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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以往展会的成功经
验，组委会始终把专业观众的
邀请工作放在所有工作的首
位，除了通过众多媒体对活动
进行广泛报道外，还印制了
60万张参观门票并派发。

目前由30人组成庞大的
门票派发队伍正奔赴在全省
18个省辖市、158个县、2123
个乡镇及周边六省邻近市县，
对厨房、卫浴、家装家居、陶
瓷卫浴、门窗地板、橱柜衣
柜、家电建材的代理商、经销
商，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
工程承包商、规划设计单位、
建筑公司、装饰装潢企业以及
潜在投资者进行一对一门票
派发，诚邀他们届时到会参
观、洽谈、采购。

春节过后，工作人员还将
深入郑州市内的各个人群聚
集场所进行门票派发工作，同
时深入消费人员集中场所派
发门票。

有意向加入厨房、卫浴、
家装家居、陶瓷卫浴、门窗地
板、橱柜衣柜、家电建材等行
业的潜在商户，没有在组委会
专业观众名录登记的专业观
众，有意通过展会购买产品的
消费者等，想索取门票请及时
与组委会联系，有专门人员将
门票送到你手中，联系电话：
0371-66759152。 2015 年 3
月 18 日~20 日展会期间，前
往郑汴路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现场的前 2000
名专业观众（郑州
市以外），凭有效
证件可得到大
会 组 委 会 提
供的免费午
餐、饮 品 和
精美礼品。
注意，本届
展会不收取
任 何 参 观
费用。

□记者 孙亦舒

1月18日，美团网宣布，完
成新一轮总额 7亿美元的融
资，这是生活服务电商领域有
史以来金额最大的一笔融资。
在此轮融资中，美团的估值达到
70亿美元，成为目前中国O2O
领域估值最高的公司。

对于该笔融资的用途，美团
网创始人、CEO王兴表示，将会
继续加大对美团的投入，拉大与
竞争对手的差距，巩固美团的领
先优势。他说：“美团面对的市
场——服务业的互联网平台，至
少有着几万亿的规模。美团现
在才做到了几百亿。现在的美
团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
2015年乃至明年，上市不会是

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成立于2010年3月的美团

网目前已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聚
焦于吃喝玩乐的本地生活服务
平台。2014年美团网全年交易
额突破460亿元，在国内电商领
域排名第三，仅次于阿里和京
东；激活用户超过两亿，覆盖了
全国1006个城市，合作商户超
过80万家，在团购市场占据了
超过60%的份额。目前美团网
还是国内最大的电影O2O平
台、第二大酒店分销平台和最大
的在线外卖平台。

业内人士认为，美团这笔7
亿美元的融资将加速团购行业
洗牌。随着本轮融资的到位，
美团网将有望依托资金支持，
进一步强化其领先地位。

第17届中部橱柜衣柜及配套材料博览会暨中国中部定制家居博览会

就是要任性，就是要参展！

核心提示 | 由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大河报社、中原国际博
览中心共同演绎的金牌展会——中部厨卫·家装·家电博览会暨大河装修采购节将于2015年3
月18日~20日在郑州市郑汴路中原国际博览中心激情上演。作为中国中部厨卫·家装·家电
博览会的主题展会之一，第17届中部橱柜衣柜及配套材料博览会暨中国中部定制家居博览会
目前正处在积极的筹备中。

展会范围，全方位覆盖各方面

据悉，本届橱柜衣柜及配
套材料博览会暨中国中部定
制家居博览会，规划为全屋定
制家居展区、厨房展区、衣柜
展区、移门展区、木门楼梯展
区、装饰玻璃展区等六大展
区。

全屋定制家居展区：集成
家居企业形象展区。

厨房展区：整体橱柜、集
成厨房、智能厨房；五金、台

面、门板、板材、面漆及其他装
饰性和功能性材料；水槽、龙
头、橱柜五金挂件、净水设备、
各类厨房家电及烹饪厨具。

衣柜展区：入墙柜、衣柜、
书柜、组合柜、隔断门、移门、
移动隔间、衣帽间、滑动门；衣
柜系统五金配件、板材、涂料
及其辅材。

移门展区：衣柜移门、玻
璃移门、烤漆移门、皮革门、波

浪板、腰线、铝材包覆及相关
配件。

木门楼梯展区：实木门、
实木复合门、生态门、钢木门、
艺术玻璃门、模压门、模压木
门、木塑门、镶嵌玻璃木门；木
楼梯、钢楼梯、其他楼梯及相
关配件。

装饰玻璃展区：艺术玻
璃、建筑装饰玻璃、工业玻璃、
玻璃机械等。

参展企业，磨刀霍霍任性入驻

从地板行业领军者到家
居梦想践行者，圣象集团高调
入驻本届展会。圣象橱柜渠
道部总经理说：“近几年来整
体家居行业渠道下沉，营销落
地，参加全国展会不如花几万
深耕地方展会。以圣象集团

