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25日，新品手机小米
6X在武汉大学发布。这款手机
是为新零售设计的线下旗舰新
品，搭载高通骁龙660高端处理
器，主打前后2000万像素，前置
相机不仅拥有和后置一样高的
2000万素质，还配备柔光灯，具
有出色的自拍能力，同时具备
AI场景相机功能，可智能识别
25种标签，实现多达206种场
景的实时优化，还能拍摄逆光人
物剪影。整机厚度仅有7.3毫
米，“杨柳腰”设计的运用，更让
小米6X的视觉厚度大幅收窄，
并更加贴合手掌，握起来更加舒
适自如。

现场，雷军宣布了小米董事
会4月23日签署的最新决议：
小米向用户承诺，每年整体硬件

业务（包括手机及 IOT和生活
消费产品）的综合税后净利率不
超过5%，如超过，将把超过5%
的部分用合理的方式返还给小
米用户。这个决议，恰恰证明了
雷军和他创办的小米，仍旧牢记
初心，即做“感动人心，价格厚
道”的产品。基于这样的理念，
小米6X4GB+64GB的定价仅
为1599元，6GB+64GB为1799
元，6GB+128GB的定价也仅售
1999元。

雷军还宣布小米与武汉大
学成立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将
从事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新理论、
新方法、新技术的研发，小米也
将就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师资
互聘、实习实训基地等方面给予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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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正改变学习模式
线上学外语成潮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朝

核心提示 | 在全民外语热的时代，催化出新东方、大山等一系列的英语教育品牌，而随着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这两年，直通外教的一对一在线英语学习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而最近一
两年，在线外语教育除了英语，小语种也开始蓬勃兴起。

在线学外语成潮流
学英语怎么学，几年前你会

选择一个培训学校，而现在，更
多的是在线学习。这种现象，多
多少少要归功于51talk、VIP-
KID、tutorabc、伯瑞英语、沪江
网校以及新东方在线这些“一线
玩家”努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
心的数据显示，2017年，在线英
语教育市场将达 355 亿人民
币。从商业角度来说，互联网思
维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商业模式，
突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的在线
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

们的学习效率，实现教育资源互
通互享，降低传统教育领域重资
产运行的软硬件成本，是未来教
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互联
网+的浪潮冲击下，市面上英语
教育机构纷纷搭上了在线教育
的列车，可以说，在线英语教育
已经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机。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
人口红利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中国正在进入“消费升级”的
阶段，家庭消费正在从实物类消
费向服务性消费过渡，而服务性

消费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他
们的钱更多会花在体验上。
1975年-1995年出生的市民，
目前已成为社会的消费主力，这
些消费者大多数从小接受传统
的本土教育，特别在外语教育方
面，深受“哑巴英语”之苦，同时
又深受国外文化、留学文化影
响，对于外语的实践意义有着更
为充分的认知。这些具有前瞻
性的父母有着充足的动力，让自
己的孩子在英语学习方面超越
传统的学校灌输模式。

小语种开始热起来

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融入
全球化体系，加上在线教育通过
网络跨越了空间距离的限制，使
教育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区
而向更广泛的区域开放，近两
年，在线外语出现了一个很明显
的转变，就是多语种、小语种开
始受到重视。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教育博
览会上，沪江网校发布的《2018
多语种年度报告》显示，“一带一
路”倡议使得沿线6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语言教学成为新热点，

第二外语的语言培训市场迎来
新机遇。沪江高级副总裁、沪江
网校CEO唐红浙表示，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小语
种人才需求呈井喷态势，相关语
种人才供应纷纷告急。公开数
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65个
国家和地区中有 53种官方语
言，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
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招生语种只
覆盖其中20种语言。来自相关
招聘数据显示，双语乃至多语种
人才市场中仅翻译人才缺口就

高达90%。为补足人才缺口，许
多高校已经把小语种作为重点
新增的专业，但依然不能满足需
求，亟须来自社会的力量补充。

日益扩大的多语种人才缺
口，推动中国多语种学习需求升
温。根据沪江网校发布的报告
显示，伴随越来越多的传统多语
种培训机构加速布局线上，以及
包含工具类、内容类和平台类创
业公司的拥入，整个多语种市场
在线化程度越来越高。

95后成学习中坚

沪江网校同期发布的《沪江
网校多语种学习报告》显示，从
2015年到2017年，中国95后学
习用户总人数占比从原来的
19%猛增至35%，成为整个多语
种学习主力军。整个用户群体
中又以女生居多，占比达到
68.32%，且学历较高。

在地域学习方面，多语种学
习也呈现出多样化特色。其中
义乌、银川等城市学员最喜欢学

阿拉伯语，天津、大连等城市学
员最喜欢学日语，温州学员喜欢
学意大利语，青岛学员喜欢学韩
语，武汉学员喜欢学法语，南京
学员喜欢学德语，成都学员喜欢
学西班牙语。

