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中国电子商会发布的一份报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电视市场销量不足
2000万台，今年将迎来近30年来电视市
场的首次负增长。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
快速发展，个人智能终端迅速普及，如今
越来越多的用户倾向于选择通过互联网
观看视频内容，随之而来的是电视开机率
和活跃度的下降。电视的命运真如外界
所传的那样已步入“穷途末路”？还是亟
待洗牌激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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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上网两不误

刚刚落幕的世界杯赛事，引发了全
世界的关注，也将众多的观众重新带回
到电视机的面前，从渠道、终端以及厂
商处反馈的数字看，这期间电视销售数
字均有所增长。

近日，全球研究咨询公司TNS的
一项研究显示，全世界的成人仍然深为
电视所吸引，全球有四分之三的互联网
用户仍然每天看电视，只不过人们观看
电视的习惯发生了变化，以前看电视就

只是看电视而已，如今将近一半的电视
观众在晚上边看电视边上网。

对内容饥渴的观众们的消费习惯
正在迅速改变。虽然人们仍然喜欢电
视，但仅有电视机已不再满足用户对内
容的胃口，这推动了网络媒体的发展和

“多屏同用”现象的增长。用户观看电
视节目的途径日渐丰富，全球被访者中
有四分之一的人现在每天在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手机上观看网
络视频。在中国大陆和新加坡这一数
字均达到33％。在香港，更多的人晚餐

后选择在线观看电视和视频，而不是在
传统的电视机上观看，仅有14％的人
打开电视机观看节目。

智能电视快速渗透

不过，尽管网上内容消费激增，传
统电视机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全球75％、中国66％的
被访者，每天都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
数字机顶盒、回放电视和点播服务的兴
起让部分消费者仍然依赖电视。

面对消费者的新习惯，仅仅只有观
看视频功能的传统电视产品自然是要逐
渐被淘汰的，而传统电视与互联网相结
合的产品才会真正扭转此前电视在家庭
被冷遇的局面。日前，市场研究机构奥
维咨询与志精科技联合发布的“2014中
国智能大屏行业媒介数据报告（电视
篇）”表明，近几年中国的智能电视渗透
率、激活率、用户活跃度等均保持了高歌
猛进的增长态势，截至2014年3月底，
智能电视渗透率已达到56%。随着电视
厂商对运营模式的不断探索，未来智能

电视的渗透比重仍将不断提升，预计到
2014年年底将超过70%。

该报告显示，2013年底的用户激
活率为 77%，活跃率为 50%；预计至
2015年激活率和活跃率将分别达到
95%和85%。智能电视作为视听新媒
体，符合新技术、新科技的潮流趋势，是
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它所搭载的操
作系统便于更新升级，确保为用户带来
良好的用户体验，未来智能电视将很有
潜力成为客厅主角，扮演智能家居控制
中心的角色。

近日，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
部与中国家电网联合发布的《2013至
2014年中国电冰箱市场研究报告》显
示，2013年中国冰箱行业实现平稳增
长，2014年开局平淡，冰箱市场消费高
端化趋势明显增强，健康冰箱受到热捧。

业界决战高端市场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副
主任蔡莹表示，冰箱行业在2013年面
临多重利好因素，包括节能补贴政策翘
尾、三四级城市整体销售规模提升、节

能健康因素带动一二级城市产品升级
换代消费等。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王雷
认为，目前产品已进入更新换代的高峰
期，市场消费升级需求拉动产品结构向
高端化升级;另一方面，以80后为主的
新兴消费群体对冰箱品牌与品质有着
更高的要求，成为支撑高端产品进一步
扩容的推动力。

在这样的趋势下，决胜高端市场成
为业界的共识，国产与外资品牌加速在
高端冰箱市场上跑马圈地。除此之外，
智能冰箱也是内外资品牌重点争夺话

语权的细分领域。进入2014年，国产
品牌竞相推出智能冰箱，外资企业也把
智能产品和技术输入中国市场。

电商渠道成为亮点

2014年，电商渠道成为细分渠道
里增长最快的分支。奥维咨询数据显
示，2014年1至4月电商渠道冰箱销售
额为3.6亿元，同比增长62.8%。从产
品价格区间看，1999元以下产品市场
份额超过七成，线上销售以中低端为主
的产品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外资品牌仍是以中高端
产品为主。随着消费者对电商的信任
程度提高、企业增加中高端产品在线上
渠道的投放，内外资品牌在线下的战火
也将转移到线上市场。

