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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生活节引发关注

新科技、新业态、新物种……有“新”你就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朝

未来生活节都有啥？我
们能来参加吗……上周，自首
届郑州（国际）未来生活节开
启邀约以来，短短一周便接到
多个报名咨询电话，大家对这
一活动均表示支持并兴趣十
足。感受“未来生活+”，体验
最新科技，只要够“新”，你就
来吧！

举办未来生活节的目的
是啥？是展示未来生活，只要
是和未来生活有关的新科技、
新业态、新物种，都可以进行
展示，未来生活节希望涵盖未
来科技、未来家居、未来出行、
未来健康、未来居住、未来娱
乐、未来城市、未来金融、未来
商业和未来生活方式等各个
方面。

正是因为各种“黑科技”、
新业态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甚至直接影响到未来的生活，
此次未来生活节的活动消息
一经发出，便备受关注。不仅
有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企业，
还有大数据企业、互联网创新
企业，以及喜欢创新创造的个
人或者小团队。

“我们一定要参加，到时
会把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物
联网技术‘晒’出来，让大家好
好体验一把未来的家庭生
活。”一物联网企业负责人说。

郑州一大学生表示，他学
的就是制造专业，对这种未来
新生物种尤为感兴趣，到时，
他也想带着想法去观摩、学
习、体验一把。

如果你们公司没有新科
技，而在其他方面有创新，照
样可以来！

凡是涉及未来生活创意
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全新的业
态方式，都可以在未来生活节
上秀一秀。在未来生活节现
场，既有极具科技感的无人超
市、无人机、自动驾驶技术等
新体验，又有富有生活感的电
竞娱乐、时尚设计、城市运动、
亲子教育等，融衣食住行教育
娱乐于一体，你所关心的未来
生活，在这里都能零距离感受
到。

未来的生活有多“新”？9
月 7日~10日，首届郑州（国
际）未来生活节，正等着对未
来充满好奇的你来开启。

王者荣耀第五届城市赛北区决赛落幕

6月17日，王者荣耀第五
届城市赛北区决赛在洛阳落
下帷幕，2天赛事，9支战队，
为玩家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
电竞盛宴，最终，来自宁波的
WIG战队获得本次赛事冠军，
CW战队夺得亚军，希望今天
不太冷战队获得季军。

本届城市赛北区决赛的
战队实力明显提升，迎来诸多

实力强劲的战队加入。
电子竞技作为互联网时

代的新型体育项目备受欢迎，
以王者荣耀项目为代表的电

竞赛事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不
仅带动了直播、视频等文化产
业的发展，更大大促进了文化
娱乐经济产业的加速转型。

ROG主板助CS：GO亚洲邀请赛

近日，国内目前最大单项
CS：GO 赛事——CS：GO 亚
洲邀请赛完美落幕。作为全
球知名电竞硬装制造商，ROG
玩家国度成为此次赛事官方
电脑合作品牌，而以 ROG-
STRIXZ370-FGAMING 电
竞主板、ROGSTRIX1080Ti
显卡为核心打造的电竞主机
更是成为本次赛事用机。

最终，NaVi战队在决赛
中让一追二，击败VP问鼎冠

军！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赛事
中国战队杀进四强，表现可圈
可点，ROG电竞主板也将一
如既往地支持他们！

作为此次CS：GO亚洲邀
请赛比赛用机的核心装备，
ROGSTRIXZ370-FGAM-
ING电竞主板依托华硕诸多
独家先进技术，提供了卓越的
性能表现，完美释放第八代智
能英特尔酷睿台式机处理器
的潜在效能，助力第八代智能

英特尔酷睿台式机处理器的
帧率比前一代产品提升25%，
卓越性能提供更流畅的游戏
体验。

凭借着电竞音效、电竞网
络、电竞提速、电竞守护、电竞
快速互联以及电竞氛围灯等
诸 多 电 竞 绝 活 ，ROG-
STRIXZ370-FGAMING 电
竞主板更能够提供非凡的游
戏性能，助选手们尽情施展高
超的技术。

华为与郑州达成战略合作

6月27日，郑州市人民政
府和华为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就城市产业云、工
业互联网、软件开发云、智慧
城市等领域达成全方位、深层
次战略合作，同时，郑州市金
水区也和华为公司达成战略
合作。

河南省、郑州市已与华为
公司在推动软件产业集聚发
展、河南省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河南省政务云平台建设等
方面有良好的基础；2017年9

月，郑州市郑东新区和华为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
共同打造华为郑州软件开发
云创新中心、发展软件信息产
业等领域达成全方位合作。

