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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河南省人民政
府与神州数码在郑州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联合优
势，共同推动河南省“互联网+”
战略落地，促进河南省信息产
业和信息化发展。

神州数码是国内一流的IT
服务和互联网企业，双方的合
作有着广阔的市场和空间，河
南省政府将全力支持神州数码
在河南省的业务发展和项目落
地。

据了解，该公司建设运营
的智慧城市项目“漯河市民融
合服务平台”已于今年6月上线
运营，漯河市民率先体验到“互
联网+”城市公共服务。除此之

外，神州数码还将参与河南省
云计算大数据专项建设，促进
河南“互联网+”产业集聚发展，
包括建设面向应用的云平台、
开展大数据智慧应用和建设云
安全服务中心，将信息惠企、惠
民、惠政落到实处。

神州数码首席执行官林杨
说，双方将充分利用创新的模
式来探索推进河南“互联网+”
产业合作方式。在郑州市、驻
马店市、三门峡市、漯河市开展
了线上土地流转业务。神州买
卖提与村村乐的农村电商业务
更是早已深入到河南县域、村
级市场，助力中原农业的智慧
化升级。

11月17日，河南紫光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
物联）在深圳福朋喜来登酒店
召开产品说明会暨招商大会，
会上紫光物联各位相关负责人
分别详细介绍了其产品功能，
并推出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招商
扶持政策！

紫光物联董事长叶龙向参
会嘉宾详细介绍了公司的技术
优势：采用ZigBee协议、本机主
机+云平台的先进架构以及800
产品成熟期，系统稳定性行业领

先；设备和场景可以授权管理、
多用户系统，比如，由于孩子的
好奇心或者家中老人的误操作
启动了大功率危险设备，用户可
以远程操控关闭设备，也可以通
过场景设置限制孩子、老人的操
控权限；每个用户均可以在首页
定制个人常用的功能、常用的房
间，软件系统同时支持安卓、苹
果、Windows平台；场景的设置
简单快捷；产品齐全，功能丰富，
14大类60余种智能单品，满足
客户更多个性化需求，拥有丰富

的家电接口，可控制的家电品类
多，功能强。

会上还成功拍卖了四套紫
光物联智能床垫，所拍款项
8304元将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此外，紫光物联智能家居在
本次高交会上亮相主展馆1号
馆智能家居专区1C26，开展前
两日就引爆全场，人气颇盛。展
位常常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
工作人员应接不暇，不断地向观
展嘉宾解说公司产品。

11月17日，金立发布了其
首款以金属机身材质为主打的
新机S6。据介绍，该款手机搭
载了5.5英寸三星Amoled屏，
拥有金属比例高达89%的机身，
3GB RAM+32GBROM 的大
内存，定价1699元，有瑰金、铂
金和耀金三色可选。

除了用金属材质提升质感
之外，S6还在细节上颇下功夫，
其背壳呈现6.9mm至 4mm的

渐变厚度，让用户的握持手感升
级了不少。屏幕方面，由于采用
了视觉无边框设计，S6的屏占
比达到了77.8%。内部配置上，
它配备了64位 8核CPU，高性
能低功耗；3GB 运行内存+
32GB内部存储，外加最大可支
持128GB存储扩展，在自身价
位的市场上表现抢眼。此外，
S6还配备了1300万像素的后
置摄像头、F2.0大光圈、快达0.1

秒的PDAF相位对焦技术。以
续航见长的金立在S6上也配备
了3150mAh大容量电池，结合
自研的智能省电技术，比原生系
统省电34%，其amigo3.1系统
当金立S6电量仅剩10%时，开
启极致省电模式，可延长待机时
间约 36 小时。此外，该版本
amigo为用户量身定制了“私密
空间”和“儿童模式”。

11月19日下午2时，河南
省电子商务协会家电分会成立
发布会暨八淘网上线启动发布
会于郑州举行，我省的县乡消
费者和农、副、特产品销售多了
一个新的平台。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
崛起和网络信息化的不断升
温，电子商务正以其鲜明的时
代特征，以更加快捷方便的购
物方式迎合着人们新时代的需
求，引领传统商业模式的革新，
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消费习惯。
而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高歌
猛进也对传统经营模式形成了
巨大的冲击。传统经营模式的
中小企业如何在这种必然趋势
下寻求绝处逢生的机会，成为
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县域经济+互联网！有了
八淘网！这不是一句口号，河

南八淘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精
准把握市场脉搏，历经两年多
的技术研发，致力于新型县乡
电商运营模式的探索，针对传
统中小家电零售实体店未来的
发展出路提出了解决方案，八
淘网落地“电商百县千乡星火
计划”应运而生。

八淘网推出的“店内体验，
网上销售”的新型营销生态商
业模式秉承“用户就是上帝”的
服务理念，整合最具优势的产
品及服务资源，通过县乡合作
平台直接提供给终端用户，并
提供完善的产品咨询、销售、物
流及售后服务体系。同时，也
为各地的农、副、特产品走出大
山、走出村口搭建起了一个服
务平台。进而实现“八淘网在
手，商机无限有”的战略合作理
念。

11月14日，三季度智慧消
费，乐享生活——中国统计信息
服务中心第三季度电子电器消
费口碑指数发布，今年前三季
度，彩电市场上，海信、创维领先
口碑指数，海信、创维、TCL、三
星、索尼、飞利浦、康佳、夏普、长
虹、海尔、LG这11个品牌的口
碑指数差距缩小。

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电视行
业品牌网络口碑指数评价显示，

品牌网络知名度方面，海信、创
维、TCL位居前三；长虹、三星、
康佳3个品牌的知名度比较优
秀；索尼、LG、夏普的知名度略
偏低。品牌消费者互动度方面，
海信领先，三星、索尼紧随其后，
此3个品牌以微小差距并列行
业 前 三 ；小 米 成 功 进 入
TOP10。夏普和飞利浦两个品
牌 的 消 费 者 互 动 度 被 挤 出
TOP10。

品牌企业美誉度方面，海
信、创维、三星的企业美誉度相
差无几，此三个品牌占据行业前
三，TCL以0.13分的差距位列第
四，冠捷、康佳、长虹、索尼、夏
普、海尔、LG等众多品牌的企业
美誉度表现比较优秀，但是各品
牌之间未能拉开差距。

电子电器消费口碑指数由
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新华
网、中国质量新闻网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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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近远品牌设计：VI标志包装

画 册 台 历 挂 历 13598837225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 60942052

培训招生
●学历证会计证 1593712157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招聘

●护士口腔大夫 18539941666

家教

●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英凯英语辅导 15824843983

抵押贷款

车房抵押速贷
低息当天放款 15037159463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快办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化妆品●保健品证63612933
●专办生产型企业 86560456
●免费注册低价验资6365975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 代 理 记 帐 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低办公司资质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快办私募基金牌照55697802
●500元大包办公司86107188
“工商■资质”
低价电力装饰物业房地产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86107088
“证书●资质”
质监建筑咨询 13523095028
【资质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 63838000
市政●公路●通信 63858899
机电●石油●矿山 63697099
消防●照明●承修 63830333
钢构●防水●环保 63512939
输变电●装修装饰 63863366
免费注册682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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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评消防快办
河南环评消防审批 86172660
全省资质

建筑水利公路 18337119282
房地产市政●物业 86258790
快速办理八大员●技工证

生意投●咨询
项目投资孵化 商业模式优化

连 锁 合 作 ：400-0789-639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快办公司资质
0元办公司房地产.物业资质

八 大 员 技 工 证 66364266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 15515888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