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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迎来第二家小米之家
□记者 李萍

3月25日，小米公司线下
官方直营零售店“小米之家郑
州王府井熙地港店”正式开业，
这是河南的第三家“小米之
家”。据悉新店面积260m2，是
集形象展示、产品体验咨询和
承担销售功能为一体的零售体
验店，囊括了小米手机、小米笔
记本、小米电视、空气净化器、
电饭煲、扫地机器人、移动电
源、插线板等在内的几乎全系

小米产品。
除了郑州“小米之家”，25

日当天，焦作、安阳、三门峡三
家小米专卖店也同时开业，小
米联合创始人、总裁林斌作为
神秘嘉宾，助阵郑州开业典
礼。林斌告诉记者，自去年将
小米之家转型为线下零售门店
之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
线下实体门店体验到了小米手
机及其他品类的产品，反响非
常好，2017年的目标全国开到
200家店。说到河南市场，林

斌表示：“河南是通讯大市场，
郑州小米之家大卫城店的销售
额在全国小米之家排在前五
位。”林斌还透露郑州第三家

“小米之家”已在筹备中，力争
今年在河南开到30家实体店。

据了解，作为官方直营，小
米之家遵循“线上线下同价”原
则，更为重要的一个职能则是

“体验”。在小米之家，用户可
以亲自体验到所有产品的外
观、质感、性能及使用方式，感
受到更开放、自由的购物氛围。

卡萨帝为郑开马拉松“助跑”
□记者 张朝

3 月 26 日，一年一度的
2017郑开国际马拉松赛鸣枪
开跑。作为本届郑开马拉松赛
的合作伙伴，卡萨帝也为自己
的高端用户预留了参赛名额，
形成气势磅礴的卡萨帝方阵。

据了解，卡萨帝（Carsate）
一直致力于提倡高端、精致、健
康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一目
标，自2014年起，卡萨帝推出
并精心打造了最有爱的“卡萨

帝家庭马拉松”，通过举办、赞
助一系列马拉松赛事，平衡高
净值人群事业与生活和引领高
端生活方式新变革。

2014年，国内家电行业首
度与跑步深度结合的品牌活动

“家庭马拉松”在卡萨帝诞生，三
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加入卡
萨帝跑者圈。伴随着“一起跑，
慢慢爱”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深入
人心，万千家庭已经对卡萨帝精
致生活理念表示深深的认同。

本次赛事又一个亮点就是

卡萨帝传艺中国行的巡展车降
临赛事现场。卡萨帝创艺中国
行，是卡萨帝精心打造的以巡
展车为载体的移动体验家，将
由衣食住行四个维度定义的金
字塔顶端生活方式带给全国用
户，给用户带来艺术家电与高
雅生活的深度体验。卡萨帝
（Carsate）将一直奔跑在路上，
后续将打造出“运动生活家”的
IP活动品牌。与众多热爱生活
的人达到“一起跑、慢慢爱”健
康运动生态新高度。

苏宁品质福利日惠利全城
□记者 张朝

今天,苏宁品质福利日开
启，为消费者提供品质商品和品
质服务。

来苏宁买空调，参与以旧换
新活动，旧机最高抵500元。同
时可享受专项福利补贴，柜机补
贴200至400元，挂机补贴100
至200元。还可以享受四免服
务：免远程安装费、免高空作业
费、免打孔费（不包含玻璃大理石
等其他特殊材质）和免清洗费。

另外，手机回收，现场评估，
冲抵货款。热水器根据品牌抵
50元至300元不等。专业家电
顾问为您提供从家电选择、机型

对比、价格咨询、售后服务等方
面提供一站式服务。

苏宁数码和电脑推出福利
活动，在郑州市区门店单件满
3000元以上，送洗车卡一张。苏
宁联合方太免费预埋烟管，送止
回烟阀，购物满2000元送油烟
机清洗卡一张。小天鹅9公斤变
频滚筒洗衣机一款3199元，美
的436升芙蓉金冰箱3699元。

苏宁联合创维、康佳开展大
型促销活动，55英寸4K超高
清智能电视2999元,55英寸曲
面 4K 超高清智能电视 3799
元。购买康佳指定机型加赠4
月15日航海体育场河南建业vs
江苏苏宁足球门票一张。

卖场大佬共话新零售——

零售须以顾客为中心
□记者 张朝

3月29日，2017年联商网
大会《新零售纵横》嘉宾对话邀
请到五星电器、大商集团等中
国著名零售企业一把手畅谈中
国零售业的现状和未来，呼唤
零售业以顾客为中心，关注效
益。五星电器总裁潘一清表
示，所谓新零售不能概念化。
零售成长以后肯定有变化。没
有变化、没有持续的改进，零售

