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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奎涛

机顶盒90%为山寨？乐视维权遇阻

“国内对盒子的发展没有理好思

路，有实力的厂商不敢冒进，山寨的

又做的太低端，拿不上台面。监管只

是一个方面，牌照不好拿，内容上又

紧缺。”机顶盒（OTT）厂商美如画高
管罗功宁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说，乐视和小米有望给行业

带来转机。

3 月 26 日，乐视盒子与小米盒
子同一天开放预约直接争夺用户。

分析认为，乐视网等互联网企业的

介入，可能给盒子厂商尤其是山寨

盒子正规化提供出路。

90%为山寨厂商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淘宝网搜

索“机顶盒”，可供选择的生产厂商

在 80 家以上，而且有好几个名称，
类似“硬盘播放器”、“网络播放器”

等等。

“淘宝上 90%的都是山寨厂商
的，广东尤其是深圳等地的居多，现

在是正规厂商反而成了少数派。”住

在深圳的互联网电视产业观察家王

志明（化名）在接受采访时说，山寨

盒子是国内的特例，国外不存在山

寨盒子的说法。

根据原广电总局 2011 年下发的
“181号文”，不管是智能电视还是机
顶盒，接入互联网必须与集成播控

牌照商进行内容版权合作，将具有

电视版权的视频资源注入集成播控

平台。不符合“181号文”、没有内置
官方许可的播控平台的机顶盒厂

商，即称为山寨厂商。

记者随意致电淘宝一家机顶盒

品牌厂商，对方相关负责人士一再

强调拥有 10 年的生产历史，但是对
播控平台一直三缄其口。记者发现，

在其官方网站没有相关与牌照方合

作的信息，产品介绍中也没有出现

牌照方的字样。

根据调查，市面上部分机顶盒

在其生产的部分机型中内置独立的

影视传播平台，主要形式表现为：生

产商自行设立并运营的自有影视平

台、与未获得版权人许可涉嫌违法

经营的“聚合平台”商合作、未经许

可违反业界规则盗链视频网站内容

等形式。

“即使是正规厂商的盒子，在网

上各种刷机包泛滥的背景下，也往

往变成了升级版的山寨盒子了，有

些刷机包不排除是厂商自己推出

的。”王志明说，由于山寨盒子给电

信运营商带来的流量很大，运营商

实际上持默许的态度。

海外市场占八成

“相对于乐视、百视通等竞争

者，其实这些价格极低的山寨产品

才是侵蚀市场的更主要因素。”对于

山寨盒子的不良影响，盒子厂商精

伦电子董秘张万宏曾说。

根据《中国企业报》记者统计，

正规厂商的盒子一般在 500 元左
右，乐视盒子负责人梁军也表示乐

视盒子硬件价格为 499 元，与市场
多数盒子价格持平。而大量山寨盒

子的价格多在 100 到 300 元，甚至
100元以下的产品也不在少数。

罗功宁透露，盒子的价格主要

是由解决方案和用料决定的，有的

盒子只是个连接互联网的转换器，

相对便宜一些，不过做到 100 元还
是比较困难，200 元就基本没有什么
问题了。乐视盒子是双核的，就算卖

到 300 元，肯定是亏本的，不过它主
要靠内容赚钱。

不过，罗功宁不赞同山寨盒子

侵蚀正规厂商市场的说法，“山寨厂

商冲击倒不明显，因为市场容量在

那里，远不只是一个厂商就能做的，

这是一个未开发的市场。电视的周

期长，而盒子的周期短，一般两三年

不升级就不行了。”

“深圳这边的厂商主要是做国

外，因为国内市场比较混乱，加上深

圳很鼓励外销。我们每年参加十几

甚至二十几个展会，主要是定制，基

本上 3/4 的市场在国外。国外市场
大，主要在北美、欧洲和南美。而且

没有监管的问题。”罗功宁补充说。

上述山寨盒子人士也告诉记

者，该公司的产品 80%的主要销往
国外，20%的国内市场主要是为了维
护和回馈老用户，为某一天杀回国

内市场做下基础。

结盟内容商

王志明告诉记者，山寨盒子虽

然内容丰富，缺点也很明显，毕竟视

频网站不受生产厂家控制，各类客

户端没有将应用体验电视化，具体

表现就是不清晰、不稳定。而且一旦

被内容版权方起诉，随时可以面临

被下架的风险。

3 月 15 日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当天，乐视网就发起一场旨在打

击“山寨盒子”的盒端维权行动向国

内近 100 家“盒子”厂商发送公函，
要求其对盗播的影视剧下架。不过，

目前还没有看到效果显现出来。

而在刚刚结束的互联网电视行

业展会上，有多家 OTT 盒子参展，
“一方面表明他们在山寨市场上都

挣了点钱，另外或许反映出他们希

望找牌照方或运营商、视频网站等

合作走上规范和品牌化路线。”而去

年这次展会还特意发布了禁止 OTT
盒子参展的通告。

不知是不是巧合，随后就有匿名

微博爆料，某排名前三的互联网视

频商又要跳进做 OTT 盒子的这个大
坑了，年底上市，业务模式模仿乐

视；“另外，深圳各位二线三线山寨

盒子商们可以摩拳擦掌了，这可是

招安的好机会，也许过了这村就没

这店了。”