健康成冰箱新潮流

有专家指出，健康、品质、舒适已成
为冰箱消费主要诉求。在冰箱健康功
能的实现路径上，企业想了很多办法，
包括快速无损检测食品新鲜度技术、真
空绝热技术、复合除菌技术、臭氧除菌

保鲜技术、光合生鲜技术以及加湿保湿
技术等。此外，冰箱存储空间的充分利
用、新材料和新工艺的介入、如何更好
满足80后、90后生活习惯等都会成为
行业在2014年的热点。

国美电器副总裁宋林林对健康冰箱
的市场发展前景表示了肯定：“从国美卖
场数据监测来看，50%以上的消费者在购
买冰箱时考虑保鲜、抗菌、除菌、等功能，
80%的消费者愿意为这类健康功能多支
付近300元。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发
现，消费者对健康冰箱的需求越来越明
显，健康冰箱将成为市场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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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踪追

“亚洲消费电子展”
首次登陆中国

被视为全球消费电子风向标的CES主办方
美国消费电子协会日前宣布，其主办的亚洲消费
电子展将首次登陆中国，于明年5月在上海全新
亮相。

美国消费电子协会总裁盖瑞·夏培罗称，中
国是促进全球科技行业发展的关键动力，为消费
电子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加速了创
新产品的推陈出新，亚洲消费电子展将为全球企
业在中国拓展业务提供机会和平台。

据介绍，首届亚洲消费电子展将通过8500平
方米的净展览面积，为领先技术型企业和新兴创
新型企业搭建完整的消费科技生态系统。在此次
展会及其会议论坛上，将全面展示3D打印、机器
人产品、传感设备及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和产品。

iPhone 6/iOS 8
正式版9月中旬发布

据悉，美国媒体9to5mac日前从苹果内部获
得的最新消息称，苹果已经确定9月的第二周或
第三周举行发布会，同时消息还强调，对于新
iPhone的发布，苹果也很焦急，而如果iPhone 6
的量产情况不出大的意外，发布时间不会改动。

此外，报道中还指出，iPhone 6 4.7寸版肯
定会在今年9月的发布会上亮相，至于5.5寸还有
待观察，苹果没做出最后的决定，其根本原因还
是5.5寸在量产中的一些问题。

消息还指出iOS 8 Beta 4会在8月4日发
布，而Beta 5 会在 8月末或 9月初发布，至于
iOS 8的最终版，会在iPhone 6发布当天推送。

冰箱新潮流：“我健康所以我高端”

电视格局靠再洗牌“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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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5595978777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3976599920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高效率 低利率

金海小贷
给您“贷”来财富！

电 话 ： 18689730888 13005008357
省金融办批准的专业贷款公司

衍宏小额贷款
60826000 15595632361

海口市万国大都会B座13楼

衍宏担保
费用低 放款快

万国大都会66688001 13976807830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907582222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解燃眉之急 济一时之需

汇海——打造现代典当新形象
竭诚快速为企业及个人办理房地
产、汽车、股票、财产权利等各类典
当业务。爱车随您走，资金拿到手！
地址：海口市海甸岛世纪大道12
号。电话：68529088 15008003300

儒丰投资速贷
短期周转 小额贷款18389682963

项目合作或整体转让
位于琼海相邻风景区，紧邻高尔夫
球场，内有温泉，150亩酒店；150
亩 住 宅 ；手 续 齐 全 ，拒 中 介 。
13086091595

全海南旧货回收
拆迁大工程18697966668

市中心低价转让3.5亩土地
18976565044

地恒大集团
8万元/套起，海南70年幸福小生活
6地9盘布局海南 只做地产批发价
0898-66735422/13876429325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符史丹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
亚市河东区外贸路联建住宅楼（海
悦公寓）B单元201房的《土地房
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证号
为：三土房（2011）字第00229号，
房屋建筑面积为118.46平方米，分
摊占用土地面积分别为31.12平方
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步审
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
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
我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
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
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关于征询土地权属异议的公告
根据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常
务会议（第五期）2014年4月24日
议定，拟对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牙
叉镇一宗土地进行处置，该宗地目
前为白沙县糖烟酒公司使用，面积
为2168.3平方米，东至去莫妈村公

