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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娱乐重回客厅 智能电视先“玩”起来

见习记者 邝龙 马玲玲

随着近期国务院解除游戏机禁

令相关规定的出台， 游戏主机的话

题再度热起来。 相对于索尼、微软、

任天堂等国外巨头在主机游戏领域

的长期耕耘， 对主机游戏领域并不

在行的国内电视厂商， 首选的突破

口是智能电视游戏。

多家电视厂商的数据显示，

2013

年智能电视游戏下载呈现爆

发式增长，以海信为例，海信智能

电视平台中上线了超过

3000

款游

戏；与此同时，不少游戏厂商也宣

布进入智能电视游戏领域。 对此有

分析认为，盈利困难、行业格局混

乱等问题将是智能电视游戏发展

的主要阻碍。

电视厂商：

游戏提升附加值

2013

年， 电视游戏成为了智

能电视市场战中的重要 “兵器”。

随着硬件价格愈发亲民，智能电视

竞争日趋激烈，不少智能电视厂商

纷纷选择与游戏公司合作，将智能

电视游戏化， 并视电视游戏为下

一个蓝海。

作为最早进入电视游戏的企业

之一， 海信电器已经完成了游戏布

局的第一步。公司发布的《电视游戏

年度报告》 显示，

2013

年海信联合

业内

22

家游戏公司开展游戏运营，

共引入游戏

579

款， 合作专区上线

游戏

3646

款。游戏应用运行量持续

上升，累计下载量达

325

万次，累计

运行量达

8479

万次，累计运行时长

达

1125

万小时。

海信新闻宣传室主任喻海涛针

对上述数据分析称， 传统的益智游

戏、角色策略、动作射击类在智能电

视上优势明显， 其中， 体感游戏

2013

年只占应用总量的

1%

， 但下

载量高达

22%

，相对需求高、吸引

力强。

长虹智能的电视游戏在

2013

年也有不错的表现。 据了解，长虹

智能电视目前已与近

10

家专业电

视体感游戏公司定制合作了几百

款游戏，截至

2013

年

11

月，长虹

智能电视总应用下载次数

620

万

次， 游戏应用下载近

290

万次，总

应用安装

590

万次，游戏应用安装

275

万次。

长虹多媒体公司应用发展总监

张科表示，除音视频内容外，电视游

戏将成为智能电视另一主要的应用

娱乐服务内容。 未来长虹将充分考

虑智能电视平台的家庭娱乐特性，

后期将重点围绕电视大屏的特性，

与各专业电视体感游戏公司深度合

作， 打造智能电视游戏应用产业生

态链。

游戏商：

看好行业增长前景

针对于多家电视厂商纷纷布局

电视游戏产业， 一位行业分析师表

示，电视游戏目前处于萌芽阶段，智

能电视大屏幕、 高清晰等特性都是

电视游戏发展的优势。

GMGC

全球移动游戏联盟秘书

长宋炜也认为，

2014

年游戏产业有

望迎来融合发展的一年， 而电视游

戏正是页游、 手游公司正在融合发

展的方向。

根据相关市场研究机构数据

预测，

2013

年智能电视销量将达

1948

万台，渗透率为

45%

，

2014

年

智能电视将达

2763

万台。 智能电

视渗透率的提升成为了电视游戏

发展的基础。

金亚科技曾于去年

12

月

24

日

宣布斥资

1000

万元在成都高新南

区软件园设立成都致家视游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重点围绕

TV

端游戏

软件进行研究、开发和销售；并称此

举是为进一步强化公司在家庭娱乐

产业链的纵深发展。

易观国际游戏行业分析师顾浩

一认为， 互动娱乐回归客厅很有可

能是继手游之后下一个爆发领域。

而相对于主机游戏产业， 智能电视

为代表的安卓游戏平台则更有希望

迎来大发展，“我国多数游戏厂商在

主机游戏领域并不在行， 安卓游戏

平台门槛较低，更有希望。 ”

