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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模式强力拓展中原市场

小米之家郑州大卫城店开业
□记者 李萍

6月18日，小米之家郑州大
卫城店正式对外营业，该新店
是集形象展示、产品体验咨询
和承担销售功能为一体的小米
官方线下直营零售店，旨在为
千万郑州市民，提供出色的小
米产品服务以及优质的购物体
验，为郑州人民带去诚意十足
的科技感。

据悉，郑州小米之家原址位
于世博中心 9楼，搬迁至丹尼

斯·大卫城后，已于本月14日对
外试营业。该店也是郑州市第
一家、河南省第二家3.0版本的
小米之家。 小米之家提供的不
仅仅是小米产品的购买服务，更
多的其实是让越来越多的用户
能到店亲手体验一下小米产品，
真真切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乐
趣，给大家带来“开放式购物体
验”：配件类产品就在货架上，用
户在体验完展示样品，了解产品
信息之后就能直接从货架上拿
走并付款，过程中无需店员，大

大提高了店内的购物体验。而
像小米电视、小米空气净化器等
大型智能家电类产品，用户可以
选择在小米之家现场体验后支
付购买，稍后物流上门送装一
体。这种新模式既方便了客人，
也避免了货品多次流转，也是小
米新零售的大环境下，对O2O
不断探索的开始。在未来，小
米众多新品都将登陆小米之
家，与线上同步首发，对于追小
米新品的米粉们来说绝对是个
好消息。

三星全面启动汰旧换新活动
□记者 张朝

近日，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
会发起“汰旧换新”环保、惠民工
程，力促彩电业换代升级。作为
业内龙头品牌和环保主义者，行
业巨头三星积极响应，“汰旧换
新”首站活动上周在包头举行。
据三星内部人士透露，6月24日
重庆将会是“汰旧换新”第二
站。此外，湖北、山东、河北、福
建、河南等地也会推动这一惠及
全民的活动。

据奥维云网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底，我国超过七年安全
使用期限但仍在使用的平板电

视达到了六千万台的规模，近
半数的彩电都相继进入了“超
期服役”阶段。“超期服役”电视
不仅分辨率严重不足，影响观
看体验和视力，还存在功耗高、
发热量大等问题，同时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为推动供给
侧改革，生产更高品质的产
品，同时推动消费升级，满足
消费者对品质和体验越来越高
的要求，彩电‘汰旧换新’工程
将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中国电
子视像行业协会秘书长郝亚斌
表示。

其实，电视更新换代已进入
飞速发展时期。三星今年最新

推出的旗舰机型KS9800搭载
了第二代量子点、1000 尼特
HDR、深黑减反等创新技术，能
够带来令人惊叹的色彩和画质
表现。设计更是武装到了背部，
呈现出360°设计。而且，三星
量子点电视是全球唯一无镉、环
保的绿色电视。三星更有多款
机型获一级能效认证，是发改委
公布的能效领跑者唯一入选外
资彩电品牌。得益于在彩电技
术上的持续深耕，追求超前视觉
体验及环保节能，三星被中国家
用电器商业协会授予“TOP
100渠道商推荐汰旧换新电视
品牌”。

首款线下定制新品发布

红米3X
登陆河南移动B2B平台
□记者 李萍

6月23日，中国移动和小
米联合在郑州万达文华酒店
举行小米首款线下专属定制
新品红米3X发布会，红米3X
（2G+32G）移动定制版零售
999元，小米MAX（2G+16G）
全网通版零售1399元。

红米 3X 采用高通骁龙
430八核64位处理器，并搭配
了Adreno 505 GPU，最高支
持桌面级OpenGL ES 3.1技
术，号称相比红米3游戏性能
提升 30%之多，并且还支持
802.11ac WiFi无线网络，搭
载 1300 万像素后置摄像头
（具备相位对焦技术）。红米
3X 配备 5 英寸 IPS 全贴合

