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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游戏有望接棒手游

多家上市公司加速布局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在今年的China� Joy的展会上， 电视

游戏成为业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多位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是电视游戏的元年。长

达13年之久的电视游戏机禁令解除后，电

视游戏渐渐接替手游成为游戏市场新的增

长点。 面对一片蓝海，包括游戏厂商、视频

网站和电视厂商， 以及产业链上相关领域

的多家公司都加紧布局电视游戏产业。

电视游戏成新宠

“去年是手游的元年， 今年则是电视

游戏的元年。 ” 中兴九城副总裁王浩如此

表示。 今年年初，国务院公布了一系列关

于上海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在中国长达13

年之久的电视游戏机禁令随之解除。电视

游戏市场的解冻让国内外游戏厂商跃跃

欲试，想在这一尘封已久的市场上有所斩

获，电视游戏渐渐接替手游成为游戏市场

新的增长点。

从游戏产业链来看，电视游戏是家庭

娱乐的一个缺口。多家游戏厂商负责人认

为，电视游戏的发展空间非常大，产业规

模将超过手游、端游和网游。

从用户体验角度，百视通副总裁黎文

认为，电视游戏的优势是大屏幕、高辨率，

临场感非常强，可多人在线，有丰富的细

节。目前，全球游戏产业的规模达到704亿

美元，电视游戏市场规模为314亿美元，占

比达到44.6%，而中国的市场才刚刚起步。

百视通与微软合资成立公司并引进

Xbox� One游戏机也有了结果。 微软

Xbox� One已获政府主管部门审核通过，

成为首款进入中国内地的游戏主机。 国行

版Xbox� One将于9月23日正式在国内上

市，售价3699元起，完美、EA等将成为首

批游戏内容合作方。

TCL新媒体副总裁梁铁航说，“电视是

游戏最好的屏幕载体，美国市场每年专业游

戏机或游戏盒子的销售量在千万台以上。以

玩家基数来算， 中国可能会有每年2千万台

游戏机或盒子的销量。再配合后面大量的游

戏内容，会带动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 ”

多家公司布局

面对一片蓝海，多家公司加紧布局电

视游戏领域。 黎文表示，作为视频内容服

务商，百视通将联合游戏厂商或优秀游戏

开发团队进入游戏开发领域，丰富电视游

戏品种；同时完善支付系统，让游戏玩家

更便捷参与游戏体验。

而进入互联网电视较早的乐视网，也

在发力电视游戏领域。乐视网CTO杨永强

表示，乐视在打造云平台，为数字娱乐提

供基础保障。 “这个平台在全国甚至部分

海外地区部署了300多个节点。 ”

而乐视自建的LetvStore应用商店，

专门打造了游戏中心， 发展游戏相关业

务。 目前众多国内、国际知名厂商陆续登

陆到乐视游戏中心。“我们的一些功能，比

如用户的社交、 支付功能的相关支撑等，

在游戏中心的体系里得到了比较好的呈

现。 在乐视自有的终端，我们的游戏运营

已经产生了一些收益，互联网电视大屏游

戏生态将逐渐成熟。 ”

对于电视厂商来讲， 电视游戏的发展

意味着新的转型机遇。 梁铁航表示，8月初

TCL将面世一款产品七V。“七V定位以视

频为主，并有大量的游戏服务，是专门面向

城市白领、单身青年的一款游戏盒子。 ”