上海索乐游戏

CEO

沈烨日前

在广州接受采访时， 表达了对电视

游戏产业的期待。“目前电视游戏主

要有两大载体， 智能电视以及安卓

智能机顶盒， 目前这一行业尚处于

发展初期， 有些类似于安卓系统

2010

年的处境，但前景巨大。 ”索乐

游戏曾成功推出了手机游戏 《燃烧

的蔬菜

2

》，该款游戏目前受众群已

达

8000

万人。

困难：

行业格局尚处混乱期

据了解，由于智能电视尚未大

规模普及，目前电视游戏主要移植手

机游戏，但

APP

游戏作为智能电视的

附加值，智能电视当前很难从中获得

盈利。 根据目前电视游戏产业链，智

能电视及游戏厂商均主要依赖于道

具购买等模式，不过行业尚处于发展

初期， 道具购买等所支付的费用规模

不大。

近日， 乐视网

CTO

杨永强表示，

“乐视

TV

超级电视将首次引入付费类

游戏， 通过游戏应用的收入分成获得

收益， 目前乐视与开发者分成比例为

三七分成。 ”

乐视网的这一表态， 引发了市场

对电视游戏盈利能力的关注。 针对电

视游戏的盈利问题，喻海涛表示，海信

在电视游戏方面布局早， 作为电视的

重要功能之一，电视游戏业务不可少，

“公司短期内并不指望电视游戏带来

盈利。 ”张科也认为，目前电视游戏不

是长虹公司智能电视应用服务的主要

赢利点。

对于游戏开发商未来的盈利前

景，顾浩一认为，国内的游戏厂商，未

来要获得盈利， 应针对主要目标客

群———中低端用户开发相应的游戏。

作为游戏商的代表， 沈烨也认为，“一

些重度游戏爱好者可能会更加青睐主

机游戏， 而是用智能电视或机顶盒进

行游戏的可能更多是中老年、 青少年

群体，公司在这一块主打休闲类、单机

ARPG

等轻度游戏。 ”

值得关注的是， 目前国内的主要

电视厂商的智能电视均采用深度定制

的安卓系统，具备开源、免费、扩展性

强的特点；而与此同时，电视厂商在采

用安卓系统时均有一定的定制标准，

因此国内智能电视系统仍存在较大的

差异， 在电视游戏开发时也面临不少

难题。

此外，据了解，目前智能系统巨头

谷歌与苹果对智能电视仍持保守态

度， 也让市场对尚处于混乱期的智能

电视游戏领域仍持观望态度。

军车采购限国货 自主品牌分果果

见习记者 马玲玲

解放军四总部日前下禁令，军

车仅限国产自主品牌汽车。 受此利

好消息影响， 昨日汽车板块涨幅居

前，金杯汽车涨停，东风汽车、江铃

汽车、 一汽轿车等多只个股涨幅均

逾

5%

。

日前， 解放军四总部印发了

《关于军队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的措施》，

其中指出， 要持续开展军车管理

专项整治、 公务用车专项清理和

打击豪华假军车专项行动， 严格

军车号牌使用范围和数量限制。

严格按编制标准配备公务用车，

不得擅自扩大专车配备范围或变

相配备专车。 公务用车实行集中

采购，选用国产自主品牌汽车。 根

据国家公务用车改革意见， 稳妥

推进军队公务用车改革。

对此，一位业内知情人士告诉

记者：“长城和红旗应该是军方主

要考虑的品牌。 当然，文件的要求

是：必须是国产自主品牌，符合条

件的原则上都不反对。 因此，也有

可能选择其他品牌。 ”不过，对于军

车的市场估值，上述知情人士则认

为很难确定，“目前各单位换车计

划尚未提交，军队公务用车改革牵

扯很多问题。 ”

