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前，有美媒分析认为，中国可能
会建造2艘核航母，数量上虽很难与美
国相提并论。但从全球来看，中国2艘核
航母他日下水之后将标志着中国正跻身
第二大航母国队列。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
中国在改装“瓦良格号”航母过程中掌握
了自主建造常规动力航母的技术，核航母
立项则表明中国具有建造核航母的信心
和能力。 中国掌握了核航母的建造技
术，数量也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目前，美国海军“企业”号航母已
于去年12月退役。 其现役共计10艘航
母， 且均为核动力航母。 法国海军的
“戴高乐” 号航母也是核动力航母，这
也是法国首艘核动力水面舰艇。

■综合环球时报、深圳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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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化并不等于堆砌硬件
2013年智能电视发展趋势预测

人机互动、4K 分辨率、OLED 显示技术
……在 2013 年 CES 展会上出现的这些新概
念电视让很多人对于 2013 年的黑电市场也充
满了期待。

在高端电视继续领跑市场的大趋势下，业
内人士对于智能电视的发展提出了一些设想，
目前市场上 42 英寸以上的电视已经实现了智
能化普及， 但这些 Smart� TV中的智能设定要
想真正被消费者广泛使用，电视厂商不仅仅要
在硬件上做文章，更要推出适合普通家庭使用
的 TV应用。

互动体验优劣决定产品成败
在一些家电卖场的销售人员看来，目前市

场上针对大尺寸屏幕开发的 App 应用却寥寥
无几，这些应用除了存在分辨率不够的问题之
外，在操控上也难以实现在平板电脑或是智能
手机平台上的流畅度。

在目前销售的国产旗舰产品中，不乏成功
移植体动作技术的经典范例，比如主动“云健
康” 概念的创维 E800A 系列，据创维技术人员
介绍，这款智能电视的一大卖点便是将健康测
试与体感游戏结合在一起。

“用户在第一次登陆自己账号后可以看到
有六项健康测试，包括体重、脂肪、血压、色盲、
视力与心理测试。 创维 E800A 系列不仅能精
确测量出体重、 脂肪度及血压等健康指数，还

能同步播报健康贴士。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地了
解自己及家人的各类健康指数及历史分布，这
项功能非常受到家里有老人的电视消费者的
青睐。 ”

国美电视销售负责人表示，目前能真正满
足用户体感操作的智能电视产品非常少，大多
还是内置了低端通用体感游戏设备，识别准确
度较差，体验感也不强，虽然只是操作细节上
的体验差异，但这些有可能将会决定用户对一
款产品说“YES”OR“NO” 。

软件应用需适合中国用户
除了操作体验上更加强调人机互动之外，

智能电视的定制化应用也成为
了今年智能电视发展道路上不
得不迈过的一道坎。

目前大部分的智能电视都
只是借用了 Android 系统上的各
项应用，缺乏原创性成为了大部
分电视厂商的致命伤。

据悉，目前几大智能电视阵
营对于软件应用开发所持的策
略各不相同，三星这样的韩系品
牌已经在加大 Smart� TV 的应用
商城投入力度，而日系厂商对于
App 开发的重视程度却不够高，
在国产品牌阵营内，诸如创维这

样的领军企业则更为折中。
一方面在大力改良商城中现有的 Android

应用，一方面也不放过自主研发适合国内普通
用户的应用———创维 E800A 系列内置有冠军
乒乓、跑步、瑜伽、保龄球、高尔夫等原创游戏
应用，在用户群中取得了强烈反响。

专家认为，目前适合电视平台操作的智能
应用精品还不多，国内电视厂商可以凭借其在
本土市场的优势，率先推出一些易于被中国电
视观众接受的口碑 App， 而这或许也将改变
2013年 Smart� TV的市场格局。

雅培 2012 第四季度多部门销售呈现强劲增长
近日，雅培公司公布了截至 12 月 31 日的

第四季度财务报告。 总体来看，不考虑外汇影
响的前提下， 第四季度雅培全球销售额增长
5.6%，在新兴市场的销售额增长超过 10%。 在
财报中， 雅培还公布了 2013 年全年每股收益
预期为 1.98-2.04美元， 显示了公司强劲的增
长势头。

报告显示， 雅培多个部门在 2012 年第四

季度呈现出了强劲增长，而且各部门推出的新
产品将使雅培在 2013年持续增长。其中，雅培
全球营养品销售额增长达到 10%。 这主要得益
于美国及美国以外地区营养品市场的强劲增
长，其增长率分别为 9.4%和 10.5%。

诊断仪器部门的全球销售额增长 5.7%。
其中中国、俄罗斯等关键新兴市场取得强劲增
长。本季度床边快速诊断设备部两位数的增长

率也推动了销售额的增长。 “在 2012年，我们
实现了雅培 125年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雅
培各项业务强劲增长的同时，公司顺利完成分
拆，新公司艾伯维的成功组建，” 雅培公司董
事长兼 CEO 白千里先生说。 “雅培多元化医
疗保健业务与丰富的产品线，顺应了医疗保健
行业和新兴市场的发展趋势， 这也为 2013 年
雅培的强劲增长做好了充分准备。 ”