而游戏巨头完美世界则宣布与联想

合作，旗下一款网络游戏将在联想的智能

电视产品中亮相。 此外，腾讯游戏、盛大游

戏、阿里游戏等互联网巨头们都在加紧布

局客厅，电视游戏成为其重要的切入点。

针对“全息” 概念遭热炒 3D产业33家机构称

“全息手机” 尚不存在

□本报记者 谢卫国 本报实习记者 徐学成

亿思达近期发布 “Takee全息手

机” ，引发一股“全息” 概念股炒作热潮。

7月30日，中国3D产业33家院校机构联合

发布倡议，就“个人全息” 概念予以驳斥，

称所谓的 “个人全息将全面淘汰裸眼

3D” 的判断将对消费者造成不实误导，并

表示该技术距离产品化和产业化仍有相

当距离，“全息手机” 目前尚不存在。相关

分析指出， 目前全息显示技术尚未成熟，

但作为行业发展趋势之一，未来前景值得

期待。

“全息”概念遭驳斥

7月30日， 中国3D产业33家院校机

构联合发布《关于所谓“全球首款全息

手机上市” 的联合声明与行业自律倡

议》，对近期被热炒的“个人全息” 概念

予以驳斥。

在该《倡议》中，上述机构认为，全球

全息技术尚处于实验室基础研究阶段，产

业化尚未启动， 中国也处于这个阶段，所

谓 “个人全息或智能全息” 技术为核心

“全息手机”并不存在。 因此，关于“全球

首款全息手机已经产品化上市，个人全息

将全面淘汰裸眼3D， 全息产业链已经就

绪， 全息信息科技文化消费时代已经到

来”的判断将对全球消费者造成不实误导

与概念欺诈。

《倡议》 同时援引相关数据表明，目

前我国3D产业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竞争力。

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市场电视机销售总

量4280万台，3D电视1875万台， 占比

43%；2013年销售总量6816.68万台，3D智

能电视销量突破5000万台， 超过2012年

彩电业国内全年总销量。 2012年中国3D

电影银幕数量为9100块，2013年则达到

11854块， 增加了2754块，3D电影银幕的

占比接近80%，全国不能放3D电影的影院

已经近乎绝迹，占比约为0.5%。

《倡议》还指出，眼镜式的3D智能电视

等第一代3D产品已经普及， 而以裸眼3D电

视为代表的第二代3D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正在“以用户体验为核心”加速迭代上市。

产品化仍待时日

该《倡议》中所提及的“全球首款全

息手机”系深圳市亿思达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旗下产品“Takee手机” 。

7月17日，该款手机首次发布，进而引

爆“全息”概念股。 如裸眼3D核心显示部

件供应商深天马A在7月28日、29日连续

涨停。7月31日，深天马A报收16.87元/股，

较Takee手机发布前的7月16日累计上涨

逾18%。

参加过Takee手机发布会的联讯证

券在研报中透露，亿思达称该款手机应用

了计算全息技术，通过追踪人眼的视角位

置，基于全息图像数据模型计算出实际的

全息图像，再通过特殊的指向性显示屏幕

将左右眼的立体图像投射到人眼视网膜

中，从而使人眼产生和实际环境感觉一样

的视觉效果，即悬浮在屏幕上方空中的三

维立体图像。

但其在研报中也指出，该手机的实际

全息显示效果低于所宣传的效果，全息显

示效果仅是目前通常裸眼3D的效果，图

像并未像宣传中所说的呈三维立体显示

在屏幕上方。短期来看全息显示的相关技

术并不成熟，对全息技术的追捧可告一段

落。 但长远来看，全息显示技术在未来必

然会成为显示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相关

技术仍值得期待。

不过，亿思达的解释则是，目前没有

全息视频、全息游戏的内容支持。

深天马A7月29日发布澄清公告称，

公司2013年底与亿思达集团开始合作开

发基于液晶透镜技术的裸眼3D显示方案，

并成为亿思达takee全息手机中关键显示

器件的供应商之一。 但该项目目前并未开

始量产， 未来的订单量存在不确定性，在

订单尚未确定前，对公司业绩不会构成实

质性影响。

7月30日，在“2014（第五届）中国健

康3D行动暨全息与裸眼3D技术及产业化

研讨” 活动上，中国3D产业联盟专家委员

会主任委员王涌天指出， 全息三维能够提

供人眼所需要的所有的深度信息， 不存在

只供个人观赏的全息三维手机。 而所谓的

“全球首款全息手机”是伪全息概念产品，

并且全球范围内全息技术目前并不成熟，

距离产品化及产业化还有相当距离。

中国证券报记者7月31日多次致电

亿思达董事长刘美鸿， 但对方手机一直

无人接听。

上半年游戏市场规模496亿元

□本报记者 姚轩杰

7月31日，中国影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游戏工委发布 《2014年上半年中国游戏

