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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智能化到底哪家强？
美的洗衣机巡展给答案
□记者 祁驿

上周，家电行业巨头——
美的携旗下各大搭载智能核心
技术的明星洗衣机产品亮相郑
州，亮相巡展的“爱尚”、“凡帝
罗”系列明星产品，深受消费者
青睐。美的洗衣机突破行业技
术瓶颈，为洗衣机搭载FCS快
净智能系统，给用户带来又快
又干净的洗衣体验，加上超高
的性价比，更引爆消费者的购
买热情。

首先亮相展会的“爱尚洗
衣机”系列产品最大的亮点莫

过于快净洗涤功能。除了去污
彻底，洗涤洁净等产品优势外，
其洗涤时间比起其他洗衣机缩
短了1/3，方便了现如今快节
奏生活的需求。

而“凡帝罗”系列洗衣机则
利用智能洗涤系统，去繁就简，
洗涤一键搞定，无需消费者过
多操作。智能烘干程序，通过
加热、干燥和冷凝三个环节，实
现衣干即停，全面适应用户对
快速干衣的需求。此外，凡帝
罗还具有三大特色功能：羽绒
服清洁、筒自洁和随心洗，全方
位带给用户超洁净超快速的洗

衣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让消费者

主动参与到产品体验中，是企
业与消费者效果最好的沟通方
式，也是对企业实力、产品科技
最严苛的考验。成功的体验沟
通，能够使消费者对品牌产生
亲近感、互动感，并能够主动对
品牌进行传播。美的洗衣机潜
心钻研，回归产品本身，专注用
户体验。其在全国举办明星产
品巡展活动，力求让用户能够
现场真实感受又快又净的洗涤
体验。

“壕级”电视开售——
三星SUHD TV傲世超高清电视来袭
□记者 孙亦舒

5 月 13 日，三星 SUHD
TV傲世超高清电视正式在武
汉开售。在当日举办的“观不
止 感无尽”新品体验会上，三
星 SUHD TV带来了前所未
见的极限画质，配合细致入微
的智能操控，让用户对“未来电
视”有了新的直观印象。

此次抢先登场的是三星
SUHD TV旗舰型号JS9900、
JS9800，均为曲面系列，包含
55/65/78三个尺寸段，售价最
高79999元。其中,“起步级”
55英寸 JS9800 为 24999 元。

三星电视负责人表示，随后
SUHD TV的平面“亲民版”和
88/105英寸“超壕版”也会陆
续亮相。

SUHD傲世超高清电视是
三星2015年最为重要的战略
产品。从展会上概念品亮相到
真正步入市场的百余天里，它
几乎斩获了一款电视能拿到的
最 高 荣 誉 ，其 中 就 包 括

“2015CES产品创新大奖”和
有中国家电奥斯卡之称的“艾
普兰大奖”。

三星 SUHD傲世超高清
电视最大的突破在于画质，它
的色彩表现力相当于传统电视

的64倍色阶饱和度。据三星
电视研发人员透露，这得益于
三星独创的环保纳米晶粒半导
体。目前，该技术已获得150
余项专利。三星 SUHD TV
是目前唯一采用无镉技术的产
品。此外，三星SUHD傲世超
高清电视还搭载了赏“晰”悦目
功能、全新的Tizen系统，能显
著优化机顶盒的画质效果，让
电视操作更为直观便捷。

目前，以SUHD TV领衔
的三星电视2015超强阵容已
登陆苏宁、国美、京东等渠道，
消费者线上、线下均可订购。

诺基亚零售店更名为
“微软授权经销商”

据网易科技消息，微软近日
宣布，将把世界各地的诺基亚零
售店和关怀中心更名为“微软授
权经销商”，其他“普通商店”或

“多品牌商店”等非直营店则更
名为“微软移动经销商”。

自从微软去年4月斥资70
亿美元收购诺基亚终端业务以
来，微软便在逐步放弃诺基亚的
品牌，转而使用微软自己的品
牌。而这一最新更名举措也是
这项政策的延续。

微软曾在4月宣布印度将成
为“微软优选经销商”进驻的首
个国家，巴西随后跟随印度的步
伐，推出首个“微软授权经销商”
门店，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法
国、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也将
在此次更名之列。

此次更名将帮助微软在这
些地区获得更高的曝光率，其中
很多地方的消费者之前都没有
把该公司视作一家硬件厂商。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的信息
化产品正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深入民众生活和行业经济的
方方面面，推出了智慧政府、智
慧民生、智慧产业三大板块80
多项行业的应用及产品。

翼支付，通过手机实现水电
气缴费、汽车加油、消费购物、公
交支付等多项便民服务，深化与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河南电信的
合作，在全省开展翼支付手机加
油业务，目前翼支付合作加油站
1300多座，覆盖全省主城区。同
时也已与郑州一卡通公司签署
全面合作协议，电信手机客户乘
坐公共交通应用正式推向市场。

