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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共襄行业盛举 齐心商讨发展大计
近日，2011 中国工程机械配套件行业

高峰论坛暨年度企业评选活动颁奖盛典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办。 国家工信部、
发改委等相关部委领导、及中国工程机械行
业协会领导和业内专家，徐工、中联、柳工、
厦工、山河智能等全国各大主机、配套件企
业领袖，以及由用户、渠道商组成的买团、各
大媒体代表出席，与会人员超过 400，盛况
空前。本次活动意在提升民族工程机械企业
的市场影响力，加强民族配套件行业企业的
核心凝聚力，促进主机与配套件企业之间的
联系与合作，实现共赢！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工程机械的最主
要市场， 一旦技术 /生产工艺实现突破，规
模效应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将推动中国快速

成为全球工程机械配套件制造中心。 ” 慧聪
网第八事业群总经理林炎辉表示，“预计
2015 年配套件行业规模将接近 500 亿元，
配套件行业在工程机械行业中的比重也将
从目前的 4%提高至 6%” 。

会上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苏子孟秘
书长指出：“十二五期间， 工程机械行业将
保持约 17%的增长速度， 预计 2015 年行业
总产值将超过 9000亿元” 。

会议上对优秀配套件企业作出了表彰，
山推传动、惊天液压、银华、高宇液压、锐博
机械荣获最佳市场表现奖，大连升隆、国瑞
液压、莱索、山推胜方、源根石化荣获市场开
拓奖，洛柴、玉柴、朝柴、云宇荣获低碳环保
奖，安徽博一、隆源液压、赛克思液压、泉州

奇星、山东沃克荣获最具成长潜力奖，中工
工程、江山工贸荣获优秀经销商奖，珀金斯、
博世力士乐、康明斯、泊姆克、道依茨荣获外
资品牌年度贡献奖，方圆支承、分宜驱动奔
驰、山推履带、长龄液压、富耐克荣获技术创
新奖，前进齿轮、长源液压、创导空调、华德
液压、天津恒庆荣获优质供应商奖，恒立汪
立平、长源液压周明长、洛柴杨永安、方圆支
承余云霓、隆源液压高培江荣获年度风云人
物。

会后,林炎辉代表主办方接受了媒体采
访。他承诺，今后发展中，慧聪工程机械网要
更加努力做好企业间的桥梁，致力于打造权
威的行业媒体，与各专家、企业和学校合作，
共同打造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美好的未来。

云电视标准，TCL缔造
TCL，云电视标准的缔造者、践行者

2011中国工程机械配套件行业高峰论坛
暨年度评选活动在京召开

湖南国科首发“中国芯”
助力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

10 月 27 日， 湖南国科在京正式发布了首款支持
中国直播卫星标准的 GK6105S解码芯片。此款解码芯
片通过优化的高集成度设计，为整机制造商提供了高
性能、低成本的直播卫星电视接收机解决的方案，并打
破了长期以来直播卫星解码芯片市场国外产品的垄
断。

2008 年 6 月 9 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直播卫星
“中星 9 号” ，此举开启了中国的直播卫星时代，也帮
助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迅速展开，解决了广大农村家庭
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难题，从而实现了城乡广播
电视公共服务均等化，短时间内缩小了城乡间的“数
字鸿沟” 。

形似“大锅” 的卫星接收天线，可能是大众对直播
卫星最直观的感受。 其实在直播卫星时代，机顶盒与
卫星接收天线，都是保证卫星节目能够顺利接收的重
要载体。 直播卫星解码芯片则是机顶盒的 “神经中
枢” ，在保障节目内容安全播出的同时，对每台卫星接
收机、每一套节目实施有效管理。

以前被大众知晓的直播星芯片，大部分都是信道
解调芯片，这部分芯片早已全部实现国产化；而解码芯
片市场则全部被外国公司垄断，所有产品全部依赖进
口。据湖南国科董事长向平介绍，“我国拥有全世界最
大的直播星市场，以及巨大的从标准到芯片的产业链。
假如说没有自主创新的标准，这么巨大的产业，完全依
赖于进口，我认为是违背我们自主创新初衷的。

在这个自主创新的时代，我们拥有非常好的市场
机遇，也是民族产业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在这种背景
下，湖南国科依靠持续的自主创新努力，通过对 NDS�
ICAM2.5 系统的集成，完全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条件
接收系统集成技术，可以充分保证直播卫星节目内容
安全，打破了以往同类产品长期依赖于国外解码芯片
的历史。 ”

直播卫星解码芯片的主要性能指标可以从两方面
来判断，第一是能够稳定的解码，第二个 CPU 能够稳
定的工作，应用软件能够运行稳定。 GK6105S 芯片则
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

