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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要求

有线电视OTT盒子须装TVOS系统

□本报记者 姚轩杰

7月9日，广电总局发文称，已向全国

各地有线电视运营商发布通知， 通知要

求各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所采购或集成研

发和安装的智能电视机顶盒等终端，需

安装使用TVOS1.0软件， 不得安装除

TVOS外的其他操作系统。

目前，90%以上OTT盒子和智能电

视都采用安卓系统， 市场上安卓互联网

电视终端上亿部， 全部更换广电系

TVOS1.0异常艰难。业内人士认为，该政

策对广电系统的OTT盒子形成保护，但

对安卓系统阵营里的小米、乐视、天猫等

OTT盒子将有很大影响。

限制私自安装应用程序

据悉，广电总局的政策核心是，智能

电视机顶盒（OTT盒子）等终端不得安

装除TVOS外的其他操作系统。 这是广

电总局6月初正式发布智能电视操作系

统TVOS1.0的落地。

目前， 先期启动试点的江苏有线和

上海东方有线两家有线电视运营商，分

别承担了各50万套的试点推广任务。

业内人士分析， 广电总局启用自身

操作系统已有征兆，两周前，广电总局网

络司针对互联网电视牌照商， 下发了关

于立即关闭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中违规

视频软件下载通道的函，点名华数传媒、

百视通的OTT机顶盒违规， 并要求关闭

互联网电视盒子视频客户端。随即，华数

传媒发表声明称， 技术漏洞主要因OTT

机顶盒使用了开放性的安卓系统所致。

有广电界资深人士告诉记者 ，

TVOS1.0系统非国家强制性标准， 其最

大的特点是产品从底层进行了技术限

制，用户不能获得ROOT（最高权限），

杜绝了从外部私自安装应用程序的可能

性，符合广电总局对电视盒子内容“可管

可控、安全播出”的要求。

今年以来， 不少广电运营商启动了

DVB＋OTT的运营策略，广电总局的这

个通知， 将对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扩大

TVOS在广电系统内的装机量产生重要

影响。 比如同洲电子在2013年推出了搭

载蘑菇UI的“飞看盒子” ；长虹于今年1

月推出的启客TV（ChiQ� TV）盒子。

安卓阵营或受影响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质量、交互性能

参差不齐的广电系盒子来说， 强制用一

个系统整合未必是坏事， 毕竟面对越来

越强大的互联网电视盒子， 广电系靠政

策支持熬下去的日子终究不可持续。

目前，90%以上OTT盒子和智能电

视都采用安卓系统，市场上安卓互联网电

视终端已达上亿部，广电系的盒子装机率

非常低。尽管广电总局发布TVOS并非强

制标准，从字面理解来看，小米、乐视等互

联网厂商及其他第三方厂商的OTT电视

操作系统还不受这个通知的影响。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广电总局现在要

求有限电视运营商采购的OTT盒子必须

使用TVOS操作系统，未来会不会强制互

联网厂商的盒子也须使用这个操作系统。

现在各大智能电视厂商的关注焦点，

是广电总局的这套智能电视操作系统会

不会要求强制安装和使用。如果一旦是强

制使用，那么各大智能电视厂商面临的问

题，一方面是自己原来的操作系统还要不

要，另一方面是需要针对TVOS系统做大

量的兼容性修改和开发，尤其是之前已经

发布的大量的应用和产品功能。 若如此，

乐视、小米等互联网公司开发的安卓系统

的盒子将面临更换系统的风险。

推动清洁生产改造 支持关键技术研发

稀土行业专项资金启动

□本报记者 于萍

在国际贸易施压、 行业景气度依旧

的背景下，我国稀土业正迎来政策“窗口

期” 。近日财政部网站登出《国家物联网

发展及稀土产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 工信部也对2014年稀土产业调整

升级专项资金拟支持项目进行了公示，

包括包钢稀土、 厦门钨业在内的多家稀

土上市公司均有项目位列其中。 业内人

士表示，稀土行业改革不断提速，未来行

业政策还将陆续跟进。

推动稀土高端应用

在此次财政部公布的专项资金支持

领域中，涉及到稀土资源开采监管，稀土

采选、冶炼环保技术改造，高端研发等多

个方面。

《管理办法》显示，支持现有企业对

稀土采选、 冶炼生产系统和环保系统进

行清洁生产改造， 达到国家环保法律法

规要求。支持开展绿色、高效稀土采选共

性关键技术与标准研发， 建立采选生产

技术规范与标准。

此外， 专项资金还大力推动稀土高

端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支持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 相关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的高性能稀土磁性材料、 发光材