产业报告》。 上半年，受网页游戏和移动

游戏的影响， 中国游戏市场高速增长，增

幅达到近五年新高。

1-6月份， 中国游戏市场销售收入

496.2亿元，同比增长46.4%。 其中，客户端

游戏市场销售收入255.7亿元，网页游戏销

售收入91.8亿元，移动游戏销售收入125.2

亿元，社交游戏销售收入23.4亿元，单机游

戏销售收入0.1亿元。 其中，民族原创网络

游戏市场销售收入343.9亿元，同比增长了

41.3%，占市场销售总额的69.3%。 海外市

场销售收入8亿美元，同比增长66.7%。 同

时游戏产业成为资本市场热点。

移动游戏成为市场新热点。随着移

动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应用和移动智能

终端广泛普及， 中国移动游戏数量急

剧增长，市场营收迅猛增长，市场占有

率高速提升。 截至6月底中国移动游戏

用 户 数 量 达 到 3.3 亿 ， 同 比 增 长

89.05%。

开元投资或受益陕西鼓励社会办医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本报实习记者 徐洪萍

7月30日， 陕西省召开卫生计生系统

半年度工作会议，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会上

了解到， 陕西省将鼓励和推进社会办医。

近期，陕西省将出台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

文件，使非公医疗机构占医疗资源总量和

服务总量均达到20%左右。开元投资2011

年开始涉足医疗服务领域，目前拥有民营

医院西安高新医院， 拟筹建西安圣安医

院，陕西支持民营医院发展的政策有望对

开元投资带来利好。

民营医院审批权下放

在鼓励和支持民营医院发展方面，陕

西省即将出台的政策涉及民办医院审批

权限、人才培养机制、执业医师监管、医疗

费用报销等方面，同时新政提出将优先支

持开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新政首先确立了向社会资本开放医

疗服务市场，清理妨碍社会办医的不合理

规定。 在医院审批权限上，陕西省将规范

社会资本办医审批权限，将审批手续下放

到市县。 这不仅能够缩短审批的时限，民

营医疗机构的开办也将不再受区域限制，

能够改善目前民营医疗机构主要集中在

市区的现状，使医疗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新政出台后，民办医院与公立医院在职

称评定、人才培训、课题招标及成果鉴定、临

床重点专科和学科建设、医学院校临床教学

基地资格认定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民办医

院的医生将可以和公立医院医生享受同样

的职称评定、人才培训机会以及医学院校临

床教学基地的机会。 同时，公立医院的医生

也将有希望在民营医院“兼职” 。

民办医院将享受和公立医院同等的待

遇，还体现在民办医院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

及费用报销标准上。这将改变患者因医药费

用报销而集中在公立医院就医的状况，将很

大程度上缓解公立医院就医压力。

在执业医师监管上，陕西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将研究制定多点执业标准、

制度和办法，促进医师向基层和社会办医

疗机构流动， 医师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

置。 同时，加强对多点执业医师行为的监

管，确保医师和患者双方利益。

开元投资或将受益

开元投资2011年全资收购西安高新

医院，该医院是全国第一家民营三级甲等

医院。 2013年， 西安高新医院实现收入

44370.94万元，利润总额7608.65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345.09万