“乐视盒子这些新的进入者很有

特点，多是内容供应商，还提出了靠

内容收费的模式。因为机顶盒无法

形成规模市场，PC 端的广告模式在
机顶盒领域行不通。但是，国内用户

没有养成付费的习惯，这条路走不

走得通也很难说。”罗功宁评论说。

包括山寨盒子在内的多家厂商

坦言，不会考虑内容收费的模式，因

为他们一直是制造企业，内容收费

这种互联网的玩法玩不了，不排除

与视频网站合作软硬结合共同发展

的方式。

效力相当于湿纸巾
好视力被指虚假宣传

“夺冠要看好视力！”这是 2008年好视力眼贴赞助中国国
家射击队时的宣传口号。时隔四年，时至今日，好视力背负着

虚假宣传的恶名，却远比赞誉多得多。近日，中国打假第一

人———王海向媒体揭出视力眼贴涉嫌虚假宣传这一黑幕。随

之，海南、广州等地纷纷停售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再度陷

入虚假宣传的泥潭。

好视力眼贴的产品分为青少年型、基本型以及老年型。其

中，老年型的功效标注：“适用于中老年白内障、老花眼、黄斑

变性、眼底病变、翼状胬肉等。”一张薄薄的眼贴是否有此效

果？记者以患者身份咨询德胜门中医院、武警总医院以及北京

嘉悦眼科的医生，均被告知“眼贴并没有治疗眼病的效果，建

议眼病患者切勿随意用药”。

3月 27日，《中国企业报》记者辗转联系到王海本人。“之
前，一些消费者通过热线电话和微博的方式找到我，向我反映

好视力眼贴虚假宣传的行为。随之，我们展开调查，发现事实

的确如此。”王海就好视力眼贴的成分、疗效等方面提出质疑。

王海还告诉记者，好视力眼贴的成分与市面上普通湿纸

巾的成分并无差异，均是由无纺布和植物提取液组成。“将一

般的湿纸巾贴在眼睛上，也会有清凉的感觉。这种湿纸巾的成

本也就是两三块钱。”但是，记者登录好视力眼贴的官方网站

时看到，即使通过会员身份购买好视力眼贴的优惠产品，其均

价也要达到每盒上百元。然而，在淘宝网上，一些好视力眼贴

的相似产品价格却与之相差悬殊。其中名为“同仁堂好视力眼

贴”的产品，每盒的售价在 5元到 10元之间不等。据客服人员
介绍，此产品与好视力眼贴的效果并无差异。

记者在走访北京市海淀区各大药房时发现，一些药房并无

好视力眼贴销售。紫竹院南路一家药店的售货员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好视力眼贴销路并不好，他们已经很久不卖好视力

眼贴了。当记者追问其功效时，售货员并未作出明确回答。

据了解，自 2006年以来，“好视力眼贴”曾先后被云南、广
西、浙江、福建等地的工商、药监部门查处。2012年 8月，好视
力眼贴因违法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违法情节

严重，涉嫌严重欺骗，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重警

告。要求其将相关产品停售，并责令停业整顿。但事实上，市面

上好视力眼贴仍有销售，并且在其官方网站的打折促销活动

依然“有声有色”。

“北京市内共有四家好视力眼贴专卖店，好视力眼贴没有

停售。”北京好视力眼贴销售部陈先生表示，虚假宣传系个别

经销商行为，好视力眼贴在中国之声、音乐之声均有正规广告

投放。“对于违规传销的经销商，我们也在调查。我们的产品做

了 12年，绝对不会有问题。”陈先生说。
王海认为，好视力眼贴方面的回应实属“推卸责任”。“好

视力虚假宣传的行为不仅仅存在海南地区，也非个别经销商

的行为。”王海表示。

本报记者 范思绮

蒙牛液态奶销量
继续领跑

日前，由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举办的“第十七

届全国市场销量领先品牌信息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据液态奶同类产品调查报告显示，蒙牛乳业

再次问鼎同类产品销量冠军，并一举斩获 2012年消费者
最信赖品牌。

液态奶销量继续领跑

报告指出，2012年，我国乳品行业生产稳中有升，增
速主要来自液态奶生产的带动。目前，在我国乳品市场

中，液态奶占全部乳品市场份额的 50%—60%。
从销量上看，全国液态奶主要品牌销量份额蒙牛再

居榜首，所占份额高出第二名 4.46个百分点。据悉，蒙牛
液态奶已连续多年获得同类产品市场销量第一。

蒙牛点滴蜕变收获消费者信赖

除了液态奶销量继续领先外，发布会上，蒙牛还收获

了“2012年消费者最信赖品牌”。这也是对蒙牛 2012年点
滴努力和点滴蜕变举措的认可。

随着政府部门和消费者对乳品安全要求的不断提

高，我国乳业发展正在从注重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蒙牛

紧随行业转型，2012年在品质提升上做了很多工作，不但
重新梳理了质量管理体系，还重点强化了规模化奶源建

设及管理。数据显示，蒙牛来自规模化、集约化的牧场奶

源比例已经达到了 93豫，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作为 2012年液态奶销量冠军，蒙牛的区域市场销售

