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届中原电动车·三轮车·电动汽车博览会下月开幕

关于展会，看这里就全知道啦
□记者 邵洋洋 通讯员 王晓宇

核心提示丨由省发改委、省工信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河南省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协会、
大河报和中原国际博览中心共同主办的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电动车、三轮车、电动汽车行
业盛会——“第十八届中原电动车·三轮车·电动汽车博览会”即将于4月16至18日在郑州市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昨日，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离展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目
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

据了解，本届展会共分为
四个展区：

第一展区是电动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酷车、锂电车、平
衡车等；

第二展区是电动三轮车、

休闲三轮车、燃油助力车及残
疾人专用电动车、电动滑板车
等；

第三展区是纯电动汽车、
新能源汽车、老年代步车、旅游
观光车、混合动力车、高尔夫球

车等；
第四展区是电动车电池及

电池维护、电机、充电器、控制
器、轮胎、塑壳、车桥及其它零
配件和维修工具与设备，电动
车用防盗锁具、报警设备等。

据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本届展会具备以下特色：

1.本届展会是中西部地区
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电动汽车、
新能源汽车行业类展会。郑州
也是目前除了北京、上海、深
圳、济南四地外，国内第五个举
办关于行业展会的城市。

2.不同于一般的汽车展，本
届展会是纯粹的电动汽车、电
动观光车、新能源汽车及配套
产品展会，是电动汽车、旅游观
光车、汽车充电站、摩托车、三

轮车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的
发布和展示盛会，它代表着未
来节能低碳交通工具流行的新
趋势。

3.通过展会展示新产品、发
布新技术，与代理商、经销商洽
谈合作意向是本届展会的主
流，通过媒体的广泛深入宣传，
大批市民、百姓在展会现场直
接购车是我们展会的增值服
务。

4.本届展会的参展车型种
类齐全，有公交车、校车、商务

车、出租车、运输车、邮政车、巡
逻车、执法车、垃圾清运车、面
包车、轿车、微型轿车、四轮车、
三轮车等等。车辆价格从3万
到30万之间应有尽有，既可以
满足公交、市政、环卫、景区、公
安、学校、社区等企事业团体的
采购需求，也可以满足普通百
姓的日常交通需要。

5.展会期间博览中心将开
辟出专门的试乘试驾区，供厂家
和消费者互动，车辆动力如何、
驾驶舒适度如何，你一试便知。

目前，除了通过媒体对活
动进行广泛报道，邀请专业观
众参与外，组委会还印制了3０
万张门票，门票派发工作正在
进行中。此外，工作人员将对
现有的汽车、电动汽车、电动两
轮车、电动三轮车的代理商经
销商，以及潜在投资者进行一
对一的门票派发，诚邀他们届
时到会参观、洽谈、采购。

据介绍，本届展会除了邀
请河南省的18个省辖市的观众
外，还将山西的运城、晋城、长

治，河北的邯郸、邢台，山东的
聊城、菏泽、泰安的东平县，安
徽的淮北、亳州、宿州、阜阳、蚌
埠、淮南的凤台县等地的有效
观众全面覆盖。

此外，20多名工作人员还
将深入郑州市内的各个社区、
旺铺、公园、超市、卖场、批发市
场等人群聚集场所进行普及式
门票派发工作，同时深入各个
办公楼、写字楼、新开楼盘、家
属区、商务中心等目标消费人
员集中场所进行地毯式门票派

发工作。
如果因故未能拿到门票，

也可以直接到展会进行参观。
组委会提醒广大读者和众多经
销商，本次活动不限制参观人
数，不收取参观者的任何费用。

在展会期间，前往郑汴路
中原博览中心展会现场的前
5000 名专业观众（郑州市以
外），凭有效证件可得到大会组
委会为您提供的免费午餐、饮
品和精美礼品。

为方便企业报名，目前有
多种参展报名方式。既可电话
报名0371-66759259，也可到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组委会办公
地 点 报 名 ，还 可 通 过 传 真
0371-66759071 或网上报名
（qq：821202511）。

您对此次展会有任何疑
问，都可致电组委会进行咨
询。（电话：0371-66759259）

企业寄语：
参加中部行业大展，彰显

企业风范！
———航天新长征电动汽

车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引领未来，赛驰车业

祝展会越办越好！
———江苏赛驰电动汽车

有限公司

第十八届中原电动车三轮
车电动汽车博览会

时间：2016 年 4 月 16 日—
18日

地点：郑州市郑汴路中原
国际博览中心

电话：0371-66759259
66759065

美的“舒适星”有凉感，无风感
□记者 张朝

“舒适星”创新采用制冷不
直吹的技术，“有凉感，无风感”
体验令人颇为关注，而“舒适
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是
源自于美的空调创造性地开发
出“微孔导风”系统，在0.048平
方米的导风板上设置了1906
个散风微孔，导风板上的气孔
排列有序、方向不一、大小各
异，共同组合成有效的散风装