据了解，红旗

H7

作为国产自

主品牌中的高端汽车， 此次军方

措施公布后受到不少关注。 作为

红旗汽车的复出之作，红旗

H7

自

2012

年发布以来， 顺利进入高端

公务车市场。 上述知情人士也告

诉记者 ：“红旗销售目前非常火

爆，红旗

H7

的订单大幅增加。 ”不

过，记者就此事采访一汽集团，并

未得到回复。

汽车专家张志勇表示， 在公务

车改革的背景下， 红旗汽车有望取

代奥迪成为“官方用车”。 军方这一

措施， 除了扩大了国产自主品牌汽

车的市场份额外， 也有利于自主品

牌切入高端公务车市场。 张志勇认

为，

2012

年以来国内不少自主品

牌， 针对高端市场皆推出了高端公

务用车，如一汽轿车、东风汽车、广

汽集团等， 但相关车型推出后销量

上并没有很高的增长， 目前这一措

施无疑显著利好此类高端公务车。

由于军车采购的特殊性， 张志

勇称，能够进入军队采购范围，一是

已经建立了长期合作的企业， 二是

品牌好的企业。 “相对于普通人来

说， 军方对于汽车的品质等各方面

要求更高， 品牌声誉好的企业更有

优势。 ”

不过，相对于不少汽车分析师

对这一禁令的积极态度，中国汽车

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贾

新光则认为，军方的该项措施并不

会带来显著变化。 贾新光认为，军

车采购以越野指挥车为主，需求量

较大，而这些供应商原本就主要是

国产品牌，如东风猛士、北汽勇士、

猎豹等都提供过军方用车。 在轿车

方面，贾新光称，军方使用的轿车

数量相对较少，且自主品牌利益均

沾，都有机会。

三元股份

2013年预亏约2亿

三元股份（

600429

）今日公告，经财务部门

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2013

年年度经营业绩将

出现亏损， 实现净利润为

-1.85

亿元至

-2.15

亿元。

公告显示，

2012

年， 三元股份实现净利润

3280.18

万元。对于

2013

年大幅亏损，三元股份

解释称，

2013

年度受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因素影

响，导致公司产品成本上升；受市场因素影响，

产品毛利率下降；同时，投资收益同比下降，净

利润减少。

证券时报记者查阅公告发现，三元股份投

资收益大幅缩水， 主要为麦当劳投资收益减

少。 三元股份

2013

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投

资收益仅为

3562

万元， 比

2012

年同期

7824

万元下降约

54%

。

三元股份在

2013

年三季报中曾表示，受市

场因素影响，公司产品销量增长放缓。海通证券

分析称，三元股份整合破产的三鹿集团，增强了

奶粉业务，预计

1~2

年内河北三元（三鹿）扭亏

为盈； 整合太子奶意在利用其品牌和渠道优势

涉入乳饮料行业。 （杨苏）

华润水泥

去年混凝土销量增长13%

� � � �

� � � �华润水泥控股（

01313.HK

）昨日在收盘后发

布盈利预增公告， 预期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的

全财年公司盈利将较

2012

年同期大幅增长。公

司表示，盈利大增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与

2012

年

比较， 公司在期内的水泥及熟料销量上升约

16%

，以及混凝土销量上升约

13%

。 此外，公司

还表示期内毛利率有所改善。 （吕锦明）

翰宇药业

连获四项发明专利

近日，翰宇药业（

300199

）连发公告，公司四

项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

利证书。 四项专利分别为利拉鲁肽的固相合成

方法、

D-

谷氨酰

-D-

色氨酸钠结肠定位释药制

剂及其制备方法、 优利莫瑞林中间体以及优利

莫瑞林制备方法和一种阿托西班的纯化方法。

公告显示， 利拉鲁肽是一种人胰高糖素样

肽

-1

（

GLP-1

）类似物，用于治疗

II

型糖尿病。据

介绍， 翰宇药业发明提供的固相合成方法操作

简单，合成周期短，生产成本低，减少了废液的

产生，后处理容易，副产物少，产品收率高，利于

利拉鲁肽的大规模生产。

另外，

D-

谷氨酰

-D-

色氨酸钠主要用于治

疗牛皮癣， 翰宇药业此发明专利涉及多肽药物

定位释药制剂领域， 该结肠定位释药制剂能够

提高

D-

谷氨酰

-D-

色氨酸钠的生物利用度，与

注射给药和鼻腔给药相比， 具有更好的混硬性

和低毒性； 阿托西班则是催产素受体竞争性拮

抗剂，用于推迟即将出现的早产，公司发明的纯

化方法操作简单可行， 制得的阿托西班纯品肽

纯度高， 同时本发明所述方法阿托西班纯品肽

收率高， 一批次可获得

1000g

以上的阿托西班