很难生存。作为一个零售企
业，“数字化”“全渠道”是在发
展过程中必须要引入的，但做
零售的根本还是要抓住客户，
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提升客户
关注的商品、价格和服务等。

前几年电商时尚红火，不
少传统零售企业纷纷扎堆做电
商，但是现在风口一过，大部分
传统企业去做电商的都死了。
靠烧资本的钱活下来的纯电商
企业出效益的也不多。“不赚钱

的生意一定是做不久的。”潘一
清说，过去几年面对“看不懂看
不清”的市场，五星电器通过深
挖实体店潜力，以家电关联产品
作为突破口，丰富产品线，做中
高端生意，同时发力自有品牌和
独家定制产品，奠定了持续盈
利的基础。同时五星从家电领
域跨界进入舒适智慧家居、家
居软装、农村最后一公里，营造
家庭装潢一条龙服务，为消费
者回归实体零售抢占了先机。

中国用户可用谷歌翻译App
新浪科技讯 3月29日，谷

歌 将 谷 歌 翻 译 （Google
Translate）Android 与 iOS 客
户端更新至5.8版，本次更新的
最大变化在于，中国地区用户可
以完全无障碍使用这款谷歌手

机端App。现在，“谷歌翻译”
新 版 应 用 已 经 登 陆 中 国 区
App Store。考虑到中国地区
Android 手机均无内置 Play
Store商店，谷歌还向中国用户
提供了软件包下载地址。

腾讯成特斯拉第五大股东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

之声报道，近日，腾讯公司在美
国的科技行业刷了一波存在感，
因为它投资了美国最炙手可热
的公司之一——特斯拉。特斯
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

的最新报告显示，3月17日，腾
讯通过全资子公司黄河投资有
限公司斥资17.8亿美元，买入
大约8亿多股特斯拉股票，持股
比例达到5%，成为特斯拉第五
大股东。

奇虎360接受IPO辅导
据天津证监局官网，华泰联

合证券已于3月23日与三六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辅导协议。公开
信息显示，三六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周鸿祎，即
奇虎360董事长。

依据公司上市流程，确定并
聘请券商进行上市前辅导，意味
着奇虎360正式进入了上市程
序。上市辅导的时间一般在一
至三个月，完成后则会进入申报
阶段和股票发行及上市阶段。

《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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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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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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信息窗口

美国B超处理
立式八成新电话18638121948

招商

●全峰快递招商 18100325618

●免费供应苗木，种植烟台苹

果基地，果品统一出口贸易

百度秀斌果品15553459365

转让

●绿化二级资质13526578208
●旺铺出租转让15713870697
●纬五路空房转18339801668
●转位佳精装宾馆13676941044
●绿化二级资质13526578208
土地合作开发
登封200亩转让18503811117

声明

●徐玉吻河南中医药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位证书

不慎遗失，证书编号104714
2016002413声明作废。

●常嘉甜2015年取得护士资格

证，编号：15189682于2016
年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房屋所有权人

张宇豪不慎遗失中化人民共

和国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坐

落：金水区金水路305号3号
楼1单元14层西户，产权证号：

1301108240，特此声明作废。

●刘亚飞，信阳师范学院毕业

证书遗失，编号：1047712014
05151003声明作废。

●沈统良郑房权字第150106
3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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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保全契税完税证办证联，

编号：1020238丢失，声明作废

●程丽2006562283号契税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

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
有关证明材料，签订
有效法律合同。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求购求租

●求购证照齐全的广告公司或

标识制作公司或传煤公司或

有相关广告或标识制作经营

范围的公司一家；印刷厂一

家13526582116

出租招租

●郑州农业路东三街交叉临街

旺铺350㎡招租15324998057
●西四环马寨镇楼房出租，可

做宾馆、门面、厂房4千平水

电土地手续齐全13526496657
●出租:漯河商业中心门面房

6间，3间相连，原为银行

金店.可分割13783078997
●求租办学场地，独院厂房老

校区优先。18838182890

●郑州高校修武校区食堂洗

浴门面招租18037865279常
●京广南路与沅江路商用门

面房对外招租17055559333

出租仓库厂院

●龙湖厂仓有证15838021635
●黄河桥北平原新区出租标准

化厂房2万平方，可分隔独院，

水电餐厅宿舍齐全，办公楼

装修。陈女士13592690598
●东明路仓库租13017677098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浚县土地仓库

120亩2万平转1850381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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