更正声明
本报2014年7月24日B04版刊登
的海南鼎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内
容中标的名称“柏斯？观海台”更
正为“柏斯·观海台”。

遗失声明
林昌龙不慎将型号为乘龙牌
LZ3120GAK中型自卸货车的车
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一本遗失，号
码:8460075481,特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昌龙

遗失声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不慎
遗失海南嘉地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的购房收据共计 18 张，票号：
7040325、 7040372、 7040370、
7040371、 7040369、 7040368、
7040820、02295015、02295014、
02295011、02295012、02295013、
02294934、02294935、02294936、
02294937、02294938、0229513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麦京燕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陵国用英字第0407号，声明作
废。

路，西至水沟；南至居民住宅；北至
白沙陨石峰茶叶有限公司。如对
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自登报之日
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
出，逾期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
关手续。特此公告

2014年7月23日

公告
一、项目名称：黄金海景大酒店玻
璃幕墙维修工程。二、工程概况：
幕墙玻璃及铝合金固定玻璃维修
面积约为560m2。三、资质要求：
具备玻璃幕墙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或以上资质。四、报名及文件
发送：请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有关
证照原件和复印件（加盖公章）及
单位介绍信和身份证、法人授权委
托书于2014年7月25日至29日
到黄金海景大酒店 509房报名。
联 系 人 ：王 先 生 电 话 ：
68519988-33003；13005078609

黄金海景大酒店

注销公告
三亚白鹤潭电站有限责任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
45天内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天天鲜果蔬超市拟向儋州市
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见报45天内到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佰诚贸易有限公司拟向海口
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琼海晋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向
琼海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日起45天内前来办理
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文昌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富
力月亮湾）不慎遗失收据5本，具
体 如 下:1、6036041- 6036060；
2、 6036021- 6036040； 3、
6036001-6036020；4、6029741-
6029760； 5、 6035581-
6035600；另遗失客户收据红连3
张，姓名及编号为：石国兰、陈嘉实
6035561、高华俊 6035562、徐束
萍6032681。现声明作废。
▲ 云 美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2198408204323）于 2002
年4月25日在秀英区东山镇卫生
院出生男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
编号：14551，声明作废。
▲ 王 绥 兰（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7198804182324）于 2008
年 11月 04日在海口市第四人民
医院出生男婴一名，其出生证遗
失，编号：I460028390，声明作废。
▲王志美遗失海南省会计上岗位，
编号：46010000003679，特此声
明。
▲海南海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海口市地税局发票领购簿，纳税
人识别号：460100774287076，特
此声明。
▲海南有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编号：
562402044，声明作废。
▲韦世杰遗失税务登记证，编号：
460103198211230313，声 明 作
废。
▲韦世杰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编号：460106600269345，声
明作废。
▲刘天才遗失海南省建设专业技
术资格注册证书，编号：琼建职初
20070117，特此声明。

