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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网络经济新精彩

河南联通合作伙伴大会举办
□记者 李萍

11月20日至21日，2016
河南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召开。
据了解，此次大会由河南联通
主办，以“共创、共赢、共精彩”
为主题，旨在落实省十次党代
会提出的加快建设网络经济
强省的要求，联合产业链上下
游合作伙伴共同发力，实现合
作共赢，推进互联网与经济社
会深度融合，共享网络经济新
精彩。

展会期间，河南联通家
庭、行业应用和前沿创新成果
全线亮相，集中展示了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三大创新
平台和产业互联网八大重点
应用。来自全国各地的河南
联通产业链合作伙伴、数千名
行业精英参加大会，数十家终
端厂家、互联网公司在大会上
布展，数万人慕名参观，华为、
小米、魅族、中兴等20余家知
名手机品牌厂商参展，各种旗
舰新品手机、智能穿戴产品、
虚拟现实设备（VR）等悉数登
场，让人大饱眼福。

大会上，河南联通有关方
面负责人介绍了河南联通4G
网络建设成就、4G及互联网

应用情况，发布了旨在为合作
伙伴贡献价值、为用户打造精
彩生活的终端造星计划、用户
换机计划、流量释放计划、渠
道创新计划、宽带提升计划和
开放合作计划等六大计划，进
一步增强了合作伙伴与河南
联通携手奋进、共赢未来的信
心。河南联通负责人表示，将
深化此次合作大会的成果，进
一步优化合作机制、提振合作
信心、提升合作价值、推动合
作发展，为繁荣网络经济，加
快建设网络经济强省做出新
的贡献。

诺基亚
明年重返智能手机市场

新浪科技报道 诺基亚11
月15日在西班牙举行了一场名
为“2016年资本市场日”(Capi-
tal Markets Day 2016)的投
资者大会。在此次会议上，诺基
亚高管在一份幻灯片文件中称，
诺基亚品牌的智能手机将于
2017年重返市场。

报道称，由于没有制造工
厂，即将复活的诺基亚智能手机
并不是由诺基亚亲自生产，而是
通过与HMD Global和富士康
合作形式推出。其中，HMD
Global将负责手机及配件的开
发、营销和销售，而富士康将负
责研发和制造。此外，诺基亚还

与一家知名广告机构签约，由后
者负责推广诺基亚品牌手机。
在2017年即将推出的首批诺基
亚品牌手机中，其中一款可能名
为“D1C”。这是一款中端产品，
运行Android 7系统，配备骁龙
430处理器、1080p屏幕和3GB
RAM。

今年5月，诺基亚宣布在全
球范围内启动诺基亚品牌重返
移动设备、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
的计划。根据该计划，诺基亚将
独家授权HMD Global在未来
十年生产诺基亚品牌手机和平
板电脑。

苹果
占据全球91%的手机利润

新浪科技报道 北京时间
11月23日晚间消息，调研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 发布报告
称，今年第三季度苹果公司(以下
简称“苹果”)攫取了全球智能手
机利润的91%，创下历史新高。

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全
球智能手机运营利润为90亿美
元。而苹果独占其中的81.9亿
美元，占比高达91%。

在智能手机市场，苹果拥有
最高的利润率，这主要得益于其

较高的用户忠诚度和较强的定
价能力。而且，这91%的占比还
是在iPhone销量连续三个季度
下滑的前提下实现的。

Strategy Analytics 报告
还显示，位居苹果之后的是中国
智能手机厂商华为，其第三季度
全球智能手机利润份额为2.4%，
约2亿美元。中国另外两家智能
手机厂商 Vivo 和 OPPO 分列
三、四名，其全球利润份额均为
2.2%。

全国主流媒体

走访小米空气净化器工厂
□记者 李萍

本周寒潮来袭，在大家喜
迎冬季第一场雪的同时，“霾
季”也悄然而至。近两年来，
人们已经慢慢习惯了“霾季”
这个新词汇，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开始通过选择一款空气净
化器来净化家中室内空气，但
面对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的空
气净化器产品，什么样的产品
才是真正有效？买一款空气
净化器到底需要关注哪些方
面成为困扰消费者选购这一
品类的难题。就这一问题，记
者联系了在今年双十一空气
净化器品类销量第一的小米

公司，走访了小米空气净化器
的制造工厂，在小米专业工程
师的带领下，为您解密如何选
购一款好的空气净化器。

很多消费者认为空气净
化器产品技术含量并不高，更
像是一款大号的吸尘器，其实
不然。以小米空气净化器2为
例，这款售价699元的空气净
化器由超过200个零部件组装
而成，从最早的原料到最终售
卖到消费者手上的成品经历
了9大项100余小项步骤。此
次记者主要走访了小米空气
净化器生产工厂中具有代表

性的两个工厂。一家是位于
中山市的中山进成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另一家是位于顺德
的阿波罗环保器材有限公
司。采访了解发现，高CADR
值、好滤芯、智能化是一台优
质空气净化器的必备条件。

“在保证与一流原料供应商、
一流代工厂商合作的基础上，
还需要采用更高性能大面积
HEPA滤芯、更合理高效的风
道设计和更智能的控制才能
真正称得上是一款好空气净
化器。”小米工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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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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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

钢构设计安装
一级资质 13592559258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求购物资设备
●饭店废旧设备18638186232

出租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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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红场步行街104㎡商

铺招租无转让费15503981590
●漯河商业中心1楼8间(可银行
珠宝)3-6楼60标间(可宾馆)临
商场车站停车场13783078997
●郑州市文化路临街800㎡框

架写字楼招租13253631727

●汤阴县向阳路商业街有800
平米店铺招租18637209959

出租仓库厂院

●东区厂仓出租13598070218
●柳林高速口东杨金产业园

6万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

割，水电餐厅住宿齐全，办公

楼装修，张先生13598883866
●江山路厂房租15036159885

●柳林高速口杨金产业园4万
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割，

水电齐全，办公楼装修，餐厅

住宿齐全，陈女士13592690598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中州大道与南四环仓库出租

1500-3500平方13700841514
●龙湖厂仓有证15838021635

求购求租

●求租办学场地，独院厂房老

校区优先。18838182890

法律与咨询

●赵律师解疑惑17803866696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QS各类生产许可证63910208
●企标QS许可证专办88882363
●建筑，医疗器械13838389446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三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疑难公司核名15515501559√
疑难公司专办15515501559√
【资质专办】

市政◆装饰◆幕墙86099688
房建◆防水◆消防86099988
电力◆钢结构 63830333
工商●资质

15517559996 63702222
免费代账68268888

免费注册87000067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65901419、65901473

商标专利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63588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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