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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消费金融：

横跨百城 以金融助力品质生活
□记者 祁驿

5 月 30日，“品质中国行
海尔0元购”活动在河南济源
迎来了第1000场，自今年年初
起，海尔消费金融携手海尔家
电行至全国千县万镇，让金融
走近消费者，让消费者通过金
融产品提前享受智能家电带来
的品质生活。

“带着银联标识的借记卡，
材料准备齐全，十分钟即可在
海尔专卖店申请‘0元购’。还
款方面，每月将通过绑定的借
记卡自动还款，消费者只需要

保证卡内有足够余额即可。”海
尔消费金融凭借着快速、便捷
的申请及还款模式，在家电市
场引起轰动。

据悉，海尔消费金融自
2014年年底获银监会批复开业
以来，就积极推进海尔家电“0
首付、0利息、0手续费”的“0元
购”业务发展，通过整合海尔集
团渠道资源，依托其38000家
海尔专卖店网络，完成了近
3000家海尔消费金融体验店布
局。此外，海尔消费金融批出
30亿专项资金用于“0元购”放
款。短短5个月，“品质中国行

海尔0元购”活动在各大城市村
镇开展了1000场。

“0元购”只是海尔消费金
融产品的冰山一角，定位于“乐
享生活——智慧金融服务商”的
消费金融，围绕着家庭单位的消
费都在其规划中。早在年初，海
尔消费金融就联合海尔地产，推
出车位分期产品，还与国内知名
家装、酒店、教育、旅行等机构达
成合作并推出多种分期产品。
未来，海尔消费金融还将在家
装、健康等更多消费领域，围绕
居家生活，为消费者提供一站
式、全方位户式金融服务。

去年新增手机恶意软件90万

六成以上为扣费类

国家工商总局：

“双11”等网络促销将出规定
近日，京华时报记者从国

家工商总局获悉，该局近日下
发通知，从7月份至11月份开
展红盾网剑专项行动，要求重
点“严管”网购平台，其中儿童
用品、老年用品等将是整治的
重点。国家工商总局要求落实
网店实名制，网络交易平台在

开展集中促销活动时，要公开
促销规则等。

据了解，在此次专项行动
中，强化网络交易平台的责任
将是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对于
平台开展的像“双11”等节假
日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工商部
门将加强指导，监督网络交易

平台经营者公开促销规则，制
订投诉处理预案，其中重点监
督“七日无理由退货”、“退一赔
三”等条款执行情况，坚决遏制
刷信用等违法行为，严格落实
平台经营者应负的法律责任。

《京华时报》

在近日召开的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电信日”研讨会
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
局副调研员袁春阳透露，去年
新增恶意程序90万，这些恶意
程序中扣费类占六成以上。

袁春阳表示，据工信部4
月份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报告
显示，移动用户数总规模13
亿，相当于一人一部手机。随

着4G网络快速发展，4G用户
每月净增超过2000万。他表
示，造成移动互联网安全问题
的原因就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不法分子利用后门或漏洞窃
取使用者的个人信息，窃取银
行账号等。去年，工信部的调
查发现，这些恶意软件中包含
扣费类程序的占62%以上。

《京华时报》

担心会起火

苹果召回23万个Beats Pill XL音箱
据新浪科技消息，苹果公

司称其将在美国市场上召回约
22.2万个Beats Pill XL便携
式无线扬声器，并在加拿大召
回约1.1万个，原因是其存在因
电池过热而起火的风险。

苹果公司并未透露将受此

次召回活动影响的扬声器数量
及其收到的投诉数量，但表示
这次召回不会对Beats或苹果
公司的其他任何产品造成影
响。该公司称其将在收到有缺
陷的扬声器的3周内返还价值
325 美元的店内抵用券或退

款，这些产品是由 Beats 在
2013年11月推出的。苹果公
司在2014年5月同意以约3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Beats，原
因是在 iTunes销售额下降的
形势下，该公司试图在音乐流
播放领域取得发展。

河南国际跨境电商商会

召开筹备会
□记者 祁驿

近日，河南国际跨境电商
商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国
际商会大厦召开，河南国际商
会石维堂秘书长出席并讲
话。我省30家电子商务企业
作为发起人参会。

会议探讨了筹建商会的
目的、意义、运作、发展方向、
组织架构等事项，并确定商会
主要发展方向。石维堂介绍，
今年一季度我省电子商务交
易额 1910 亿元，同比增长
35%。今年河南服务业增速
目标8.8%，预计电商交易额超
7000亿元。

