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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焦双摄小米6发布
系国内首款骁龙835旗舰手机

□记者 李萍

4月19日，小米公司发布
年度旗舰新品小米手机6，成
为国内首款搭载高通骁龙835
的智能手机。此外，小米6在
性能、工艺、续航、拍照等各方
面都有全面升级，被小米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先
生誉为“小米创业七年的心血
之作”。

据了解，小米手机6搭载
了全球第一款 10nm 商用芯
片，配合骁龙835的强大性能，

小米手机 6 全系标配 6GB
LPDDR4x 运 行 内 存 ，起 步
64GB存储，更有128GB超大
容量版本。手机采用了2倍无
损光学变焦的变焦双摄解决方
案，使得小米6拍摄远景更清
晰，拍摄人像则具有单反般的
背景虚化效果。小米 6 与
iPhone 7 Plus采用的变焦双
摄方案一致，在此基础上又具
备了四轴光学防抖功能，拍人
像效果尤其是暗光环境下效果
更佳。小米6另一大亮点在于
其钟表般精湛工艺，四曲面玻

璃机身与高亮不锈钢边框完美
结合，共有亮白、亮黑、亮蓝三
个颜色版本。此外，一直把用
户体验放在产品设计首位的小
米，此次小米6也是在屏幕、网
络、续航方面带来多项创新提
升。

小米手机6将于4月28日
上午 10点首发，届时小米官
网、小米之家、天猫、京东、苏宁
将同步开卖。6GB+64GB售
价2499元，6GB+128GB版本
售价2899元，陶瓷尊享版售价
2999元。

长虹人工智能Q5N系列发布
□记者 张朝

4 月 18 日，长虹发布了
2017年人工智能电视新产品
Q5N系列。该系列搭载了创
新的AI Center平台，实现了
智能冰箱、空调、空气净化器、
音响、灯光、窗帘、安防设备等
的互联互通，通过精准成熟的
智能语音操控、电视大屏显示
与感应，让用户得到更加便
捷、整体智能的生活体验。

画质方面，Q5N进一步优
化 UMAX 原色画质解决方
案，将全程HDR、原色真彩引
擎、点阵光控技术三者融合，
实现比普通HDR更高的图像
动态范围的同时，相比上一代
产品增加了 SDR 转 HDR 技
术，让普通电视也能转化为
HDR的显示效果。

根据对用户的调研测试，
长虹CHiQ电视在语音识别、
语义理解、场景覆盖等三大方

面的“分值”均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在
省内各家电卖场上样，消费者
现在就可以到附近家电卖场
体验，即日起至5月1日，消费
者购买长虹Q5N系列人工智
能新品，将享受网价8折起售
优惠，还可享受赠送《速度与
激情 8》IMAX影票及 399元
大礼包等福利优惠；同时长虹
还在河南区域推进了新品
Q5N免费试用工程。

超当家电商平台上线
□记者 张朝

昨日，以“启航·梦想”为
主题的超当家电商平台上线
仪式在濮阳举行。

作为服务于广大中小零
售店的一站式采购服务平台，
超当家凭借完善的商业模式
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在行
业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活动
现场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一
线品牌厂商、知名金融机构、

物流企业以及区域性批发商、
零售商代表。

濮阳县县委常委、县委办
公室主任晁自强，濮阳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韩广勇，濮阳县
政府副县长杨艳虹，濮阳县商
务局局长张德茂，濮阳县鲁河
镇党委书记刘树月，濮阳县招
商局局长任燕岩，河南长润集
团董事长季德伟等领导嘉宾
出席了启动仪式。杨艳虹副
县长发表重要致辞，并表示：

“超当家项目的引入，是对我
县电子商务产业板块的有力
扩充，对我县农村电子商务的
发展意义深远，为我县‘电子
商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地位’的
确立注入了强大动力和坚实
支撑。”

此次活动开启了超当家
平台全国性布局的大幕，其将
为700多万中小零售商提供全
方位的专业服务，力促中国零
售产业转型升级。

显示技术升级加速

量子点电视或将迎来大爆发
□记者 李萍

4月13日，中国电子商会主
办的“2017年国际量子点显示产
业论坛”在北京举行。会上邀请
到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等中外
量子点产业研究机构以及量子点
电视上下游产业链企业的领导
和专家，共同探讨量子点显示技
术优势及市场发展趋势，合力推
动量子点电视消费普及。