GK6105S芯片的 CPU主频达到了 260MHz，丰富
的 CPU 资源可以方便地开发与移植各种应用程序；
最高速率达 1 兆波特率的全双工 UART 接口极大地
提高了芯片与定位模块之间的通讯效率；双路 TSD 解
复用接口可以同时支持直播卫星信号与地面数字国标
信号的输入，简化“户户通” 双模机顶盒的方案开发；
对串行 Flash 的支持和内置音频 DAC 可以有效减少
芯片外围器件，降低整机成本。 GK6105S采用的 90纳
米低功耗工艺和无铅 BGA241 封装 （17mm� X�
17mm），则体现了湖南国科一直以来秉持的绿色节能
理念。

卫生部复函推新标

行业协会表态苏泊尔不锈钢产品卫生安全
近日， 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

不锈钢食具的材质问题终于尘埃
落定。11月 4日，中国五金制品协
会联合工信部消费品司、 国家工
商总局消保局、 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科技环保及质量标准部、 国家
日用金属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沈阳）、全国金属餐饮及烹饪器
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部门以及
企业代表双喜、苏泊尔、爱仕达、
顺发、美的等召开媒体发布会，针
对不锈钢产品事项做出最终解释
说明。

依据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出具的卫生部
《关于不锈钢食具容器适用标准问题的复
函》：“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
定，卫生部正在对《不锈钢食具容器卫生标
准》（GB9684-1988） 等标准进行清理完
善。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不锈钢食具
容器》将于近期按程序公布。 修订后的《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不锈钢食具容器》 规定了
食具容器应选用耐腐蚀性较好的奥氏体型

不锈钢、奥氏体·铁素体型不锈钢、铁素体型
不锈钢， 取消了对不锈钢具体型号的规
定。 ”

在媒体发布会上，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理
事长张东立表示，只要产品符合卫生安全理
化指标，我们的消费者就可以放心使用。 中
国五金制品协会也注意到，在这次对苏泊尔
产品的检测当中，不管是国家日用金属制品
监督检验中心（沈阳），还是黑龙江省五金
电器监督检验站的检测报告，产品的卫生安

全理化指标都是合格的，这点就已经说明苏
泊尔品牌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安全性上是可
靠的。 希望通过媒体给消费者传递声音，对
于苏泊尔品牌的不锈钢炊具，消费者可以放
心使用。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认为:� 近年来中国
不锈钢炊具行业发展突飞猛进，质量大幅度
提升，诞生了一批有口碑、有品牌的企业，中
国炊具目前已经在国内外市场都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力，众多产自我国的不锈钢炊具已
经通过了美标、欧标、日标、韩标等，走向了
世界。

对于卫生部权威回函的出炉和中国五
金制品协会的解释， 苏泊尔负责人表示：
“本次事件不仅使苏泊尔自身深受其害，也
给行业带来重大震荡,同时也让消费者对不
锈钢产品产生极大的困惑和恐慌。现在政府
权威部门已经澄清了事实，证明苏泊尔的产
品全部符合标准, 是信得过靠得住的产品，
消费者可继续放心使用。苏泊尔也将会一如
既往严格控制产品质量，为消费者提供高质
量的安全产品。 ”

小户型取暖器推荐：先锋温暖二件套
小王和爱人小张国庆时完成大婚，买

了套小户型， 因为两人都还想在事业上努
力一把，约定晚几年再要小孩。 家里家当已
经购置完整，但今年天气冷的特别异常，当
地尚未供暖， 两人找了个周末一起去购置
取暖器，为小两口的爱巢带去更多暖意。

销售员向小两口建议， 小户型的空间
虽小，但也有客厅、卧室、浴室等数个空间，
客厅和卧室经常出入，浴室虽然不会长待，
但洗浴过后有取暖设备更衣也能让人更舒
服些， 可以考虑用一台取暖器固定置于卧
室和一台可移动多用途的产品兼用客厅和
浴室。 小两口觉得在理，于是销售员向他们
推荐了一套双取暖器的配置。

个性动静皆宜 色调深浅相配
家电卖场的销售员向小两口推荐了一

款先锋 S 型电热油汀 CY12SS 和一款欧式
快热电暖炉 HD11RC-18。

CY12SS 采用 12 片 S 型取暖片 （已获
得国际发明专利），采用高沸点高纯度导热
油，基本没有油汀加热时常见的水响声。 黑
色劲爆的外形酷似一头猎豹， 显得富有动
感。特制 12小时定时功能，让小两口族在下
班回家前就已经将房间预热供暖完毕，打
开家中的房门时总有暖意迎面而来， 那种
属于家的温馨感觉让人难以拒绝。

先锋欧式快热电暖炉 HD11RC-18 有

着浅香槟色的主色调， 恰似一只
羽色华贵的天鹅， 素雅色调和美
观大方的外观显得优雅和闲适。
与“黑豹” S 型油汀相比，“天鹅”
欧快电暖炉在气质上显得更为静
谧。