来说，一级市场招商处于饱和
状态，二三级市场有待开发，
集团诸位老总都认为，利用较
少的人员、资金、时间深入开
发区域市场集团。圣象集团
入驻本届展会是经过长期考
察后决定的。其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借助第17届中部橱柜
衣柜及配套材料博览会搭建
的厂商有效对接平台，深挖河
南消费市场。完成以郑州为
主动脉，地市为分支的渠道布
局。”

专业观众，组委会好礼相待

以安全之盾，铸社会之责
我省召开2015年
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峰会
□记者 高汶杰

为打造我省自主、安全、可
控的移动互联网环境，1月19
日，河南省信息安全保密协会、
河南省互联网协会联合河南电
信，在郑州举办了2015年移动
互联网信息安全峰会。峰会以

“以安全之盾，铸社会之责”为
主题，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通
信与信息安全问题进行了探
讨。

会上，信息安全保密协会、
互联网协会主要领导及信息安
全专家们指出，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企业、个人都面临着不可
回避的信息安全问题。对企业
来说，针对国家机密、企业商业
秘密的专业网络窃取、破坏情
况不断出现；对个人用户来说，
恶意软件、垃圾信息、伪基站等
造成用户隐私泄露、通话被窃
听、信息被盗用。据统计，
2014年 4月~12月，360手机
卫士为全国用户拦截各类伪基

站短信（不含疑似）32.7亿条，
其中河南省6.06亿条，位居全
国第二。

对此，河南电信适时推出
了针对政企客户的“移动信息
安全解决方案”——加密通信
业务，为用户提供端到端的加
密技术：从设备到网络，再到设
备，进行全程加密，使用户放心
使用移动通信业务。河南电信
已推出4款加密终端供用户选
择使用，并有多款将陆续推出，
详情可咨询电信客服热线
10000，或联系当地电信客户
经理办理。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能提供
加密通信服务的运营商，河南
电信与酷派集团在会上共同推
出了“铂顿”加密手机。该产品
是中国电信安全手机的首款旗
舰级产品，具有双系统硬件隔
离、芯片硬加密、一键硬关闭等
高等级安全配置，同时也根据
高端用户需求特点，进行了大
量的便捷化功能创新。

□记者 任华飞

1月15日，小米在北京国
家会议中心召开旗舰发布会，
震撼发布史上最强旗舰手机小
米Note、全球最小的四核全高
清网络机顶盒。记者在现场看
到，小米Note分为外观相同的
普通版和顶配版，前面板2.5D
曲面玻璃和后面板的3D曲面玻
璃后壳，最薄处仅4.1毫米。普
通版搭载了5.7英寸夏普/JDI
全 高 清 视 网 膜 屏 幕 ，使 用
2.5GHz高通骁龙801处理器和
3GB内存，支持双卡双待双4G；
而顶配版使用2560×1440像
素的2K分辨率夏普/JDI屏幕，
PPI高达515，搭载国内首发的

目前最为强大的8核64位高通
骁龙810处理器，配备Adre-
no 430图形处理器，采用索尼
第二代1300万像素，6片式镜
头，F2.0大光圈，具备光学防抖
功能。两个版本售价分别为
2299元和3299元。

而作为全球最小的四核全高
清网络机顶盒——小米小盒子，
雷军将其誉为小米献给用户“最好
的新年礼物”。据悉，小米小盒子
同 时 支 持 双 频 段 2.4GHz/
5GHz，具备更高速更稳定的
WiFi无线信号，还支持杜比数
字+音频编码格式和DTS音频编
码格式。配合在小米小盒子上首
发的“投屏神器”，能像玩手机一
样玩电视，该产品售价199元。

美团网宣布完成7亿美元融资

手机最强 盒子最小
小米举行旗舰发布会

任性的中部橱柜
展 ，任 性 的 圣 象 橱
柜。

——圣象集团

阳春三月，中部橱
柜展与法洛尼实木橱
柜共创精彩。
——法洛尼实木橱柜

□记者 高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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