元，超过并购时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对西安

高新医院2013年度经营业绩做出的承诺。

此外，开元投资还投资3.3亿元设立西

安圣安医院有限公司作为开发主体，建

设、经营西安圣安医院项目。 开元投资在

2013年年报中称，目前圣安医院正在进行

前期规划、筹备，将于2014年内开工建设。

今年7月12日，开元投资发布定向增发

方案， 公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用于

投资建设西安国际医学中心项目。 西安高

新医院目前是西安市高新区唯一的一家三

甲医院。由于医疗需求的旺盛，近年来一直

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 目前规模已远不能

满足区域医疗服务的需求。 西安国际医学

中心将有效缓解公司西安高新医院的规模

限制，拓宽公司医疗服务业务的辐射范围。

分析人士认为，开元投资目前在医疗服

务方面的投资逐渐增多，随着陕西对民营医

院扶持政策的出台，公司有望从中受益。

福建政策红利有望继续发酵

□本报记者 李香才

继福建省政府下发 《关于深化对台

交流合作推动平潭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

意见》后，福建对平潭的扶持政策又有新

动向。 福建检验检疫局7月29日召开现场

办公会，提出支持平潭开放开发的服务新

举措。 分析认为，福建对台合作方面具有

优势，除平潭外，福建其他地方扶持政策

也有望出台，本地基建地产交运物流等行

业将受益。

平潭扶持政策落地

7月15日， 平潭综合实验区全岛正式

封关运作。 随后，对平潭的一系列扶持政

策先后出台。 27日，福建下发《关于深化

对台交流合作推动平潭科学发展跨越发

展的意见》。 该意见提出，今后一个时期，

平潭开放开发要进一步突出对台特色，深

化对台交流合作。

29日，福建检验检疫局召开现场办公

会， 提出支持平潭开放开发的服务新举

措。 这些举措包括实施最便捷、最宽松的

通关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争取国

家减免平潭对台贸易商品市场进口台湾

商品的检验检疫费用；支持平潭建设进口

动植物、水果等指定口岸；推进与台湾方

面互认认证认可结果、检测结果；争取质

检总局下放动植物检疫审批权限；呼应平

潭自由港建设，深入研究更便捷高效的检

验检疫政策措施和工作模式。

此外，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广

敏30日指出， 福建应进一步净化投资环

境，比如在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台商比较集

中的区域，抓紧推进对台湾资质（资格）

证书的认定工作。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了解到，平潭8月

4日起将成为开展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

本金意愿结汇改革试点地区， 也是福建

唯一开展此项改革试点的地区。 这项金

融政策实施后将有利于平潭对外招商引

资工作， 进一步推动实验区开放开发和

两岸合作。

政策红利有望蔓延

截至2013年底， 福建累计引进台资

项目13524个， 实际利用台资220.79亿美

元，实有台资企业3908户，均居大陆各省

市第三位； 闽台贸易进出口总额1145.14

亿美元，2013年台湾成为福建第四大贸

易伙伴。

目前的扶持政策多是针对平潭，但是

多家机构认为，未来国家对于福建的扶持

政策范围有望扩大。 广发证券认为，预期

后续中央将针对不仅仅是平潭，而是对整

个福建海西经济区出台相关政策扶持。福

建的基建类、地产类与交运类公司都值得

关注。 宏源证券认为，除平潭外，预计联合

申报自贸区的厦门、福州等地的开放开发

政策也将继续推出，继续看好本地区的基

建地产和交运物流等行业，相关受益标的

包括平潭发展、福建水泥、建发股份、厦门

港务、阳光城、泰禾集团、福建高速、厦门

空港、厦门国贸等。

北京正谋加入上海新梅股东酣战

□本报记者 汪珺

7月31日，北京正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京正

谋” ）在其官网上宣布，向上海新梅全体股东征集委托书，吁请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提出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北京正谋称，上海新梅即将陷入危险的“治理僵局” 。目前，

