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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部国际（郑州）物联网技术与智慧城市应用展览会昨日开幕

你想要的，物联网帮你全搞定

□记者 邵洋洋 文 王亚鸽 摄影

核心提示丨昨日上午，在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指导下，由河南省物联网行业协会、郑州市信息化促进会等单位联合
主办的2016中部国际（郑州）物联网技术与智慧城市应用展览会在郑州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全面关注物联网在智慧城
市建设领域中的各种创新应用，吸引了来自于省内外的众多相关企业参与。在展区内，众多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各自在物联
网技术方面的应用和产品，吸引大批的专业观众拥入展馆内一探究竟。

在整幢楼下，只需要安装一
台笔记本电脑大小的控制设备，
在手机上下载一个App，就可以
利用该App实现一键开门；在
App上操作，还可以在社区内的
超市里下单，送货员直接送货上
门；如果家里的电器出现了故障，
直接在该App上一键报修，多麻
烦都不怕；社区物业的通知和公
告等，直接通过该App推送到您
的手机上；未来，该应用还将实现

房屋出租信息发布、快递一键呼
叫等诸多功能。

这样的一套融合了云可视对
讲单元门控系统、智慧物业管理
系统、社区O2O服务平台等的智
慧社区解决方案和产品，你是不
是很想尝试一下？

“这套系统可以为地产行业
的前期开发和物业的后期管理节
约成本、提高服务成效，提升住宅
小区的安全管理水平，使小区的

物联网有多强大，看看这些就知道了

小区内的事情，一个App全搞定

沟通不畅，
“家校智能互动”帮你解忧

△

在展区内，一个主打“家
校智能互动”概念的展台前，
众多观众被一款叫做“校联
宝”的产品吸引住了。

“我们希望通过智能硬
件+软件互动的模式，来解
决传统的家庭和学校之前沟
通渠道不畅、信息传达不及
时、用户体验差的痛点。”据
该展台的工作人员介绍，这
款智能互动平台内，聚合了
校务管理系统、学生考勤情
况存档系统、家校实时互动
功能、校内智能广播系统等
十几项应用。

例如，任课老师可以利
用该平台，向家长即时发送
诸如当日作业内容、当日食
谱、最新课外活动等信息，同

物联网产业规模预计将达2万亿

展望 2020年，

据省物联网行业协会
秘书长张涛介绍，2009年，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将物
联网作为发展战略之一，自
此开启了万物互联的时
代。特别是近几年，全球物
联网企业迅速崛起，让大家
每时每刻都能享受到物联
网技术发展带来的便捷和
超值体验。

而在郑州，据郑州市信
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潘喜
春介绍，郑州的电子信息产
业增速，连续3年在全国27
个省会城市和35个大中城
市中排名第一，销售收入超
亿元的企业就有83家。目
前，包括汉威电子、新开普
电子、辉煌科技等在内的多
家物联网行业企业已经上
市。

同时，郑州还承担着

“国家级智慧城市试点”的
建设任务，目前，郑州市已
开展了包括精准农业、现代
物流、智能交通、医疗卫生、
市政管理等多个领域的智
慧城市相关应用研究。

潘喜春说，仅本届展
会，郑州市就组织了全市物
联网、智慧城市、移动互联
网、信息安全等7大产业联
盟的400余家企业参展。“希
望他们能够通过展会，积极
宣传我们在智慧物联方面
的成就，同时，加强与外地
先进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学
习，积极壮大自己。”

“预计到2020年，全国
物联网产业的规模将达到2
万亿，对于我们所有的物联
网行业企业来说，都是巨大
的机遇，同时，也蕴含着挑
战。”张涛说。

展会现场的“黑科技”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居民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获得
极致的科技体验。”开发该系
统的是郑州的一家科技公
司，该公司创始人王磊告诉
记者，这套系统直接用手机
替代传统可视对讲分机，免
布线、免施工、免室内分机，
目前已在省内多个社区投入
使用。

时，学校还可以通过该平台
进行在线的工作回访。

此外，该智能终端配合
手持式的移动额温枪，可随
时对学生进行体温检测，并
实时推送至家长的移动微
信端，孩子的身体状况，家

长随时掌握。
“这次展会，我们把最

新的技术都带过来了，希望
能够给河南的中小学生带
来全新的学校生活体验。”
该展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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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抵押贷款

56705588息低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简便快速

贷款56777776
欠款房再贷银行息额高简便

房贷55662888
行息可贷15年房龄额度不变

简便56777787
新老房银行贷快息低循环用

法律与咨询

●河南洪旭律师事务所

公司、个人法律顾问,金融法

律服务,各类诉讼代理,律师调

查,法律咨询：4006-131-369
CBD商务内环路10号楼2004室

●均益律所法律维权伸张正

义英协A座24楼15838363846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专业律师所
商标专利 商标代理

0371-68833500 13253510129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香港上海郑州公司60206715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专办园林资质13526578208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低办公司、资质63702222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

册上市接同行业务13503711111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专业代理记账报税88883992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业工商代办15738303017
●免费注册公司记帐88886498
●低价专办资质88886496
●工商注册代理18003813089
●工商资质代账13014608611
●快办公司低价记账86536311

“工商■资质”
建筑物业房地产园林电力

装饰装修劳务安全证安全员

八大员技工证66364166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86107088、86107188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63863366
◆专项设计资质◆63858899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15515888182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免费注册87000067
速办■总承包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一级■二级专线55128173
三级■增项专线559831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13333814167
园林资质特办
园林·建筑·市政·公路·机电

钢构·物业·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出租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17073500009/17073500006
●政四街4号宾馆招租适合办

公租住可整租分租65932777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酒店招租:信阳市浉河区湖

东大道6层酒店招租；面积

5683.6㎡,交通方便、车位

充足,是开办经营商务酒店

洗浴、桑拿的理想场所；诚

意招租,非诚勿扰。王先生

联系电话：13782956776

●农业路71号中州国际饭店

星级写字楼、配楼，裙楼招

租，梁总18695869456
●大学校园门面15003822238
中青大厦招租
八楼精装800㎡18637105056
临街3-6层

60个标准间，温泉燃气停车

场。租金38万/年。漯河市交

通路与人民路口13783078997

房地产

●宁夏购房入户4008371861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39亩
土地售，国有证13526955952
●低售郑东新区1323㎡商铺

(可带租金) 15000元/㎡；75～
1150㎡写字楼，8500元/㎡
（临丹尼斯、雅居乐、轻轨、

新建设厅）18937178357
●曼哈顿地铁旁300㎡精装写

字楼出售18638231230

写字间楼

金源大厦招租
金水路经四路口写字楼招租

免物业费15343716666王

出租仓库厂院

●成本低可达0.9元/平米，手

续齐全配套完善，欢迎老板

前来洽谈，超值热线：1833
7193719地址：曲梁高速口

南3.5公里。距华商汇18公里

网址：www.ssqtck.com
●东明路仓库租13663004310
●荥阳 310 国道与庙王路处

3600㎡厂房、仓储13903847226
●出租经开区第八大街成熟

物流场院 13838162995
●厂房出租13073731666

●高新区桃花里14亩厂院，手

续齐全，位置佳，标准化厂

房，可做大型物流、仓储，

18538299033。
●航海西路2000㎡厂仓67828887
●龙湖厂仓有证15838021635
●中州大道东侧天荣汽配对

面厂房 36000 平占地 90 亩可

分割电话17603853301
●大学南路厂仓18503861991
★厂房出租★
中原西路荥阳段有1500-
12000㎡多栋厂房出租，

水电齐全13607670687
分类信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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