纯品肽，足以满足产业化要求。

据了解， 四项发明在申报专利时均已应用

于研究开发。公司表示，新专利的取得对公司生

产经营和业绩影响较小， 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

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徐然）

IC/供图

三维丝预计2013年

盈利增长近5倍

三维丝（

300056

）今日发布业

绩预告称，预计公司

2013

年全年

盈利

4750

万元

~4990

万元，比上

年同期

797

万元净利润， 增加幅

度达

496%~526%

。

据公司分析， 今年业绩大幅

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

2012

年净利润基数较低，

2012

年同期因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取消

导致一次性计提大额管理费用，

影响了当期业绩；二是因为

2013

年公司盈利能力有所加强， 包括

公司的营销管理能力有所提高，

销售收入同比取得较大幅度增

长，原材料价格下降，毛利率有所

提高等。 （徐然）

新闻短波

Short News

新闻短波

Short News

供热和供水系统联系着千家万户的生

活，随着我国热力资源和水资源日益紧缺，计

量热量和用水量的仪表变得越来越重要，即

将登陆资本市场的汇中股份的主营产品为超

声热量表、 超声水表、 超声流量计三大类产

品。其产品均符合我国节能减排的潮流，受益

于我国供热改革和阶梯水价的实行。

超声测流产品技术领先

据悉， 汇中股份超声测流产品的核心技

术达到国内先进或领先水平， 部分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公司掌握了微功耗测量技术、

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高精度时间检测

技术等一系列较为先进的专有技术， 公司拥

有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型专利 32 项。 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力新， 持有公司 2090.30

万股股份，占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49.77%。

根据公司招股书，2010 年、2011 年、2012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01 亿元、1.35 亿

元、1.43 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 3613.98 万元、

4624.92 万元、4976.09 万元， 每股收益 0.95

元、1.10元、1.18元。公司预计 2013年全年营

业收入较 2012 年度增长 20%-30%，2013 年

全年净利润较 2012年度增长 15%-25%。

不过，公司也指出，由于北方地区的供暖

一般从第四季度开始， 公司的主要产品超声

热量表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上半年属于公司

的销售淡季， 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通常体现

为微利或者亏损，预计 2014 年第一季度的净

利润不会发生重大变动。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400 万

股， 募投资金主要用于超声热量表和大口径

超声水表产业基地的建设。

超生热量表市场空间广阔

有业内专家指出：“国外的热计量经验

表明, 按照热量收费的制度是促使用户自觉

节能的最有效手段。据统计，把采暖包费制改

为按实际使用热量向用户收费， 可节能 20%

-30%。 ”

近年来，在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推动下，

热量表行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期。 根据中国产

业研究院相关数据， 我国热量表 2008 年到

2010年的市场销量从 48.03 万只迅速增长至

330万只。

汇中股份生产的超声热量表具有计量精

度高、稳定性好、耐久性强、不易堵塞等优势，

在品质性能上均优于传统的机械式热量表，

代表了热量表的发展趋势。

汇中股份管理人员表示：“公司能够生

产满足我国供热系统各级单位特定需求的不

同产品， 是目前少数具有全系列超声热量表

产品的生产厂家之一。 ”

我国今后将继续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2011 年，各部门又相继出台了多个关于供热