上海新梅实际控制人与举牌方热衷于攻击对方， 忽视了改善治

理结构与公司基本面上的努力， 这种控制权斗争不利于全体股

东利益。

为此， 呼吁上海新梅实际控制人与举牌方召开临时股东会

议，修改公司章程，构造以独立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结构，由专

业独董占多数的董事会制定和执行公司转型和发展的战略规

划，使公司走向创造股东价值的正轨。

北京正谋官网信息显示，该咨询公司创立于2007年8月，主

要进行战略顾问、财务顾问、交易顾问和直接投资等业务，曾帮

助国家开发银行投资业务局主导河北南部钢铁行业重组方案

设计，是江苏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借壳上市的财

务顾问。

值得注意的是，7月3日，北京正谋受海林资本的委托，发起

关于提请召开金宇车城和欣龙控股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并提

出议案的授权委托书，希望罢免两家上市公司全部董事，敦促两

家公司重组转型发展。 截至7月25日下午3时，北京正谋征集到

的累计授权所代表的股数占总股本比例分别为： 欣龙控股

0.4244%；金宇车城4.1073%。 北京正谋表示对上述统计数字的

真实性负责。

盛运股份加码垃圾发电业务

□本报记者 余安然

盛运股份7月31日晚间公告， 拟以自有资金1100万元分别

设立陕西延安、铜川、商洛，新疆阿克苏，吉林白城，海南儋州，湖

南永州垃圾发电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固废处理、

垃圾焚烧、发电等。 公司表示，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投资前景非

常广阔，预计“十二五” 期间，我国垃圾发电行业市场将进一步

发展扩大。

盛运股份同时公告称，以自有资金5820万元收购金坚等三

人所持有的中科通用股份。 收购完成后， 公司将拥有中科通用

100%股权。据悉，中科通用主要从事垃圾焚烧及综合处理设备、

烟气处理设备、污水处理设备等业务。 公司表示，此次收购中科

通用部分股份后，中科通用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增强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项目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盛运股份还公告称，拟1亿元在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

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前海盛运，主要经营供应链管理项目、国

内贸易项目等。

国家电网

收购意大利能源网35%股权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7月31日，国家电网公司与意大利存贷款公司签署协议，以

2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存贷款公司旗下能源网公司35%股权。

据介绍，此次海外投资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又一重大突破，是

继2012年投资葡萄牙能源网公司以后在欧洲的又一重要投资。

此项投资也是中国企业迄今为止在意大利最大单笔投资。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表示， 国家电网公司将充分发

挥在电网等能源网络发展和运营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与意大利存贷款公司共同致力于提升企业价值， 促进意大利经

济社会发展。

意大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是意大利存贷款公司全资控股公

司，持有意大利输电网公司29.85%股权和意大利天然气网络公

司30.01%股权。 其中，意大利输电网公司是意大利国家级输电

公司，拥有和运营覆盖意大利全境的输电网络，同时负责意大利

全国输电网的调度。

此次交易完成以后， 国家电网公司将在意大利存贷款能源

网公司董事会5名成员中指派2名董事， 并派出2名财务管理人

员； 在目标公司意大利输电网公司和意大利天然气网络公司董

事会中各指派1名董事。

近年来，国家电网公司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在菲律宾、

巴西、葡萄牙、澳大利亚、香港、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完成了多项

投资，同时带动了国内电工装备出口。

葛洲坝集团将投资尼加拉瓜运河

□本报记者 陈静

7月30日，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HKND集

团 ） 及 关 联 方 Nicaragua� Development� Investment�

Limited（尼发公司）、Empresa� Desarrolladora� De� Grandes�

Infraestructuras� S.A.与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

忘录。

根据合作备忘录， 葛洲坝集团计划对尼发公司进行股权投

资，并将与HKND集团协商针对尼加拉瓜运河项目所需水泥、民

用爆破材料、运河建设期间的电力供应等领域的合作。

市场人士认为，尼加拉瓜运河总投资高达500亿美元，投资

额大、市场前景广阔，“运河产业链” 商机凸显。 为国内机械设

备、水泥钢材等大型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

HKND集团是一家私营国际性基础设施开发公司， 总部位

于 中 国 香 港 。 尼 发 公 司 、Empresa� Desarrolladora� De�

Grandes� Infraestructuras� S.A.为HKND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司尔特预计三季度业绩好转

□本报记者 余安然

司尔特7月31日晚间发布上半年业绩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108177.60万元，同比增长16.84%；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88.79万元，同比下降9.62%。 公司预计，

三季度将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60.36万-12038.

47万元，增幅区间为0%-30%。

公司表示，上半年，磷复肥行业持续低迷，目前处于行业底

部，三季度公司业绩将会有所好转。

司尔特从事高浓度磷复肥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

为高浓度缓释NPK复合肥系列产品以及磷酸一铵， 中间产品包

括硫酸、磷酸等。 目前具备年产92万吨高浓度缓释NPK复合肥、

55万吨磷酸一铵、90万吨硫酸、30万吨磷酸的生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