TCL� 3D智能云
电视迎蛇年开门红
春节刚过， 中国彩电行业传来蛇年第一份

捷报：中国彩电军团在春节期间成功延续 2012
年销量势头，再创销量新高峰。 其中，1 至 2 月
份，TCL 继续以势如破竹的气势， 一路高歌猛
进。 1 月份 ，TCL 单月 LCD 电视销量突破
205.04万台，这在中国彩电业尚属首次，强势打
响了蛇年第一炮。

据悉，2012年 TCL平板电视全球年销量达
1578.10万台，同比逆势大增 42.6%，成功跻身全
球彩电销量前三， 冲入全球彩电第一阵营。
2013年，TCL再一次赢得开年之战，无疑是率先
掌握了今年彩电市场的制高点，进一步巩固其全
球彩电第一阵营及中国彩电第一品牌的领导地
位，有望进一步拉大与对手的差距。

新春再传捷报

“北汽威旺 205的空间果真不是一般的大，
足够我多装七八箱货！ 等了近一个月真没让我
失望。 ” 作为北汽威旺 205的全国首批车主之
一， 做饮料批发生意的刘先生边将饮料箱装进
车中边向笔者介绍。 笔者随机走访了数名北汽
威旺 205 新晋车主， 发现与刘先生有相同感受
的车主不在少数。“大空间” 不仅为车主们做生
意锦上添花， 而且带家人出游共享天伦之乐也
能派上大用场。

在北汽威旺 205的宣传册上“空间王”字样
格外醒目，也是这款车型的最大卖点。 北汽威旺
205 长 、 宽 、 高达到 3895MM×1600MM×
1878MM，最大承载空间可达 3.94� M3，超越同级
别产品 0.53M3。 北汽威旺 205加长版的内部尺
寸也达到 4.13M3，超出同类竞品 0.28M3之多。

北汽威旺 205 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样突出。
比如动力系统， 这款车对燃烧系统和零部件进
行了优化设计，输出功率大，寿命长，油耗也更
经济实惠。 它还延续了北汽威旺 306的“鸟巢
式” 车身结构，采用一次成型高强度车身钣金
使汽车的安全性能大大提高。 （钥嘉）

北汽威旺 205 首批车主：

空间不是一般大！

核动力船舶立项 航母概念股受追捧

我国着手造核动力航母？
我国核动力船舶研制已获官方证

实。20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网站发布
消息称，国家科技部“核动力船舶关键技
术及安全研究”863项目和“小型核反应
堆发电技术及其示范应用” 科技支撑项
目已正式立项。业内人士猜测，这意味着
中国很可能正着手研究核动力航母或类
似的大型船只。

分析人士曾指出， 中国在航母战略
上先发展常规航母， 在技术成熟后向核
动力方向发展。 即中国首艘航母“辽宁
号”交付海军服役后，中国将着手建造核
动力航母。事实上，核动力船舶技术与核
动力航母密不可分。

据介绍， 核动力航母比常规航母拥
有航程上的优越性， 一般核动力航母三
十年内不用更换核燃料。 加之核动力航
母在动力设计上不需要占用太大空间，
节省了大量甲板空间， 可以停放更多舰
载机，相比普通航母有巨大优势。

此外， 核动力装置为船舶提供了几
乎无限制的航行能力，成为航母、战略导
弹潜艇等大型战舰的理想动力源。 有分
析称， 核动力船舶将令中国海军具备真
正的战略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

我国“很可能”会为其下一艘航母配备核动力装置。我国已经掌握了建造核动力航母的大部分关
键技术。不过，仍然需要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李杰大校

我国已经掌握了发展并建造核动力航母的技术和工业能力。我们已经有了核潜艇，这需要更先进
的技术与制造能力，所以发展核动力航母并不困难。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杜文龙大校

“其实核动力船舶在中国大陆并不是一个新鲜名词，中国大陆在很早以前就有核动力潜艇，那为什
么说核动力船舶最近才准备做？对号入座，其实是准备要做核动力航母了，因为核动力船舶只要用核动
力，它一定是高价值（的军舰），一般的船舶没必要用到核动力。” ———陈东龙（台湾《防务快门》总编辑)

受中国核动力船舶立项获官
方证实的影响，航母概念股爆发热
情。整个板块在22日早盘一度大涨
近3%， 午后有所回落， 最终报涨
1.12%。其中，中船股份、航天机电
涨停，包钢稀土、中国船舶、中航精
机等个股涨幅逾4%。

财富证券李朝宇认为，随着美
国将战略重心重返亚太，地区冲突
的预期将时刻存在，由此推升军工
股在年内都会有一定的脉冲性行
情，“而在军工领域，海军恰恰是我
国军事力量最薄弱的环节，军事发

展重心必将倾向于此，对船舶及航
母概念股会有持续的推动力。”

方正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预
测，若2015年上述航母完工，年均
市场容量将达到300亿元。产业链
中，船体建造、舰载机受益最大，投
资者可对相关个股多加关注。如船
体建造方面关注中船股份、中国船
舶、中原特钢、抚顺特钢、中国重工
等；动力方面有自仪股份、中国一
重、科新机电等；弹射系统涉及中
航精机；舰载直升机方面有哈飞股
份等。 ■记者 黄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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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概念股再次大涨 相关链接

美称中国至少造2艘核航母

核航母的主要武器装备是它装载的
各种舰载机，有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
侦察机、预警机、反潜机、电子战机。

武器装备核动力航母的研制包括五
大技术：即舰载机、母舰总体、核
动力装置、飞机起降装置、航空
管制与光电引导着舰控制系统。

技术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