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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1日，天机集团
主办的天机·云之众电商平台上
线仪式在郑州建正东方中心举
行。天机集团负责人表示，云之
众电商平台的上线，将颠覆传统
购物消费模式，让您足不出户享
受安全、绿色、健康、无公害的产
品，让所有人享受智慧+品质生

活。
天机集团云之众电商平台负

责人表示，云之众电商平台的发
展，离不开领导的关怀和各界朋
友的鼎力支持。未来，云之众电
商平台将围绕大产业、大布局、大
数据、大服务进行布局，让云之众
电商平台成为广大受众家庭购物

和智慧生活的首选。
据了解，天机集团涵盖文化

板块、农业板块、科技板块和金融
板块四个领域。集团旗下拥有

“水牛稻”、“妈妈的碾坊”、西峡三
万八千亩果园、红酒庄园、龙凤山
庄等众多明星品牌和项目。

4月24日，“中泰-易鑫二期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
券”(以下简称“中泰-易鑫二期
ABS”)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
益平台正式挂牌，发行规模超
20 亿 元 。 这 是 易 鑫 集 团 在
2017 年上半年，以汽车互联网交
易平台模式接连获得保险集团、
多家券商、银行等资金支持后，募
资层面的又一突破。

截至目前，易鑫已成功发行
包含场内 ABS 和场外 ABS 在

内 ，总 计 超 过 100 亿 元 的
ABS 产品，年化利息成本低至
3.8%。同时，易鑫还是首家在保
险资管行业发行资产支持计划的
汽车互联网交易平台。

作为业内唯一一家获得腾
讯、京东、百度、易车等互联网巨
头注资65亿元的企业，易鑫集团
自2014年8月成立以来，依托业
内最大的人+车数据库，以汽车大
数据智能交易系统为核心驱动，
基于海量大数据智能交易平台，

整合旗下易鑫车贷 APP、dai-
kuan.com、chexian.com 及 京
东车贷频道等第三方专营合作平
台,联动线下易鑫优车体验店，连
接汽车交易各环节的重要合作伙
伴，为消费者提供新车交易、二手
车交易、汽车贷款、汽车保险、汽
车租赁、车抵贷、车主信用卡等涵
盖汽车消费周期的多项业务，打
造便捷的一站式汽车交易解决方
案。

易鑫ABS上交所挂牌
汽车互联网交易平台成吸金关键

□记者 李萍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落实提速降费新举措

4月25日，中国电信河南公
司举办“2017河南省春季全网通
终端展销会”，联合华为、小米、海
信、三星等24个手机终端厂商、
4000家电信渠道商、1000家公
共渠道商共同推广六模全网通手
机，降低用户手机终端选择成本，
并在会上发布“当日装、当日修、
慢必赔”宽带服务新标准，4G、宽
带业务“双管齐下”，以更加开放、
诚信的姿态，为河南广大电信用
户带来实惠和便捷。

此次展销会上，中国电信河

南公司促成国际和国内主流六模
全网通手机厂家参展，形成全网
通手机生产厂家、经销商和渠道
商的良好互动氛围，降低用户购
买门槛及换机成本，促进信息消
费。六模全网通手机标准的实施
推广，既是落实国家提速降费要
求、惠及消费者、构建良好终端产
业生态的重大措施，也是推动我
国信息产业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由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向高端
跃升、向全球提供更多更好“中国
智造”的重大举措；同时也让消费

者拥有选择运营商的自主权。据
了解，六模全网通手机可实现一
部手机、两个卡槽、三网通用、4G
随意切换，用户可以不再受手机
制式的束缚而自主选择运营商。

会上中国电信河南公司正式
发布了宽带“当日装、当日修、慢
必赔”服务承诺，让更优质、更便
捷、更舒心的服务触手可及。此
举作为中国电信“智能光纤宽带”
这一行业新标杆中的重要一环，
也体现了中国电信河南公司“用
户至上、用心服务”的理念。