计量改革的政策文件。 截至 2009 年底，北方

供暖地区安装供热计量装置的面积约 4 亿平

方米， 其中 1.5 亿平方米实现了供热计量收

费。 初步估计，我国北方采暖地区尚有 28 亿

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未经改造。

另外，北方 15省市每年新增城镇住宅面

积占全国新增城镇住宅面积约为 40%， 据此

估计，仅新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在“十二

五” 期间就将有 1440 万台户用热量表的需

求。因此，未来我国住宅市场仍将保持一定的

投资增速， 这为公司户用超声热量表提供了

广阔的市场空间。

热量表的旺盛需求， 从公司招股书中也

可以明显的看到，从 2009 年 2012 年，汇中股

份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44.48%，净利润复

合增长率为 34.45%，公司超声系列产品的销

售保持了快速的增长。

市场的迅速扩大使公司的现有产能难以

满足用户的需求。 公司当前户用超声热量表

的设计产能为 10万台 / 年、楼栋超声热量表

产能为 3000 台 / 年。 2012 年公司户用热量

表 产 量 为 17.82 万 台 ， 产 能 利 用 率 为

178.24%；楼栋超声热量表产量为 3129 台，产

能利用率为 104.30%。

随着热量表市场的持续发展， 户用超声

热量表和楼栋超声热量表的生产均超负荷运

转。 因此，募投项目有助于公司扩大产能，满

足市场需求。

根据招股书，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将迅速

提升公司规模和产能，项目建设期预计 24 个

月，达产后，公司将新增户用超声热量表年产

数量将达 50万台 / 年，新增楼栋超声热量表

年产数量为 3万台 / 年。 预计项目年均可实

现收入 2.65亿元，净利润 4357.66万元。

超声水表受益阶梯水价

水资源的紧缺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节

水成为当务之急， 根据国家规划，2015 年底

前， 城市原则上要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

度，而 2012 年底，我国只有约 50%的城市实

施阶梯水价政策， 这一措施的实行对于水表

的计量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平时并不引

人注意的水表孕育出一个大产业。

山西证券研报显示， 阶梯水价的推行有

利于智能水表的大面积更换， 而我国智能水

表的占比仍较低， 未来存量仍有很大的替代

空间。

汇中股份的主营业务之一是超声水表，

由于超声水表具有计量精度高、始动流量低、

压力损失小及电池供电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从而将成为替代传统工业水表的主要产品，

获益于阶梯水价的实行。 目前我国超声水表

尚处于市场的成长初期，生产企业数量少，公

司在超声水表细分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有研究报告显示， 由于我国既有城镇供

水管网中相当一部分铺设年代较早、 所用材

质较差，是造成供水漏损率高的一大原因；另

一方面老旧管网往往压力损失较大， 造成高

层供水不便。因此，各地供水管网改造一直是

国家及地方政府重点关注的民生项目。

比如 2011年 7月，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表

示将加大对城市供水管网改造力度， 两年计

划投入资金 7 亿元， 改造城市供水管线 750

余公里。在老旧供水管网改造过程中，需要铺

设新的管网、更换新的大口径水表，从而为大

口径水表带来了市场。

公司管理人员表示：“公司的产品质量

优势明显， 公司超声水表采用了独特的制造

工艺， 能够在完全浸水的情况下连续正常工

作，整机防护达到了 IP68 防护等级，该防护

等级是防尘防水的最高等级。 ”

随着公司产品市场需求的未来进一步增

加， 公司的现有产能将严重制约大口径超声

水表未来的市场开拓。 2012年度公司超声水

表产能利用率已达 141.45%， 目前全国有

6000 多家供水公司， 经过几年的市场培育，

公司已与其中 100余家供水企业建立了稳定

的合作关系，未来供求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本次超声水表项目建成后， 将使公司年产大

口径超声水表 1.8 万台， 极大缓解产能不足

的压力。

根据招股书， 预计募集资金的投入将带

来公司盈利能力的迅速增强， 项目达产后年

均将为公司带来 3.28 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时

年均为公司创造 6809.85 万元的净利润。

（CIS）

汇中股份：节能减排的超声测流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