料、储氢材料、催化材料、抛光材料、先进

陶瓷材料、人工晶体材料、稀土助剂等稀

土功能材料与器件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在补助资金支持稀土产业的标准

上，采用以奖代补和无偿资助方式。对已

整体完成稀土开采监管系统建设的地方

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 奖励金额一般不

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的20%。 对稀土共

性关键技术与标准研发及高端应用技术

研发项目，采取无偿资助方式。无偿资助

额度，一般不超过项目研发费用的40%。

此外， 对已通过国家环保核查的稀

土采选、冶炼企业，根据工信部稀土企业

准入公告核定的企业产能予以一次性奖

励；对于稀土高端应用技术研发、产业化

项目等也将给予不同程度的资金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工信部已披露此次

拟支持项目名单， 共有110个项目入选。

其中，五矿稀土旗下的五矿（北京）稀土

研究院有限公司、 包钢稀土旗下的包头

稀土研究院、 广晟有色旗下的江西广晟

稀土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云海金属、厦门

钨业、 宁波韵升等上市公司均有项目位

于名单之列。

行业整合提速

稀土是高新技术产业不可缺少的原

材料之一，在石化、冶金、陶瓷、永磁材料

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是重要的战

略资源。 目前，我国稀土行业改革正在不

断推进，行业整合速度也在加快。

近日厦门钨业便公告， 公司编制的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稀土集团组建

方案》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复。 公司将

组建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稀土集团，促

进三明市、 龙岩市稀土工业园项目建设，

带动全省稀土深加工及应用产业发展。

就在6月底，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国

稀有稀土有限公司刚刚签署了《关于推

动山东稀土企业整合意向书》，三家单位

将联合组建“山东稀土集团” 。

业内人士指出， 稀土集团组建方案

的报备说明行业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整合

阶段。 稀土集团组建后，将明确稀土资源

所有权以及非法稀土开采治理的责任

权， 行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治将更加有

效，从而推进稀土行业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稀土行业除了面临国内散

乱的行业“内忧” ，还面临来自国际的贸

易压力。 据了解，世贸组织已经延迟了之

前因中国违反世界贸易规定而限制稀

土、钼、钨的出口而做出的判决，将在8月

7日之前将该报告发放到成员手中。无论

结果如何， 我国稀土行业的改革已经迫

在眉睫。

专家表示，我国正在加快稀土行业治

理， 除了从财政上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外，

未来在稀土整合、资源税等方面还会继续

跟进，稀土行业后续政策有望陆续出台。

贵州茅台获万国博览会金奖

百年纪念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万晶

7月9日，贵州茅台集团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启动茅台酒金奖百

年系列纪念活动，1915年茅台酒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贵州

茅台集团计划通过此次纪念活动，进一步推动茅台走向世界。

1915年，茅台酒等中国名优特产远涉重洋，参加在美国旧金山

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凭借卓越的芳香征服了世界，获得金质奖

章。 贵州茅台董事长袁仁国表示，要创造下一个百年辉煌，茅台必须

坚持加快发展、深化改革；始终坚持以质求存，恪守诚信。

在“贵州茅台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00周年” 活动中，

茅台集团将编辑出版《百年茅台》、《国酒文化丛书》等书籍，拍摄反

映茅台发展史和茅台文化的电影、电视剧和微电影，编创反映茅台发

展的大型歌舞剧，寻访结缘茅台的百名代表人物，征集茅台记忆老照

片，举行白酒专家论坛。

云南铜业

控股股东58%股权划至中国铜业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云南铜业7月9日晚间公告，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云南铜业 （集

团）有限公司通知，云铜集团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与中国铜业有

限公司在7月8日签署了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中铝公司将所持云铜集

团58%的股权划转中国铜业持有。

公告显示，本次划转完成后，中国铜业将持有云铜集团58%股权。

由于中国铜业为中铝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云铜集团和实际控制人中铝公司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云南铜业从4月17日开始停牌筹划重大事项。

出版业营收达1.8万亿元

数字出版占比提升

□本报记者 姚轩杰

7月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属研究机构，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新闻出版产