郑州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成为全国首批5个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之一后，
郑州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包

裹量猛增，目前备案参与试点
的企业已达442家。累计进
出口商品达到542.82万件，价
值4.99亿元。截至6月1日，
郑州市跨境电子商务试点(E
贸易)项目业务总量率先突破
1000 万单，达到 1161.94 万
单，单量总数相当于全国其他
试点城市总和。

成立河南国际跨境电商
商会就是为了实现“买全球，
卖全球”的目标，促进我省跨
境电商发展，加快培育电子商
务服务平台，推动电子商务园
区建设。吸引国内外知名电
商企业入驻中原，有效搭建政
府与行业、行业与企业及企业
间的沟通平台，推动我省电子
商务服务业信息化建设和电
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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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55027807保密婚查取证找人

●税务知名律师15238093660
●现金收购欠条！婚查取证、

难事帮办、找人13283808650
●保密婚查定位找人收购债

权难事帮办18697337007
●53668802婚查取证定位找人

●要账定位找人13213205050
●齐勇智律师13838381848
●婚查取证寻人13526607317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要账专家，10年经验，定位

找人成功后收费17071809117
●清账定位找人18736075371
要账专家86169619
成付13015506677
胜龙★收账

事成收费13523525159
诚信帮收欠款
我公司多年帮收欠款经验

小额当天，大额三天，办成收费

快速解除您欠款难收的烦恼

咨询专线：13937129575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快速

安全，诚信，专要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快速找人

婚查。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总部电话：400-089-3691
紫荆山电话：18530901028
郑州西区电话：13071022966
许昌分部电话：13080162177
郑州南关街电话：18236960246
■成功收费■
实力收购欠条,快速要账,专要

现金借款.投资担保,安全合法.
郑州及周边城市15136126464
信阳周口驻马店15136124332
焦作洛阳三门峡15136241573
安阳许昌南阳：15136241572
《18137889110》
■诚信收账■
疑难杂症13939006684成付

律师快速要账
8年成功经验、事成收费

邀各地市加盟分部合作共赢

西区电话：15838036875
花园路电话：13523067500
紫荆山路电话：15638176869
东区电话：13027788886

■事成收费■
专业收账，收购债权，快速

合法，针对个人借款工程款

投资担保，实力见证，一次

合作，终身朋友，欢迎加盟

郑州周边城市:15093301233
安阳濮阳鹤壁:15038051101
许昌平顶山周口:15981880092
洛阳焦作三门峡:15188317076
南阳驻马店信阳:15838206311

156-3925-1221
全国要账，快速找人，债权收购

诚18538729110速
婚查取证维权
诚信合法受理国内各种纠纷、

打假等业务13673995729
全国收购债权
退伍军人帮收欠款难事帮办

快速找人婚查18539562838
要账18530015557
抵押贷款

●楼盘银行按揭贷65329508
《快贷》56705566

新老房车按揭房再贷额度高

息低循环用手续简便放款快

贷款快5677778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房车贷56777788
新老房银行贷1-10年循环用

垫资全额贷信用差欠款再贷

急用钱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快速贷55091136
新老车房按揭房再贷银行息

信用贷企业贷垫资贷速度快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大额资金专办13526626508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快办各类公司13343845752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许可证●环评63910208
●QS●生产许可证56789370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投资金融专办13503711111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资质换证代理15093281448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低办公司、资质63702222
●53311990全省资金免费注册

●企业上市服务13526629768
●工商疑难咨询18638033718
●标准备案保健食品53661248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

办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超低快办公司18638207808
●低办各种资质15517559996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工商■资质”
物业园林房地产建筑资质

八大员技工证特种工快办

安全员安全证专办66364166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66364266、66364366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13203814556
防水●公路●水利56755093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6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088
机电◆消防◆电力860999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188
承装●承修●承试86172660
房地产●园林●物业86172662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15515888182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302663
装饰/园林/物业专办53302664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302660
建筑类资质升级快办53302665
各类建筑资质二升一53302667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63610399
园林●水利●环保63863366
14年真诚服务！

工商专家55222911
免费办公司

专业记帐，经财政局审批许

可经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

务助您创业梦86107088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许可

证八大员特种工三类人员技

术工人65901419;659014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