业资
深人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这种变化
有助于提升品牌价值，
引入战略投资
者，
为最终的上市目标铺路。
“我们的目标是五年上市。”采
访中，
长城华西银行毫不讳言。

硬实力比牛气的名字重要
更名在品牌认知度上或许会有一定
帮助，尤其是实现跨区域发展后，城
商行更名的冲动更加强烈，但这与
业务发展本身没有绝对关系，名字
只是一家银行的代号，而要真正取
得在竞争上的主动权，
“关键是勤练
内功，靠的是硬实力”
。
他举例说，
大家熟悉的美国富国
银行（WELLS FARGO），
名字就来源

于两位创始人的名字，
再如很多全球
知名大学，
名字也不一定是很牛气的。
郭田勇表示，他完全能够理解
中小城商行集中更名的动因，但是
在未来银行业充分市场化后，银行
的发展与名字的关系就更不大了，
而监管部门也只会根据每家银行的
实力分类监管，
与名字无关。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吕波

纽约时间2017年2月13日（北京时
间2月14日），全球最大特卖网站、中国
第三大电商唯品会，携手腾讯QQ空间
及先锋时装设计师张驰共同打造的“中
国95后流行大数据先锋时装秀”，登陆
2017秋冬纽约时装周，用充满科技感的
未来元素打造了一场潮流盛宴，彰显出
中国95后的勇敢、探索与自信。本次大
秀是在NASA航天飞机展馆里举行的首
次时尚大秀，秀上发布的秋冬潮服将于
2017年秋季在唯品会独家上线销售，最
低只需95元，即可享受到与国际同步的
时尚潮流。
纽约时装周唯品会
“中国95后流行大数据先锋时装秀”
现场

唯品会携95后流行色

“95度黑”亮相纽约时装周
图像识别技术在时尚领域的一次应用
探索，
在大数据的基础上，
我们通过精
准识别用户年龄、
锁定用户，
并对其服
装颜色进行精确分析，帮助设计师更
好地捕捉用户喜好，
找到灵感，
从而去
创作新的时尚风潮。”腾讯集团副总
裁、
优图实验室负责人梁柱说。
NASA航天飞机展馆首次举行时尚大秀

“大数据+黑科技+艺术”
唯品会领先开启电商C2F时代

95后最爱“95度黑”
95元尽享时装周潮流

在《报告》中，唯品会与QQ空间
发现：中国95后年轻人最喜欢的颜色
据悉，本场“AI+时尚”大秀，其
是RGB值为22/20/24的“黑色”，并将
灵感来源于唯品会和腾讯QQ空间
其命名为“95度黑（95°黑）”，这种
联合发布的《AI+时尚：中国95后流 “黑色”不同于RGB值为0、0、0的纯黑
行色报告》，以唯品会亿级95后穿戴
色，是一种“不饱和”的黑。
“这正如同
类销售大数据和QQ空间相册2016
95后的态度，凡事留5度的憧憬和好
年千亿级的公开照片为基础，通过
奇。
”唯品会高级总监陈菲菲解读道。
腾讯优图人工智能AI人脸识别与图
此次大秀开通了直播，通过唯品会
像处理技术，发现了中国95后最喜
APP、QQ空间直播、Now直播等平台
欢的3种颜色是“95度黑”、白、灰，并
向潮人们展现盛况；同时在唯品会的
喜欢用黄、红、蓝与之搭配。张驰将
唯风尚频道同步推出“纽约时装周专
上述发现及报告中揭示的95后的其
场”，为用户带来“边看、边学、边买”
他时尚喜好融入了整场大秀的服装
的一站式娱乐购物体验。
设计中。
“ 唯品会相信，线上零售正
大 秀 共 展 现“The Present”、
在 进 入 消 费 者 定 义 时 尚 潮 流 的 “The Future”、
“CLASSICAL COL‘Consumer to Fashion’的新时代。” LECION”和 “95°系列”四大系列
唯品会高级总监陈菲菲表示，
“ 此次
作品，在95后最喜欢的色彩、花色的
合作，是电商、黑科技与时尚的一次
基础上加入了与未来科技感交织的
跨界创新应用，让销售大数据、人工
高街造型和炫酷的Techno-Fashion。
智能跟时尚流行产生碰撞，消费者
本次在纽约时装周发布的三方联名
通过唯品会，进入电商C2F时代。”
设计服装将于2017年秋季在唯品会
“此次与唯品会、张驰合作，是AI
独家上线销售，
最低只需95元。

“AI+时尚”无惧未来
给你颜色，要你好看
唯品会和腾讯优图还共同发现
95后购买服装最重要考虑因素为“搭
配”：95后最常选择与黑色搭配的颜
色是“黄、红、蓝”；最爱买的服装材质
分别是棉、羊毛和皮革；最爱买的花
色分别是印花、涂鸦和字母等。
设计师张驰表示，
“我将腾讯优图
AI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发现以及唯品
会的穿戴类大数据趋势作为重要的灵
感来源，并融合唯品会穿戴类大数据
统计得出的95后最喜欢购买的服装花
色、
配色、
款式、
面料、
单品等全方位的
服饰喜好与流行趋势，选用他们最喜
欢的黑白灰主色和黄红蓝配色，结合
95后青睐的同时也是我个人具有代表
性的印花设计，希望在纽约时装周这
样的国际时尚舞台，向世界彰显中国
95后自我独立的时尚态度，让更多95
后能够通过唯品会，以最呆萌的价格
享受自己想要的潮流。
”
本次
“中国95后流行大数据”
服装
大秀的主题为“The Present & The
Future”，陈菲菲介绍，
“这一主题彰显
出中国的95后不仅代表的是
‘现在’
的
力量，
也是
‘未来’
世界的力量！
”
“未来唯品会将携手更多合作
伙伴发布系列时尚潮衣，让国际时
装周秀场的‘傲娇商品’通过唯品会
以‘呆萌的价格’走进更多普通人的
衣柜，给消费者更多C2F的惊喜。”陈
菲菲表示。
（郭晶晶）

2016年 成都CPI累计上涨2.22%

昨日，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
发布调查报告，2016年，成都市CPI
累计上涨2.22%。服务价格首次领
涨，拉动CPI上涨约1.13个百分点，
贡献率达51%。其中，
“其他旅游”和
“自有住房”对服务价格影响显著。
据了解，
其他旅游价格上涨的

主要原因是，去年6月起成都著名文
化旅游景点相继大幅上调导游讲解
费。
自有住房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受去
年下半年楼市影响，
累计上涨2.23%，
拉动CPI上涨约0.29个百分点。
在26个上涨的服务基本分类中，
与市民密切相关的三大民生服务

——居住、教育和医疗共占38%，拉
动CPI上涨约0.41个百分点。居住服
务在去年下半年楼市量价齐升的带
动下，
价格上涨3.15%。
教育服务主要
因9月成都市部分民办中小学升级软
硬件设施、
成本增加而上调学费，
价格
上涨2.53%。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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