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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品牌“MIJIA米家”发布

□记者 李萍

3月 29日，小米在北京召
开小米生态链2016春季沟通
会。沟通会上小米董事长兼
CEO雷军宣布对小米生态链进
行战略升级，推出全新品牌
——MIJIA米家，这也意味着
小米将智能家庭布局提升到战
略高度。

米家品牌的理念是做生活
中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将串
起每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同
时，此次沟通会上还发布了米
家品牌的首款产品——米家压
力IH电饭煲，这款产品剑指日
本高端电饭煲，打破了日本高
端电饭煲在压力控制技术方面
的垄断，而999元的售价仅为同
级别日系高端产品的1/3，并将
于米粉节期间的4月6日在小

米网首发销售。米家压力 IH
电饭煲除了工艺复杂成本高昂
以外，还具备诸多智能功能。
比如，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扫描
购买大米的包装识别米种、品
牌和产地，根据扫描结果匹配
精准的加热方案，确保米种不
同、海拔不同，加热方案不同，
据介绍目前已经可以匹配2450
种加热方案。甚至用户还可以
根据个人喜好，自己调节米饭
的软硬度，真正做到众口能调。

除此之外，4月6日小米6
周岁生日之际，小米也将打造
史上最长米粉节，自3月31日
起到4月6日为止长达一周的
米粉节狂欢周，小米将拿出
7500万元的优惠券与米粉分
享，并有多款新品首发。

金立实力布局中高端市场
□记者 孙亦舒

3月29日，金立在北京奥雅
会展中心举办了以“匠心”为主
题的“金立天鉴W909与S8上
市品鉴会”，同步亮相了两款手
机——天鉴W909和S8。前者
是目前全球配置最高端的翻盖
手 机 ，后 者 是 在 巴 塞 罗 那
MWC2016上惊艳全场的美摄
手机。

作为2016年金立瞄准中高
端市场的两款新机，天鉴W909
和S8虽然分属不同系列，但配
置均达到各自领域的旗舰级别，
价位达到中高段水准，无论是配
置高端的天鉴W909还是惊艳
巴塞罗那MWC2016的美摄手

机金立S8，都是金立进一步直
击中高端市场的重要“棋子”。
两款新品同时上市，有一个共同
的目标：抢占中高端市场。

金立天鉴W909拥有堪称
旗舰级别的配置，是当下配置
最 高 端 的 翻 盖 手 机 。 天 鉴
W909拥有4GB超大运行内存
和64GB海量机身存储，再加上
64位 8核处理器的强大支持，
在运行邮箱、office办公软件、
微信等多个应用时游刃有余。
功能方面，天鉴W909 采用了
先进的背部按压指纹技术、私
密空间、手机防盗等。值得一
提的是，天鉴W909 还贴心地

搭载有众多快捷键功能，用户
可轻易便捷地随时启动通话、
语音录制或其他各类应用程
序，一键操作省时高效，是商务
人士的最佳选择。

金立S8是全球首款采用一
体环全金属设计天线，实现整体
一色化处理，告别传统的三段式
机身，突破了金属手机在天线设
计上的最大痛点。最值得一提
的是其媲美 iPhone 6S 的 3D
Touch技术，支持快捷菜单、快
捷预览、动态壁纸及侧压快捷栏
等功能。此外，金立S8独此一
家的7级拍照视频美颜功能也
是一大亮点。

3月28日，长虹在京发布首
款 搭 载 UMAX 影 院 系 统 的
CHiQ 电视 Q3T，公开“叫板”
IMAX电影技术。

据长虹多媒体产业公司总
经理苏子欢介绍，Q3T延续了
CHiQ电视的诸多优良品质，并
实现了HDR高动态显示技术和
DTS双解码音效系统完美结合，
而且开设了HDR影视专区。首
个 UMAX 观 影 专 区 搭 载 在
Q3T新品上，由长虹联手腾讯
企鹅TV等共同打造。专区内
提供更新及时、优质丰富的4K
及HDR影视资源，方便用户选

择。
从技术演进来看，电视机先

后经历了超高清、3D、4K等显
示革新，而与之相匹配的内容资
源相对匮乏，内容一直落后于技
术进步。在本次发布活动上，长
虹呼吁更多的内容和内容运营
商加入到电视产业中。