720p 屏幕，支持护眼模式。
红米3X将电池能量密度提升
至685Wh／L，电池容量达到
4100mAh。该机同时支持
5V／2A快充技术。

据小米移动代理商河南
顺至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小米
手机传统的线上营销不同，移
动定制版的红米3X将采取线
下零售的方式。消费者可以在
省内移动营业厅体验到真机，
并能直接购买。此外，红米3X
将享受比线上购买更优质的服
务。与线上销售的机器只修不
换不同，消费者在当地的“小
米之家”售后维修部可以享受
国家3C产品的售后服务，7天
包退换，15天可换机。

腾讯打击网络赌博

上万微信QQ群被限制功能
据新浪科技报道，腾讯打

击网络犯罪雷霆专项行动于
6月20日宣布，全面打击网络
赌博等违法行为。雷霆行动
负责人表示已成立专业的打
击团队，并将联动警方全面出
击。截至目前，已处置涉赌聊
天群和违规账号上万个。

据了解，截至目前微信及
QQ 共计对 16500 余个涉赌
聊天群进行限制群功能处理，

并对超过一万个存在严重涉
赌行为的社交账号进行限制
支付或红包功能处理。天天
德州自 2015年 8月至今，对
2013个存在“双簧”行为的游
戏账号进行封号 10 年的处
理。在刑事打击方面，自
2015年以来，雷霆行动配合
各地警方，打击网络赌博违
法案件共 14 起，抓捕人数
129人。

彩电业供给侧改革又有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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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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68697669

转让物资设备

●企业转产，车床、焊机、塔

机、加气块等设备低价处理

联系电话：18530975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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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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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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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研究生考前辅导 66912656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 聘

●中专学校聘专职班主任教务

政教主任招生代理 60951028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爱心月嫂保姆陪护63883878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信息窗口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销售干鲜玉木耳4007663966

转 让

●位佳饭店转让 15713870697

●紫荆山路东大街生意好中

型饭店转让 18695885957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1
●华南城附近 25亩工业用地

转让，有证 18638568895
●因出国移民急转：火车站金

林礼品批发一楼旺铺●经三

路麦当劳旁珠宝玉店●鑫苑

名家点心连锁店 18538726799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3067保养充氟

●格力美的移机洗 55273355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空调移机维修加氟66669222

●66666782厂家充氟移修收

让饭店酒吧

●营业中饭店转 18135687776

寻人启事

●李鹏，男，现年

14岁，山东省东

明县人。安阳市

大市庄中学八年

级学生。于4月
27日早上6:00左右从大市庄出

走，至今未归，出走时身穿

灰色休闲上衣，蓝色牛仔裤，

蓝运动鞋。家长和亲戚四处

寻找，至今仍未找到孩子，

家长和亲戚非常着急，急盼

李鹏早日回家。望知情者速

与家长联系，凡提供有价值

线索或能帮助找到孩子的一

定重金感谢电话 13700719327

招 商

●恒路物流加盟 17639501777
●招学校食堂合作方88882058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声 明

●孔庆三豫A1UL50道路运输营
运证丢失，证号 4101080049
44，声明作废。

●王凯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学位证（号 10485420080001
84）丢失，声明作废。

●卢渊亭2000年7月毕业于河

南财经学院（现更名为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毕业证丢

失，证书编号 10484200030
000454，声明作废。

●李乃岚，女，河南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毕业证编号 144661
201406001559，护士资格证

编号 14121010，护士执业证

编号 201541001435均丢失，

声明作废。

●OTIS电梯郑州分公司合同号

为R2NP7036/43的八台合格

证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范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9141000017
4151036B，特此声明

●郑州财鑫印务有限公司，社会

保险登记本编号 4101990203
86丢失，声明作废。

●张宇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编号

41000100407816丢失声明作废

●汤蒙蒙郑房权字第 1501168
988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河南大洋投递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19
2000013023特此声明。

●河南济康医药超市有限公司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豫

DA37101545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

业生张景芳，毕业证遗失，证

书编号：654110820915003
09，声明作废。

●葛永，遗失伤残人民警察证，

证号豫警 00038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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