加密通信，为了满足通信及
信息安全急需加强的管理需求，
利用CDMA网络在安全、保密、
抗干扰方面的优势，有效地防范
了恶意窃听导致的通信泄密，保
障了客户的信息安全。

翼校通，在保障校园安全、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帮助学
生提升学习效率、密切家校沟通
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通过
班班通、开放课堂、视频考勤等
功能，充分促进天翼智能终端和
教育资源平台的融合，将教育信
息化带入了4G时代。

智慧交通，深化政府及行业
合作，完成了“河南省道路交通
安全动态监控系统”政府监管平
台建设，实现了全省重点营运车
辆的联网联控，满足政府道路交
通安全动态监管执法和应急指
挥等需求。智慧旅游，与洛阳旅
游局合作完成了“洛阳智慧旅
游”项目建设，整合洛阳旅游信
息资源，创新服务手段，成功打
造了洛阳智慧旅游，提高了城市
竞争力，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
社会影响力。

中国电信：最懂互联网+的运营商
□记者 祁驿 文图

核心提示 | 5月13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发布“互联网+”行动白皮书，并与
合作伙伴及重要客户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互联网+”产业生态圈。这是继李
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来，首个由运营商响应并
发布的行动白皮书，也是中国电信深化转型的一项重大战略布局。

“互联网+”来了，中国电信河南公司也通过一系列行动，让互联网+从网络基
础到智慧延伸，从现实使用到未来发展，都有着电信的气质。

800亿，互联网+的行动纲领

按照“互联网+”行动白皮
书，中国电信将在重点领域加
大投资，每年持续投入不少于
800亿元。

这800亿元，主要用于加
大宽带接入、移动网络智能化
改造；另外中国电信将出台互
联网+产业配套政策，首先是
为产业互联网重大项目相关流
量资费提供优惠政策，同时还
将为产业互联网专业人才引入

和培养提供专项津贴。
此外，中国电信将在教育、

医疗等重点行业加大产品研发
和运营投入，每年不少于10亿
元，并设置不少于10亿元的合
作伙伴激励基金，完善重点领
域战略级合作伙伴办法。

中国电信此次发布的白皮
书阐明了中国电信对“互联
网+”的理解与认识、作用与价
值，以及中国电信针对“互联

网+”的战略与布局；围绕农
业、工业、服务业和企业四个方
面描绘了实践与展望；提出了
2015年“互联网+”的十大重点
项目：网络协同制造试点、智能
制造试点、能源互联网试点、制
造业服务化试点、影像云与远
程医疗、健康医疗云服务、智慧
课堂与三通协同、教育云服务、
中小企业O2O云平台、高效物
流平台。

双百兆，互联网+的坚实基础

互联网+当然离不开高速
的网络，中国电信河南公司依
托网络优势，推出了“双百兆”
融合产品，可同时为客户提供
百兆光纤和百兆4G，不仅实现
了固定场所与移动互联的有机
结合，更为客户带来了全新的
高速上网体验。

2015年，中国电信河南公
司还继续针对不同用户群体，
推出不同配置和功能的智能手
机终端，满足用户差异化个性

化需求。选择4G套餐时，除
具有“低门槛、大流量、可分享、
可自选”特点的4G套餐外，用
户还可根据自身需求设计个人
专属的4G“私人订制”套餐。

在强化创新服务能力，开
拓应用新型多媒体服务渠道
上，中国电信河南公司持续推
广“天翼客服”客户端、易信客
服、QQ客服、掌上营业厅等互
联网客服工具，利用“天翼客
服”的宽带报障、国际漫游、费

用查询、流量提醒等亮点功能，
不断提高移动互联网服务能
力。中国电信河南公司还完善
和优化各项提醒服务，如流量
使用提醒阀值、流量和费用双
封顶等，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
者权益。同时面向4G用户推
出“尊享+”系列服务，依据服
务级别的不同，分别享受入网
送积分、紧急授信提升等5项
专属权益。

天翼智慧，互联网+的河南生活

据TechWeb消息，国家工
商总局在官方网站发布通知，称
将依法整治利用网络交易平台
擅自销售彩票行为，要求各地工
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规范利
用网络交易平台销售彩票行为，
销售非法彩票企业的相关处罚
信息将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被公示。

今年，互联网彩票行业成为
相关部门整治的重点，一大批相
关企业受到影响，彩票的销量也
受此影响走低。财政部公布的
数据显示，3月份，全国共销售彩
票308.12亿元，同比减少20.62

亿元，下降6.3%。福利彩票和体
育彩票3月份销量双双走低。

此次工商总局的通知要求，
各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对监管
中发现的销售非法彩票行为，要
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第38条的
规定及时向公安部门通报，并在
职责范围内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依法查处。对销售非法彩票企
业的相关处罚信息，要按规定通
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
公示；相关经营主体的违法违规
行为构成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
予以吊销营业执照。

工商总局整治
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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