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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表示，从2014年7月发
布到现在小米4上市已经将近一年
的时间，过千万台的销量可以说
是小米交出的一份不错的答卷，
目前市场上很多手机机型在整个
生命周期中很难达到该数量级。
雷军同时还透露，希望今年能够
看到第六款销量过千万量级的小
米手机。

据小米公司介绍，在本轮降
价之前，小米4就已经达到了千万
台的销量，而本次降价主要原因
是手机出货量的加大使得制造成
本被稀释，从而才能挤出一定的
降价空间。

小米公司联合创始人、总裁
林斌表示，小米4手机制造成本很
高，不锈钢中框占到了整机成本
的 20%，降价 200 元考虑了很
久。如今小米4已上市将近一年的
时间，接近产品生命周期的后
期，销量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成
本才有下降盈利的情况。

实际上，小米手机4采用的不
锈钢中框工艺极为复杂，一块钢
板经过40道工艺和193道精密工
序，历经32小时加工，被小米打
造成不锈钢金属边框，整个过程
可称之为“一块钢板的艺术之
旅”。为此，代工厂富士康和赫比
都投入十几亿元的巨资，用于购
置新的CNC数控机床。最终，金
属边框与镁合金内架一起构成了
小米手机4极其坚固的机身，也造
就了它的绝佳握感。

同时，小米手机 4的 5英寸

1080P分辨率的高饱和度夏普/JDI
屏幕 NTSC 可达 84%。新增的

“阳光屏”技术支持像素级动态对
比度调整，每时每刻都对屏幕的
每一个像素独立调节，强光下显
示效果更清晰，平时画质更好并
能省电30%。

小米手机4的硬件配置仍属一
流：高通骁龙801四核2.5GHz处
理器，Adreno 330图形处理器性
能更快的同时，功耗更低；搭配
LPDDR3 2GB极速内存，能帮助
用户更快载入大型游戏和应用，
更流畅地播放高清视频。索尼/三
星1300万像素堆栈式相机支持最
快0.3秒对焦，光圈为F1.8。硬件
级实时HDR与高动态智能闪光灯
可以改善画质，并且支持追踪对
焦及先拍照后对焦技术，还可拍
摄4K视频。

3080毫安时的大电池保证了
小米手机4的续航表现。同时，小
米手机4配备红外发射器，通过定
制的小米遥控器APP，可以遥控
电视机、空调等支持红外协议的
家用电器。目前已支持2853款设
备，更多支持设备也在不断更新
中。

小米手机4搭配的最新版MI-
UI6有更酷的服务功能，让你的生
活更方便。包括自动识别陌生号
码，辨别骚扰、诈骗电话，还内
置了诸多生活服务，打车、医院
挂号、查快递、充话费等，无须
安装多个APP，在MIUI中即可迅
速完成。

林斌表示，目前市场上1500
元价位的全不锈钢边框手机，小
米4还找不到竞争对手，而小米的
策略是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产品
上，竭力打造一款款精品，尽可
能让它有更长的生命周期。举例
来说，小米 3 在 18 个月销售了
1400万台，小米4才上市10个月
就出货1000万台，后者的生命周
期应该会更长。

根据两大国际市场调研机构
IHS Technology 和 Strategy
Analytics刚刚发布的市场报告显
示，在2015年的第一季度里，小
米以14%的市场份额继续引领中
国智能手机市场，已经成为无可
争议的市场领军者。

另外，国家统计局下属的中
国信息统计服务中心大数据研究
实验室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小
米在所有的手机品牌中位列口碑
第一名，在所有的安卓手机中位
列质量认可度第一名。第三方统
计机构友盟数据显示，在刚过去
的2015年4月份，安卓活跃机型
排行榜前10名小米独占6席，剩
下4席均为三星手机。

小米此次价格调整即是继续
秉行小米“让每个人都能享受科
技的乐趣”的愿景，使广大消费
者能以千元级价格获得完美的旗
舰机使用体验。5月28日起，中
国移动4G、中国联通4G、中国电
信4G三个版本的小米手机4(2GB
版)雅黑色和亮白色在小米网现货
销售，价格均为1499元。

小米4销量破千万台

震撼性价比现价1499元

5月28日上午10时，小米公司宣
布旗舰机型小米手机4(2GB版)直降200

元，特价1499元。至此，小米手机4已成为继
小米2系列、小米3、红米、红米Note之后，小米
又一款出货量超过千万的机型。

为此，小米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
与小米诸位高层专门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庆功会，
在“Are You OK”欢歌声中，开香槟、切蛋糕、
玩自拍，与众多小米员工一起庆祝了这一历
史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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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包装印刷
●专业印刷质优价廉67010792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做纸杯？找亚辉400-0016678

求购物资设备
●制药机电设备13949015083
●闲置物资设备13783682499
●闲置物资设备13523089014

机械物资
●现出售 3000型沥青拌合设
备1台，2000型沥青拌合设备
3台另诚招各地市合作承建
沥青拌合站，有沥青设备。
联系人：经永宽 联系电话：
13598891980
环保镀锌丝机
自动制钉机●外墙保温钉机
汽枪排钉机●13523495188

招聘

●郑州轻工业学校诚招招生

代理电话:18736002005
●宋一品食品公司常期招桶

子鸡师傅，学徒15515994390
●生鲜分割销售18503812340

培训招生

●白晓兵编导播音美术培训

诚招全省加盟13839964185
●学网上开店包会18738131170
●报考专本硕博学历/会计证

师经济医护证15937121578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研究生医学哲学管理学法

学等合作咨询18336345252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河南教学中心

人大商学院河南总裁班由

人大商学院主办、人大河

南校友会协办。面向全省

寻求招生代理合作。

电话：400-1578-666

重点中专招聘
招生咨询接待人员及代理

0371-55618505待遇丰厚

专学建筑技术
造价识图施工钢筋6710051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国文书法高考1773778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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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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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美加澳日签证 037160606060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郑开大道前程路北 3.5公里

周末好去处，餐饮、垂钓、

棋牌 . 13393709177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鑫马专业保洁 13903867207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居家易家政55555561专业保洁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转 让

●转文化路火锅店15837159550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 13700888738
●转人民路餐厅 15617901285
●管城区巴爷香辣鸡煲店转

让 13503712346

招 商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在各

市，县设立办事处，另找个人经

销商，项目合作 15036008588
●编气球也能发大财，廊坊沐

瀛手编气球玩偶、庆典气球

装饰培训收徒 400-044-4561
QQ:570862714www.cqgz8.com
●银联商务 POS金融平台招

县市合作 ，18768861058温
●大型会所保龄球室内高尔夫

等寻合作伙伴 18134710888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李记冷串小吃加盟

独特秘方 13783622111
●广通快递招商 15514539133

北京二锅头
散酒坊 400-006-1163
隆重招商

杏花村清酒诚招市县代理商

鹿邑大曲诚招市县代理商，

电话：15038093009

电脑维修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50元专车移修空调65682777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厂家专移修收空调66669222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软件网站

●网站软件APP定制53395926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淘宝网店装修 13607662008
● 398 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网站+优化推广15838307519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饭店450平低转15037142220
●转营业中火锅店，马寨工业

园区一二层450m215939045099
●南阳路大石桥饭店低价转让

18638682900周先生

●纯2楼280低转13643714378
●纯一层400m2饭店房租低可

分转中介免谈 13849009168

转让商铺门面

●旺铺转让 15136197311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
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121号（西大街与北顺城
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