业规模继续扩大，但传统出版业增长乏力，数字出版收入在全行业占

比继续提升。

《报告》显示，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246.4

亿元，较2012年增加1611.1亿元，增长9.7%；利润总额1440.2亿元，

较2012年增加122.8亿元，增长9.3%。 新闻出版产业继续保持较强的

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门类来看，图书和期刊营收和利润总体保持微增，而报纸出版

的营收和利润下滑明显。 2013年报纸出版实现营业收入776.7亿元，

同比降低8.9%；利润总额87.7亿元，同比降低11.7%。 这反映出数字

化阅读进一步普及、 信息传播与获取方式深刻改变对报纸出版的冲

击进一步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出版收入在全行业占比继续提升。 2013年

全国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2540.4亿元，同比增长31.3%，占全行业

营业收入的13.9%，提高了2.3个百分点。在线音乐与网络动漫营业收

入增长1.5倍。 与此相比，电子书、互联网期刊与数字报纸营业收入增

长速度仅为7.0%，传统出版物的数字化转型尚需进一步加强。

不过，向数字化、互联网方向转型积极的出版类上市公司业绩获

得较快提升。 2013年26家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出版发行和印刷公司

共实现营业收入804.5亿元， 同比增长13.2%； 实现利润总额82.9亿

元，同比增长11.0%。

伊利首次进入全球乳企10强

□本报记者 曹铁

7月9日， 荷兰合作银行发布最新的 《2014年全球乳业20强报

告》， 来自中国的伊利集团成为目前唯一一家进入全球10强的亚洲

乳品企业，也是中国乳制品企业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中国另一知名

乳企蒙牛位列第十四位。

荷兰合作银行分析师Tim� Hunt认为，从全球乳业格局来看，这

是亚洲乳业崛起的标志性事件。 这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

市场空间。

近年来，从奶源建设到产品升级，从品控体系到创新研发，从全

球化布局到本土化深耕，伊利集团不断超越自我。

尤其是去年以来，伊利着手海外布局，先后在新西兰投资了奶粉

项目，并分别与美国最大的牛奶公司DFA、意大利斯嘉达公司达成

战略合作。 今年年初，伊利还将海外触角进一步向研发领域延伸，与

荷兰顶尖学府瓦赫宁根大学合作建立欧洲研发中心。

佛山照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开庭

□本报记者 傅豪

7月9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佛山照明纠纷案。 部分股东就佛山

照明信息披露违规而提出索赔诉讼，此

次审理的纠纷案件包括352名投资者向

佛山照明索赔4725万元和163名投资者

索赔1500万元，共涉及索赔约6200万元。

被告方佛山照明代理律师及原告方

代理律师均出席开庭审理，双方在本案是

否构成证券法上虚假陈述、佛山照明股价

下跌是否由系统性风险决定、信息披露问

题是否构成重大性事件、投资者身份认定

及交易记录等资料有效性诸多方面进行

了激烈辩论。 法庭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双

方均表示同意。 据了解，之后被告方主张

应由原告方先拿出调解方案，本案能否最

终达成和解还有待观察。

争论股价下跌原因

双方首先辩论是否因为系统性风险

导致佛山照明股价下跌。

佛山照明代理律师认为，“佛山照明

未披露行为不构成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无

须对原告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全

球遭遇到经济危机，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

缓、央行提高准备金率、欧债危机、大小非

解禁等因素，A股作为国内经济晴雨表，存

在系统性风险，市场出现下跌也正常” ，佛

山照明股价也跟随下跌。 加上2010年

LED、锂电等行业不景气，以及公司基本面

因素也都影响佛山照明股价。“因此，即便

构成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佛山照明股价的

下跌也并非是原告所称的信息披露问题所

致。 ”佛山照明代理律师表示。

投资者方面代理律师则提出， 大盘

在相应阶段只是正常波动， 而佛山照明

却下跌幅度很大， 因此股价下跌是佛山

照明虚假陈述造成的。

双方又对佛山照明信息披露问题进

行了辩论。 就此问题，佛山照明代理律师

表示， 佛山照明关联交易金额和关联关

系未达到重大事件的标准。“即使构成虚

假陈述， 也只需要对揭露日之后的投资

损失负责， 而不是应对揭露日之前投资

者投资损失赔偿” 。

资料显示， 佛山照明去年3月7日发

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证监局行政

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佛山施诺奇加州电

气有限公司等15家公司为时任佛山照明

董事长钟信才的亲属直接或间接控制，

是佛山照明的关联方， 但2010年以来佛

山照明未在年报中披露上述关联关系，

同时在与关联方发生交易超过披露标准

的情况下未经董事会审议、 未予以及时

公告，违反了相关证券法规。为此监管部

门责令佛山照明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40万元罚款， 对时任董事长钟信才等人

也进行了处罚。

投资者方代理律师则针对佛山照明

信息披露问题表达观点，“关联交易为利

益输送埋下隐患，是证监会治理的重点，这

是直接导致佛山照明股价下跌的原因。 ”

难定赔偿范围标准

双发还在赔偿范围及标准的界定上

进行了辩论。

佛山照明代理律师表示， 原告提

供的投资人身份多为复印件， 尤其是

交易资料均为证券机构提供， 而中介

机构没有出具这些资料作为法律证据

的资格。他认为，只有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才有资格出具。 投资者方

代理律师则表示， 到中登公司出具资

料需要大笔费用， 这会增加投资者的

费用。

双方在实施日期上同样存在分歧。

据介绍，在揭露日确定的情况下，实施日

期越早代表索赔时间范围越大， 索赔的

人数越多，索赔金额也就越大。

最后， 被告方强调原告提供的股东

身份及交易资料等存在问题， 认为原告

并未完成举证责任， 所以请求法院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法庭主持双方进行调解， 双方均表

示同意。 据了解，之后被告方主张应由原

告方先拿出调解方案， 本案能否最终达

成和解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