科技改变生活
爱普生创新大会召开

你知道吗？你的生活
可以与众不同，服装、配
饰、水杯等物品可私人定
制，尽情展示你的风采；亲
朋好友，通过微信传输，就
可以在家打印照片；身边
售货小哥竟然是个机器
人；你的手表不仅记录时
间，还记录着你的健康；透
过AR眼镜，现实与虚拟的
场景就跃然眼前……你知
道吗？你的办公也能与众
不同。和你的小伙伴一起
穿越，召开你的视频会议
吧；办公室就在你的背包
里，外出、旅行都不耽误
事；门禁卡或手机摇一摇
验证身份，随时随地打印
你的办公资料……随着科
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
在发生着改变。

日前，2017年爱普生
创新大会在青岛隆重举

行。本次创新大会，爱普
生以绿色科技创新为主
题，面向中国用户发布并
展示了其在喷墨领域、视
觉领域、可穿戴领域、机器
人领域的120余款创新产
品及50多个解决方案，全
面覆盖办公应用、行业应
用以及家庭应用，让与会
者感受到了前沿科技的魅
力。

爱普生作为全球技术
领先企业，以“省、小、精技
术”为基础，秉承“顾客优
先，致力环保”的经营理念
和“科技+本地化”战略，在
喷墨、视觉、可穿戴、机器
人四大领域持续创新，倾
力创建将人、物与信息互
联的新时代，给中国用户
提供创新高效的产品和解
决方案，让生活变得绚烂
多彩。

□记者 邵洋洋

□记者 邵洋洋

云之众电商平台上线
□记者 邵洋洋

联想整合旗下手机品牌
ZUK或将被放弃

据新浪科技消息，联想
将整合旗下 ZUK 手机品
牌，结束该品牌的运营，未
来ZUK将会以软件的形式
为国内推出的Moto手机
定制ZUI，手机硬件发布将
会取消，现在该传闻有了更
多消息。在联想旗下的
ZUK、Lenovo、Moto 三个
品牌当中，管理层最终认
定，目前最具市场认可度的
品牌只有Moto，这也印证
了之前杨元庆所称的“未来
品牌整合会进一步加强，
Moto将会是我们未来智能

手机的唯一品牌”的观点，
而ZUK相关团队将会被并
到Moto。

ZUK手机品牌是联想
旗下一家全新互联网模式
的智能终端和服务业务公
司，于2014年12月11日成
立，法定代表人为陈旭东，
ZUK首款手机在2015年8
月正式上市，有业界分析认
为ZUK做互联网手机已经
错过了风口，2016年4月1
日，联想MBG负责人陈旭
东宣布，神奇工场和旗下品
牌ZUK重回联想。

河 南 派 普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公 告
根据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10执恢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本 公 司 依 法 取 得 商 南 县 竹 扒 沟 - 地 坪 沟 铁 矿 采 矿 权（《采 矿 许 可 证》证 号
C6100002010062110067558）。为了便于税收属地管理和对企业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按照公
司登记机关的要求，本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于2017年3月7日设立独资子公司——商南县金
港矿业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3月15日，本公司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决议，同意申请将采矿权
人变更登记为商南县金港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对此有异议者，请在公告之日起15日之内书面向
本公司提出并附具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没有异议。现予公告。
公司住址：兰考县产业集聚区（迎宾大道西侧） 邮政编码：478300
联系人：李刚 联系电话：0371-60153608，15336136666

河南派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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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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标 公 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等法规、

政策的规定，郑州高新区万丰慧城业主大会决定对本小区物业服
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万丰慧城小区”项目位于银屏路 115 号，业主总户数
1908 户，总建筑面积19.9万平方米。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贰级以
上（含）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2、无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及符合建设部《物
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内容。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2017年4月28日-2017年5月3日，招标文件每份300元，

此费用不退还。报名需持公司委托证明文件，及物业证书复印
件，加盖公章（代替资格审验用）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
万丰慧城小区业委会办公室（小区16号楼二楼西南户）
联系电话：56067710 17752509785
招标人：郑州高新区万丰慧城业主大会

2017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