“黑豹” 油汀配“天鹅” 电暖
炉，色调上一深一浅，动静皆宜，
这种搭配看起来好似天生一对，
让小两口好生满意。

总体功能实用 组合覆盖全面
“天鹅” 电暖炉 HD11RC-18

采用双层加宽加长的弧形风道，
即开即热，，而且可以壁挂、立式两种取暖
方式，IPX2 级的防水设计也让这一产品有
了居浴两用的可能， 可以覆盖到浴室和客
厅的空间。 手动温控、自动温控、万向防跌
倒开关的设置，也让“天鹅” 电暖炉的安全
性有了更高的保障， 最大程度避免了意外
情况对机器的损害。

“黑豹” 电热油汀采用 S型造型取暖
片，不但外形出众，而且在实际实用上导热
面积更大，起到了很好的节能节电效果。 据
测试，相较一般油汀产品，先锋油汀的整体
温升率提高 53.8%，节能 16%。 虽然油汀产
品加热速度无法和电暖炉相提并论， 但胜
在持续性突出， 完全可以通过提前加热的

方式来对卧室进行供暖。

人性化设置 二人世界暖意十足
考虑到冬日光线不足， 衣物难以晾干

的气候情况。 两款取暖器都配增了烘衣架，
完全可以满足两人的衣物晾晒要求。

此外，“黑豹”油汀还加赠了加湿盒，在
取暖的同时，对室内流失的水分进行补充，
对人体健康无疑有着更良好的效果， 避免
了醒后口干舌燥的不适感。

综合比较后， 小王和小张小两口觉得
很满意，决定拿下这对取暖器组合，在漫长
的冬夜里为两口子抱团取暖创造更好条
件。

长城天赋美酒
亮相中国杯世界花滑大奖赛

———“舌尖之舞”媲美“运动的诗”

2011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迎
来一场美轮美奂的体育盛事———2011 年中国杯世界
花样滑冰大奖赛，来自 9个国家的 52名世界顶级花样
滑冰运动员齐聚申城， 为全世界观众带来了一场赏心
悦目的“冰上芭蕾” 。作为本次赛事指定葡萄酒的长城
天赋葡园美酒则同各路冰雪高手共同闪亮登场，在
“舌尖之舞“与“运动的诗” 相互辉映之中，共同为全
球消费者带来了一次无与伦比的美感体验。

运动的诗 天赋的酒
有“冰上芭蕾” 之美誉的花样滑冰运动，以其轻灵

优美的滑行，动人心魄的音乐，眼花缭乱的跳跃，以及
优雅华美的服饰，令观众如痴如醉，这一在冰上流淌的
旋律，被德国大诗人称之为“运动的诗” 。 花样滑冰又
如同一杯让灵魂沉醉的美酒， 让人激赏之余又令人回
味无穷。和花样滑冰同样浪漫优雅的长城天赋美酒，在
上海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上完美展现了体育与葡萄酒
共有的激情与活力， 精彩诠释了两者间一脉相承的精
神气质。

世界骄傲 中国荣耀
花样滑冰是唯美的运动， 这些主宰冰雪世界的运

动员， 带领着观众忘我地陶醉， 驰骋在雪的世界。 在
2011 年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来自全球各地的
选手，充分展现了各自的艺术天赋，共同展示了花样滑
冰这一运动所独有的“世界骄傲” 。而各国选手多样的
风格， 也正如长城天赋葡园所展现的全球的原产地风
情。

从奥运会到亚运会，再到国际沙排大满贯，长城葡
萄酒在这一系列全球性体育盛事中，秉承着“更高更
快更强“的体育精神不断进取，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
与日俱增， 不仅充分展现了国酒长城的尊崇荣耀和优
雅内涵，同时通过与体育艺术联姻，为品牌增添了别样
的艺术美感。

10 月 28 日，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
有限公司、TCL、 凤凰网、 第一财经日报等
20 家权威机构和媒体联合发布全球首个
《云电视行业推荐标准》（简称 《标准》），
从多个角度全面界定了云电视。

从发布超级智能云电视、到率先启动预

售、再到《标准》发布，TCL也正以云电视标
准缔造者和践行者的角色， 切实引领着中国
彩电业云革命。 据《标准》专家组成员透露，
“TCL在智能电视领域有着十多年的深厚积
淀，为标准的顺利出台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
说是《云电视行业推荐标准》的缔造者。 ”

有业界专家指出，TCL 超级智能云电
视确实是目前最符合《标准》的云产品。 而
近日发布的智能五星评定结果也显示，TCL
以四款产品和 V7300 系列全线达到五星智
能评定的优异成绩稳居本次评测结果行业
第一位。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