情况相当平均，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五大区域均居

于榜首，这再次从侧面证明了消费者对蒙牛的普遍认可。

有业内人士称，蒙牛这些年在其他产品类型上的发

展潜力同样不容小视。像是蒂兰圣雪、绿色心情、冰垣产
品，在冰淇淋市场稳步发展，而蒙牛在其奶粉业务层面

上，继与丹麦 Arla Foods合作后，优势也在逐步凸显。
在蒙牛“只为点滴幸福”的新主张下，2012 年的蒙牛

带着点滴蜕变、点滴努力呈现在公众面前，不论是工厂开

放日，还是各地的路演活动，蒙牛正向每个人敞开，也正

因这种坦诚，蒙牛也收获着消费者的点滴信赖！

程志敏，现任中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副总经理兼忻州

市人民医院工程项目经理，一级建

造师，高级工程师，“山西省工程建

设质量管理先进工作者”，“优秀共

产党员”，“程志敏青年突击队”，中铁

建设集团“先进生产工作者”，所负

责项目多次获得“五好党支部”和

“安全文明工地”的称号。

2009年 8月，程志敏担任太原
恒大名都的项目经理。为了打造精

品工程，他在项目部成立伊始就提

出“要以北京项目的管理标准来管

理项目”，高标准，严要求，使项目一

开始就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项目成

立初期，为了配合建设单位开盘节

点要求，综合楼施工任务大、工期紧

等要求以及现场水电不通、施工人

员不足和雨季施工等不利因素的影

响，他提出“关键时刻，困难时刻，领

导必须亲力亲为统领大局”，要求仅

有的几名管理人员轮流值班，同时

自己多次冒着大雨在工地组织施

工，并多次半夜去其他项目调周转

料具和施工作业人员，在他的带领

下，项目部员工积极性空前高涨，项

目管理人员团结一心，使得又快又

好地完成了施工任务，确保了甲方

节点要求，同时也使名都项目部成

为了山西分公司的样板项目部，同

时连续获得“太原市安全文明工

地”，并获得太原市“结构样板工程”。

山西分公司忻州市人民医院项

目部成立于 2011年 5月 27日，进场
初期，他率先从转变员工观念入手，

及时向大家宣贯规范化、程序化、精

细化、标准化的管理理念，用分工协

作、分层管理、区域实施、狠抓班子

建设和队伍建设，更新思维方式，改

善精神状态，务实工作作风，围绕提

高班子的科学决策能力，应对复杂

局面能力，确保规范施工能力和解

决工程技术难题能力，突出班子建

设，做到了一个领导就是一个标杆，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

就是一座堡垒，在班子内部营造起

“相互协调，模范带头”的良好氛围。

作为项目领导人，他时刻坚持

以理论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业务

知识、管理知识，“在工作中学习，在

学习中工作”的良好风气。

每个地区之间都有它独特的人

才使用模式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作

为山西分公司唯一的公建项目，项

目工期紧，工程质量高，程志敏深知

不能完全按照北京项目的管理模式

和大型住宅项目的施工思路来管理

项目，需要将集团公司成熟的管理经

营模式本土化，才能够发挥其最大的

价值。面对“确保汾水杯，争创鲁班

奖”的质量目标，他带领项目部人员

从项目前期策划入手，分析工程施工

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制定了高标准，

严要求的管理思路，严格执行 PDCA
质量管理的手段，并积极与甲方、周

边村民沟通，保证了工程各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使忻州项目部从成立伊始

就成为了山西分公司的标杆项目，各

项指标均名列分公司前茅。正因为前

期策划得当，过程中严格执行，使忻

州市人民医院工程质量管理工作在

忻州市遥遥领先，多次得到山西省住

建厅、忻州市各级领导的表扬和认

可，使忻州市人民医院工程成为了

忻州市的观摩工地，多次迎接了兄

弟单位的观摩，并多次得到忻州市

安监站、质监站的表扬，2011 年、
2012年忻州市人民医院均获得“忻
州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标兵单位”、“忻州市绿色安全文明工

地”，由于质量管理工作成绩突出，

2012年末，程志敏同志被山西省建
筑业协会评为“山西省工程建设质量

管理先进工作者”。 （苏民）

———记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副总经理兼忻州市人民医院工程项目经理程志敏

严于律己，不断超越，打造精品工程

山寨盒子给电信运营商带来的流量很大，运营商实际上持默许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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