在学习目的方面，95后更
倾向于实用性，而非应试。譬如
他们因为喜欢一首多语种歌曲，
喜欢看多语种影视/话剧，喜欢
多语种国家的风土人情，更或者

是因为觉得会几国语言的人特
别牛，所以就学了日语、韩语，或
者是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

在学习工具方面，95后更
倾向于移动端碎片化学习，且大
部分人喜欢录播课、直播课、社
群和小程序等授课形式。

随着“一带一路”、跨境电商
等政策红利的继续释放，如何分
食这一波市场红利，成为当下各
大多语种培训平台的真命题。

华硕举行“智游无界”
2018新品发布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亦舒

4月24日，华硕在北京举行
“智游无界”2018新品发布会，
首次发布了包括“智在，游戏世
界”“智然，家居生活”和“智得，
工作环境”在内的三大全新业务
产品板块，以及相应板块针对不
同用户群所推出的最新产品。

华硕的“智在，游戏世界”突
出展示了在电竞领域的经典解
决方案，亮相了惊艳全场的“神
光同步”配套设备和“吃鸡PC”
两大电竞游戏装备解决方案。
智能家居方面，华硕也以“智然，
家居生活”业务板块为核心，将
自己对智能家居生活的全新产
品展示出来。其中，为了满足家
庭用户使用笔记本电脑随时随

地顺畅“吃鸡”的娱乐需求，华硕
将灵耀3-DELUXE（雷电3）笔
记本电脑搭配XGSTATION-
PRO外置显卡盒，组合成了超薄
笔记本电脑“吃鸡”解决方案，让
众多“吃鸡”玩家可“随插即用”。

在大面积和多楼层的无线
覆盖方面，华硕不仅带来了基于
无线Mesh的LyraTrio，还展示
了重磅的“黑科技”，AiMesh智
能分布式WiFi系统。借助这套
系统，普通用户可打造低成本高
性能的零死角、无缝漫游的家庭
无线 Mesh 网络！轻松应对
4KUHD高清视频和3D游戏等
大负载任务。

小米6X发布
雷军宣布最新决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年份
2018—2013年
2012—2010年
2009—2007年
2006—2004年
2003—2000年
1999—1997年
1996年
1995—1993年
1992—1990年
1989—1987年
1986—1983年
1982—1980年
1975—1973年
1972—1970年
1969—1965年
1964—1953年

价格
1200—1700元
1800—2000元
2100—2400元
2600—3000元
3100—3900元
4700—5300元

6000元
8000—8500元
8500—9500元

10000—11500元
14000—16000元
16500—18800元
45000—66000元

100000元
130000—255000元
280000—1000000元

茅台酒专用价格表 高度（53度）
此表为不跑酒全品相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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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 广
告

河南老酒商会收购茅台酒 郑州站
热线电话13857725576
征集时间2018年4月26日—5月1日

会场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3号盛世民航大酒店1011会客室
乘车路线：会展1号、122路、919、916、26、43、115、Y13金水
路东明路站。地铁一号线燕庄站D出口

我公司现征集2000年之前的多

种高度白酒：如五粮液、剑南春、郎酒、

西凤酒、汾酒、泸州老窖、全兴大曲、老

药酒等多种驰名老酒：另收购冬虫夏

草。我们懂酒爱酒，希望将中国文化

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如果遇到好的藏

酒、我们将开出诚意价格收购。

（友情提示：本活动仅在本酒店进行，谨防受骗） 免费上门鉴定收购！

变更声明
根据上级要求，经郑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我单位
名称由“中铁特货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中原分公司”变更为“中
铁特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郑州
分公司”，特此声明。

中铁特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分公司

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河南高速公

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三门峡服
务区鸡排炸串项目招商已批准
实施，现进行招商。
1.有意向者请于2018年4月27
日-5月 7日到连霍高速K816
处三门峡服务区领取招商资料。
2.联系人：于志峰
电话：18803726581

招商公告
鹤壁服务区根据工作需

要招商，项目：服装、鞋帽知
名品牌，自登报5日内报名。
地址:京港澳高速566公里处
电话:0392-7771357

13523927365

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河南高速公

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巩义服务
区铁壶养生礼品项目招商已批
准实施，现进行招商。
一、有意者请于2018年4月27
日至2018年5月1日前到连霍
高速K639公里处巩义服务区
报名领取招商材料。
二、联系人：杜经理

电 话：15137419886

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河南高速公

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三门峡服
务区工艺品玉器翡翠项目招商
已批准实施，现进行招商。
1.有意向者请于2018年4月27
日-5月7日到连霍高速K816
处三门峡服务区领取招商资料。
2.联系人：于志峰
电话：18803726581

通 知
现通知刘洁霞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30日内回郑州铁路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报到，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
到，将依照相关规定办理。特
此公告送达。（报到地址：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货栈街142号，
联系电话：0371-68377668、
68377671）

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7日

清算公告
郑州市华森实业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1841704537824）因 长
期停产，已被列入“僵尸企业”
名单，经公司主管部门研究决
定，解散公司且成立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债权人于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