▲曾玮怡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编
号：46000000072239，特此声明。
▲孟秀琳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33198705064805，特 此 声
明。
▲李丽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书，编
号：411329198412210323，特此
声明。
▲海南吉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60100671078247，声明作废。
▲湛江市建筑工程集团公司海南
分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号码为:J6410001615901，机构信
用 代 码 证 ，代 码 号 为 ：
G1446010600161590U 声 明 作
废。
▲海南省农垦总局信息中心不慎
将事证第146000000494 号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正本原件丟失。特
此声明作废。
▲海口创跃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遗失三份发票的（第一联和第三
联），发票号：01330151（金额1O
元）、发票号：01330152（金额
45699元）、发票号:01330154（金
额24000元），特此声明。
▲枭宇李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2-
1一本，特此声明。
▲乐东茂盛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人民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1711201，声明作废。
▲乐东茂盛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家家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
▲兹有海口宝麒珠宝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启恒建业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一
本，注册号：460100000403490，
声明作废。
▲海口天名商贸有限公司第三营
业部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460100557376566号，现声明
作废。
▲张冰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号 码 ：
410402196912181026，特 此 声
明。
▲张冰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证 号 ：
410402196912181026，声 明 作
废。
▲母亲黄海梅于2011年8月24日
在三亚市人民医院出生一名女婴，
其出生证不慎遗失，出生证编号：
L460074738，声明作废。
▲刘文平、刘慧珍夫妇于2008年6
月16日在乐东县三平卫生院出生
一名女孩，其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I460081228不慎遗失，现声明
作废。
▲钟恒泰不慎遗失船舶产权证,船
号 为: 琼 儋 州 00803, 编 号 为 ：
00774,声明作废。
▲王彩君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为:46002719960715664X，特 此
声明。
▲海南海韵神通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
注册号:460000000082450，现声
明作废。
▲保亭保城杨丽花副食店不慎遗
失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注册号：
SP4690351150004460，声 明 作
废。
▲韩民不慎遗失位于保亭县新政
镇农贸市场海榆中线248公里+
400米两侧南－北第六间的保房
权证，证号为：保房权证保房字第
0402号，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响水信用社不慎遗失《房
屋他项权证》，证号为：保亭保房他
字第1719号，声明作废。
▲海南昌江添阳矿业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江支
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
J6410019208801，声明作废。
▲东方城东艺晴灯饰店遗失公司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昌江添阳矿业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
号 ：469031000011562，声 明 作
废。
▲海南昌江添阳矿业有限公司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各一本，代码09928854-
1，声明作废。
▲海南昌江添阳矿业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琼国
税登字:460031099288541号，声
明作废。
▲李林海不慎遗失海南省行政执
法证，证号：HN-TC1106476（B)，
现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不慎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空白发票 1 套，票号为：
0298424260，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新州镇攀步村民委员会
遗失《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一本，
核准号：J6410007455402，特此
声明作废。
▲林昌龙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90030020102002571，流水号：
460000072571，现声明作废。
▲林昌龙遗失车牌为琼C28636车
的营运证一本，证号：琼儋州
469003007950，现声明作废。
▲儋州新屯置业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副本号2-2）一本，注
册号：469003000030458，现声明
作废。
▲李三侬、洪有飞遗失于2007年
10月5日在海南省儋州市中医医
院出生的女婴（李彩星）的出生证
明一本，证号：H460056707，现声
明作废。
▲东方城东艺晴灯饰店遗失工商
营业执照正、副各一本，注册号：
469007600125688声明作废。
▲东方城东艺晴灯饰店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各一本，证号：L71283397，声明作
废。
▲杨雪松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清水
湾A09-2C-SCA2-2705单位的
客户联收据，收据编号为:雅恒
0020157，现声明作废。
▲陈芬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
格 证 书 ， 证 号 ；
00200907460000002046，特此声
明作废。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关于润丰公寓项目地块用地性质调整的公示

本项目位于嘉积城区光华路南侧，在《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分割为三块，分别是S2-4-09二类居住用地、S2-
4-13医院用地和市政道路用地。为满足琼海市公寓楼建设的需求。
拟将本项目中的医院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S2-4-05、S2-4-06、
S2-4-07、S2-4-08、S2-4-09、S2-4-11、S2-4-12七个地块皆为已
出让的二类居住地块，拟将七个地块合并为一个地块。为了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4年7月25日至8月23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网（网址 http://www.qionghai.

gov.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建设局大楼一楼
展厅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2671973141@qq.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
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
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海南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琼珠海岸生态度假村暨全国政协
（海南）会议培训中心”项目位于秀英区滨海大道北侧，规划用地面积
49953.0m2，规划用地性质为旅游度假用地,规划指标与批建的南区项
目统一核定为容积率≤0.5，建筑密度≤15%，绿地率≥60%，建筑限高≤
10层。该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现已完成并申报，依据市图审中心《太阳能

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核表》(琼B太阳能核字[2014]026号)，该项目
设计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可补偿建筑面积176.12m2。为广泛征求相关
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
个工作日（2014年7月25日至8月7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
（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
二行政办公区 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
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余小兵。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7月25日

琼珠海岸生态度假村暨全国政协（海南）会议培训
中心北区项目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