据了解，在全球彩电技术之
争愈演愈烈的今天，量子点、
OLED、激光代表了现阶段最前沿
的几种彩电显示技术。由于在画
质、成本、功耗、寿命等方面的综

合优势，量子点电视更易于被大
众消费者所接受，将率先在高端
彩电消费市场打开局面。目前，
量子点显示在色域覆盖率、色彩
控制精确性、红绿蓝色彩纯净度
等各个维度已全面升级，具有亮
度更高、色域更广、色彩更纯、寿
命更久等特点。

此外，在会议现场，国美、苏
宁、京东等渠道商与量子点彩电
制造企业签约，助推量子点电视
消费普及。据悉，三星、TCL、海
信和渠道商今年的签约金额将达
到 100 亿元。现场与会专家表
示，在上下游多方联动下，量子点
电视或将在2017年迎来大爆发。

电商鏖战4·18
国美Plus玩出新高度
□记者 张朝

4月13日，国美互联网在北
京召开“伟霆For U”国美Plus媒
体体验会，宣布旗下战略级新产
品——国美 Plus 4·18“伟霆
For U”烧屏趴开启。

此活动将以国美Plus为主平
台，线下1600多家国美门店同步
配合，开展“线下体验，线上下单”
的场景式购物体验。国美互联网
总裁宋永柱表示，国美Plus作为

国美新零售战略级产品，是基于
“社交+商务+利益分享”模式，以
利益分享为核心的移动社交平
台，能给用户带来各种潮流尖货、
KOL和达人的干货指南，用户分
享商品或知识还能获得相当可观
的返利。

本次4·18“伟霆For U”烧屏
趴活动是国美Plus的首秀活动，
此次活动也意在推进国美6+1新
零售战略执行落地。

柯洁将对战阿尔法狗
□记者 李萍

4月10日，谷歌在北京中国
棋院宣布AlphaGo将与金立智
能手机的品牌文化大使柯洁于5
月23日-27日在乌镇展开三番棋
大战。

一年前，AlphaGo和李世石
的比赛，成为瞩目热点。柯洁的
特殊身份也使得他成为了激发国

人对围棋兴趣的窗口。
在金立与中国围棋携手走过

的十一年间，共有13位中国籍围
棋甲级棋手24次获得世界冠军，
中国围棋在世界棋坛中也逐渐夺
回霸主地位。而对中国围棋事业
的支持，已变成了金立品牌的一
种超级续航精神，也是金立对传
统文化和人类智慧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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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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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留学咨询

●代办美加澳签证 60606060

培训招生

●考药师护士医师证66565839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 6656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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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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招 商

●全峰快递招商 18100325618

转 让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7
●转位佳精装宾馆13676941044
●绿化二级资质 13526578208
●纬五路空房转 18339801668

软件网站

●软件 网站开发 56683330

声 明

●姚鹏遗失位于中原区冉屯路

58号 4号楼 2单元 3层 304号
房产证，产权证号：1301303
635，声明作废。

●宋晓冬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证不慎丢失，证书号

0123873，声明作废。

●沈毅然医师资格证丢失，

证书号 20154114241302619
6907073911，声明作废。

●洛阳万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资质证书副本一本（证书编

号 C1024041030101-4/4）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马记刀削面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0105600965168）、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 14270219
760824451X），声明作废。

●李晓燕丢失信阳师范学院法

学专业专升本成人函授毕业

证书，编号：104775201205
290149，声明作废。

●郭杰，女，在周口市文化馆

工作，于 2016年 3月丢失了 2
014年 5月取得的助理会计资

格证书，证书编号为：1310
2497,特此声明。

●郑晔，契税完税证办证联

丢失 ，票号为（2011）豫地

契电 0218176 现声明作废。

●宋献忠,女,执业医师资格证

遗失 ,编号 19984111041030
5680628452,1999 年 5 月取得

2017 年 3 月丢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河南中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00590824041B）,本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

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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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快办各种88883129法律服务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 18539578966
●环评●生产许可证63910208
●投资金融基金 13503711111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企标QS许可证专办88882363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代办房建市政装修等资质

代办八大员技工特种工快出

代评中工助工陈18337119282
【资质专办】

市政◆通信◆幕墙 86099688
房建◆机电◆消防 86099988
电力◆钢构◆防水 63830333
免费代账682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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