华为公司在云计算、大数
据领域一直保持非常高的核
心技术研发投入，专注于打造
云基础设施服务，坚持开放合
作的理念，汇聚产业链合作伙
伴，提供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的服务平台。结合华为公司
在云计算领域的核心技术和

在政务云、软件开发云、智慧
城市、平安城市、大数据、智能
制造、物联网等新技术领域完
善的产业链整合能力，华为将
助力郑州提升城市管理、便民
惠民、城市产业升级转型，促
进智慧城市相关的新产业群
发展。

此次协议的签署，是河南
省同华为公司在云领域的又
一次深化合作，同时也标志着
郑州市同华为公司在云产业
发展合作上掀开了新的篇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亦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三星GalaxyA9Star
品鉴会举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亦舒

6 月 26 日，三星 Gal-
axyA9Star媒体品鉴会落地
郑 州 ，这 也 是 三 星 Gal-
axyA9Star全国媒体品鉴会
的第一站。GalaxyA9Star
提供了极昼白、极夜黑两款
配色。同步上市的 Gal-
axyA9StarLite，提 供 深 海
蓝、夜空黑两款配色，为用户
带来了更具性价比的体验。

三星 GalaxyA9Star 上
采用了2400万像素前置摄
像头，并搭配F2.0光圈；后置
摄像头采用2400万高感光
摄像头以及1600万景深摄
像头双摄，两枚摄像头均搭
配 F1.7 光圈。在暗光环境
下，通过4倍感光，带来更清
晰明亮的成像效果，实现美
拍 无 噪 点 。 此 外 ，Gal-

axyA9star 上搭载了 AI 纯
粹美拍功能，其打破固有美
颜模式的算法，可根据不同
年龄、不同性别得出更加符
合中国用户审美的美颜方
案。

此 次 ，三 星 Gal-
axyA9Star上搭载了人工智
能平台Bixby。三星Bixby
拥有“语音”“视觉”“主页”

“提醒”四大功能，可以实现
人工智能多模交互。Bixby
不但支持电话、相册等原生
应用，还支持多个第三方应
用。同时Bixby具备情景感
知能力，可以理解当前的使
用环境和应用状态，更加准
确地了解使用者的意图并作
出下一步的执行动作。

一加手机举办线下体验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6月 23日，在郑州一酒
吧，一加科技举办了一加6
全速旗舰线下体验会，吸引
了多家媒体和数十名一加粉
丝前来围观体验。

现场，30余名粉丝每人
获得了一部一加6手机进行
深入详尽的性能体验，还有
精彩的王者荣耀、吃鸡对抗
赛，以及半价购买一加6手
机的抽奖活动。

在刺激战场竞赛中，四
名吃鸡高手同时跳伞求生，
根据规则，最先吃鸡的小伙
伴可获得最新的一加双肩
包，如果有两名及以上小伙
伴吃鸡，则以击杀人数多的

一方获胜，得益于骁龙845
处理器+8GB 大内存的加
持，以及全面屏在视野方面
的优势，最终一名小伙伴击
杀8人成功吃鸡。

而在王者荣耀比赛中，
现场10名小伙伴自告奋勇
分成两组对抗，一组采用最
新的一加6手机，另一组则
采用常规手机，总计两场比
赛，一场结束后交换手机继
续比赛，两场比赛每获得一
次MVP就可以获得一个一
加背包。

最终，两局比赛中，一加
手机6战队均以大比分横扫
对手。

红鹏发布倾斜相机新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萍

6月 26日，广州市红鹏
直升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在
郑州举行发布会，发布了最
新的倾斜摄影产品——小金
牛高精度多视角倾斜相机
（AP3400R）。

据了解，小金牛倾斜相
机（AP3400R）是一款三相
机协同旋转拍摄的数据获取
设备，一个曝光周期可获取
近2.9亿像素影像，且飞行及
建模效率与传统五镜头方案
相比均有成倍提升，特别适
用于地籍测量等高精度三维
地理数据获取任务等。

红鹏直升机遥感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总裁徐鹏表
示，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凭
借快速高效、机动灵活、成本

低等优势，正慢慢颠覆传统
测绘的作业方式，已成为测
绘行业“新宠”。当无人机与
倾斜摄影相结合所形成的技
术，颠覆了传统测绘的作业
方式，该技术通过无人机低
空多位镜头摄影获取高清晰
立体影像数据，自动生成三
维地理信息模型，快速实现
地理信息的获取，也就进一
步扩大了无人机测绘的应用
范围，使其在公共安全、国防
事业、数字地球等领域得到
了广泛应用。

发布会上，红鹏还被中
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分
会授予了全国唯一一家UTC
证书颁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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