长虹多媒体公司董事长郭
德轩表示，电视+互联网会产生
化学反应，给消费者带来“质”的
享受。长虹把做电视看成是一
项系统工程，也就是说它是硬件
和软件内容的结合，要有内容做
支撑，作为生产制造电视产品的

企业，长虹也希望电视拥有更多
的内容。“制造商把音画做好，寻
找优质内容和内容运营商合作
伙伴加入，才能把更好的电视体
验和服务带给大众，这样电视产
业就能像电影市场一样火爆。”
他说。

在裸眼 3D、LED、OLED、
激光显示、商用显示等彩电显示
技术的进阶之路上，长虹进行了
全方位布局，目前长虹还在有策
略地跟进AR/VR等技术。此
外，作为较早把人工智能语音交
互技术运用到电视中的企业，长
虹将在6月份进行技术升级。

□记者 张朝

海尔举办“爱的旅程”
暨挚爱新品首发郑州站活动
□记者 张朝

3月 26日，由海尔举办的
“爱的旅程”暨挚爱新品首发郑
州站活动圆满落幕。活动中，
海尔的又一款原创设计产品
——海尔子母机免清洗洗衣机
正式发布。大桶小桶储藏柜

“三合一”的设计理念、健康双
洗护的功能优势等人性化元
素，成为当天关注的焦点。

“实实在在解决了洗衣的
麻烦，两个桶可分开洗，也可单
独洗，关键能照顾到宝宝的健
康。”市民景女士体验后表示，
此款免清洗子母机很实用，很
适合自己这样的家庭，以后再
不用为大人与宝宝的衣服是分
开洗还是一起洗而纠结。

据介绍，子母机免清洗的

原创设计可用两个“三合一”来
概括。功能上，以1抵3，子母
机免清洗一个机身包括7.5KG
和 2.5KG的双区免清洗，同时
搭载一个 35.6L 的储物空间。
空间上，子母机免清洗的机身，
比两台一样大小的洗衣机并排
宽度缩小10%，还极限设计了
35.6L的储物柜。

一直以来，海尔洗衣机都
秉承精准掌控用户的需求，来
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原创设计。
从打破微型全自动洗衣机的小
小神童到世界第四种洗衣机双
动力，再到解决百年脏桶难题
的免清洗和超越欧洲极限的大
筒径紫水晶滚筒，海尔洗衣机
用一次次原创真诚回馈用户。

河南小康金融服务通讯增值业务正式启动
□记者 张朝

近日，河南小康金融服务
公司与中国联通郑州分公司合
作 的 通 讯 增 值 业 务 正 式 启
动。这也是联通公司在渠道方
面开展的“1+1”合作，在全国建

立统一的“双4G终端+核心渠
道+专属定制业务政策”的垂直
区隔合作新模式。

作为合作方，小康金融公
司将为产业链搭建更加便捷、

有效、低成本终端销售平台。
据介绍，此次联通存话费送手
机的合约惠机模式也将成为今
后用户使用的主流产品，值得
用户期待。

天鉴W909、S8联袂登场

“叫板”IMAX观影 长虹CHiQ新品上市

小米生态链战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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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申报公告
郑州市郑东新区富生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各债权人：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对外转让本公

司股权。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第一次
刊登之日（2016年3月14日）起45日内，携
带债权人主体资格证明、债权债务关系证
明及书面申报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向本公
司进行登记；逾期将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申报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
号11层
联系方式：0371-69092081 冯鹏飞

0371-89918026史涵
特此公告！
郑州市郑东新区富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声 明
刘国勤和王天喜：

公司已撤销你二人许昌市
魏都区“府前名居”项目经理和
书记职务，解除与你二人的劳
动关系，自登报之日起速到本
公司清算劳资。

2016年4月1日

大河报广告中心主办

以企业形象、产品介绍等为主，按块收费，规格为

3.3cm×3.8cm，1-4块，500元/块，5-6块，600元/块。

每周一、三、五刊出，每个企业每期可做1—6块。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
沙发坐垫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
办分厂。我厂免费提供原料和技
术，上门送货，现金结算加工费，
每人每天利润丰厚，牵头人每月
可得丰厚管理费。可预付加工
费，合同期1-5年。可法律公证。
电话：13283890675
郑州黄河大桥桥北原阳路口马井村

在家也能挣大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