置，让集中的气流疏散成众多
细微的气丝，特别适合老人、小
孩、孕妇等人群使用。

当用户启动“无风感”按键
后，空调能够自动感应分析室
内环境，根据温度、湿度的不
同，智能设定导风模式。此外，
美的“舒适星”空调还搭载了
PMV精控技术，打破传统空调
只能上下调节温度1度的功能

设定，以0.5度为单位进行温度
调节，通过判断室内“温度、热
辐射、衣着、湿度、活动量、风
速”等6个参数，让空调在检测
到人体至佳舒适状态下自动运
行。

空调舒适性认证不仅能为
消费者购买提供依据和指导，
还能引导更多企业向规范化方
向发展，促进产品的转型升级。

三星中国论坛在沪开幕

3月2日，以“非凡创新 改
变生活”为主题的2016年三星
中国论坛在上海举行。此次活
动中亮相的全球首款无边框曲
面 电 视 、品 道 智 宴（Family
Hub）交互式冰箱、蝶窗·蓝水
晶洗衣机等产品，展示了三星生
活家电在家电智能化领域的思
考和成果，体现了三星“以消费
者为本”的理念。

冰箱不止与存储有关，而是
智能生态新体系。而三星品道
智宴冰箱在智能化功能上则走
得更远。三星品道智宴冰箱在
满足基本的食物存储功能的基
础上增设了交互、娱乐等多种功
能，在食物管理、家庭交流、厨房
娱乐、智能互联四个方面为消费
者建立了全方位的智能生态体
系。除了食物管理功能，三星品
道智宴冰箱还具备家庭交流功
能，消费者可以在冰箱屏幕发布

消息、查看日历、观赏图片等。
同时，三星品道智宴冰箱还支持
一系列厨房娱乐功能，消费者可
以使用冰箱在线播放音乐、查看
天气情况，甚至还可以与三星智
能电视实现无缝镜像链接，做饭
的时候也能继续看电视。

洗衣机方面，三星蝶窗·蓝
水晶洗衣机具备精密的智能传
感系统，可以敏锐感知各项洗
涤数据，迅速捕捉状态变化，针
对不同衣物，为消费者提供专
业的方案。同时，蝶窗·蓝水晶
洗衣机还具备洗涤剂智添加功
能，每次洗涤时，智能感知衣物
重量和入水量，自动投放洗涤
剂，精确洗涤。除了在智能化
方面表现出色，蝶窗·蓝水晶洗
衣机还增加了安心添（Add
Wash），通过全新的蝶窗设计
帮助消费者彻底解决了中途添
衣难的困扰。

创新产品引领家电智能化新方向

聚会相册、异地违章、网购退款……

手机诈骗五花八门
您收到过多少？
□记者 张朝

核心提示 | 3·15来临，不少市民反映这一年来，各种新型诈
骗信息让大家不堪其扰。有关手机的各种诈骗占据大部分，
诸如手机发来的“聚会相册”、手机发来的“异地违章”……

“聚会相册”链接木马病毒

近期，不少人反映收到过有
聚会照片，并标有链接地址的短
信，“这是同学聚会的照片，点开
链接看看吧”。因不少人在节日
假期中参加过聚会，便随手去点
击。结果，很容易掉进骗子的陷
阱，造成财产等损失。

业内人士说，其实这条网址
链接早就内置木马病毒，一旦点

击就会下载病毒感染的软件，感
染木马病毒会导致直接向手机
通讯录中的联系人发送诈骗短
信。同时，很多人的手机绑定银
行卡，感染木马病毒后，会直接
窃取手机支付宝、银行卡等相关
信息，从而盗取手机银行里的钱
财。因此，收到陌生短信，一定
要提高警惕。

网购因“特殊原因”要给你退款

如果接到自称“店主”打来
的电话，说是货物短缺、系统原
因等无法发货，可办理退款，随
后发给你一个退款链接。此
时，千万不要轻易打开链接，这

可能是诈骗分子伪造的钓鱼网
站，一旦登录该钓鱼网站，个人
信息、网购账号、密码等重要信
息就会被窃取，甚至网银资金
被盗刷。

“异地违章”要汇款

春天不少家庭会选择自驾
出游，一些骗子便向车主群发

“交通违法”诈骗短信，其实，如
果车辆在外地发生交通违章，部
分地方公安交管部门会以邮寄
违法通知书，或以短信形式告知

车主相关违法信息，详细告知车
主违章时间、地点、违法行为以
及办理程序等内容。但是，交管
部门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汇款或
转账，要求汇款转账的都是诈骗
短信。

“异地消费”被钓鱼

“这里是某某银行，您某日
在某地消费5000元，如有疑问
请马上与我们联系。”业内人士
介绍，根据以往规律，节后是短
信诈骗高发期，骗子正是算准银

行结算需要时间，在此时间段发
诈骗短信最易引“鱼”上钩。接
到类似“异地消费”的短信不要
轻信，即便真在异地有过消费，
也要先向银行求证。

观展早知道观展早知道

展会特色展会特色

参展邀请ing......

如何报名参展如何报名参展

□记者 孙亦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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