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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12月26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
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在长沙举行了

“智 能 电 视 操 作 系 统 TVOS2.0 发 布 会 暨
TVOS2.0产业化规模应用启动仪式”， 表示将
强制推广普及这一我国自有知识产权、客观可
控的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这意味着，未来TVOS2.0成为广电总局官
方推行的智能电视操作系统，而目前消费者已
经在广泛应用的未安装TVOS系统互联网电视
盒子，则可能面临“封杀”。

TVOS2.0要一统“电视江湖”
“我要看湖南卫视。”在发布会现场，前往

采访的记者潘然对着电视遥控器轻声说，话音
刚落，他面前的一台电视立即自动调出了湖南
卫视频道；“我要买茶叶。” 潘然再次对着遥控
器说话，原本正在播放电视剧的电视里瞬间切
换成网络购物，不同品牌的茶叶产品图片一一

展示，任君选择。
“TVOS2.0操作系统已经实现智能人机交

互，使用者只需发出一声命令，就可以通过电
视频看直播、点播、网购，还可以视频聊天、网
游，总之，能在电脑和手机上进行的互联网操
作，今后都可以在电视上进行。”湖南省有线电
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涂立说，在智
能电视时代，三网融合是必然趋势。

融合，要依靠互联网电视盒子来实现。因此，
掌握互联网电视盒子的操作系统，就掌握了“电
视江湖”。目前，阿里巴巴的YunOS、安卓系统和
Linux系统占据了互联网电视盒子市场的绝大
部分，许多小品牌在这些操作系统上另外集成各
种第三方内容以及集合类应用，难于监管。

作为国内电视屏幕管控者，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2012年启动了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关
键技术研发工作。2013年12月24日，TVOS1.0
软件通过验收进入正式应用，但推广不尽如人
意。2015年初， 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联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团、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60多家单位， 采用产学研联合攻关机制，在
TVOS1.0、 华为OS和阿里巴巴YunOS的基础
上,打造出了我国自主创新、安全可靠的新一代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TVOS2.0。

因此， 除了传统的广电机构外， 华为、阿
里、中兴、乐视等互联网电视盒子“领头羊”也
都成为TVOS成员单位。TVOS2.0大有一统“电
视江湖”的势头。

“这类似于电脑安装Windows系统、手机
安装安卓系统，最终会趋于统一。”涂立说。

购买互联网电视盒子要慎重
今年10月，赶在TVOS2.0发布前，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四大部门联合发布了229号文， 宣布
严厉打击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违法犯罪活
动，屏蔽了违反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规定的
全部内容和第三方应用，并要求电视机和盒子

不能通过USB端口安装应用软件。
因此，近期许多家庭电视在开机后显示“您

的盒子处于影视暂停服务状态”， 且系统自动登
出停服升级公告，而新近面市的互联网电视盒子
则大多屏蔽了通过外部安装包安装应用的功能。

但记者上网查询发现，不合规的互联网电
视盒子依然在售，其中一款声称包含2000部影
片、16万小时电视剧、1200档综艺节目、2800小
时的纪录片，有网线接口和USB接口，销售记
录达到12万笔。

“现在，市场鱼龙混杂，消费者一旦购买了
违反229号文规定的电视盒子， 肯定不能使
用。”涂立说，目前来说，安装TVOS2.0系统的
电视盒子最安全可靠，可以确保消费者放心收
看智能电视。

据了解，对于我省有线电视用户来说，“家
+” 机顶盒就是以TVOS2.0操作系统为标准设
计的，不必更换，“其他互联网电视盒子只要硬
件配置高， 都可以自动升级为TVOS2.0系统，
升级后会从电视屏幕上提示观众。”

湖南日报12月26日
讯 （记者 奉永成）25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 邀请省政府副
秘书长、 省安监局局长
邓立佳， 省安监局副局
长罗德龙， 解读省政府
办公厅近日出台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
监管执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是针对
我省当前安全生产监管
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 第一次就加强安全
生产监管执法工作进行
系统性的顶层设计。邓
立佳介绍， 长期以来安
全生产监管部门， 在安
全生产监管中普遍存在
“重行政许可， 轻监管执
法”、“重行政命令， 轻法
律手段”、“重思想教育，
轻行政处罚”的现象，《实
施意见》 将通过加强安
全生产监管执法， 推动
安全生产步入法治化、
规范化、长效化轨道。

《实施意见》在“明确
监管执法责任、 全面推
行计划执法、 加大监管
执法力度、 规范监管执
法行为、加强监管执法监
督、增强监管执法合力、
加强监管执法保障”等7
个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并明确各负
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 建立对
企业和下级部门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双随机”监
管执法制度； 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
信用记录制度，对列入信用“黑名单”
的企业及有关人员，在资质许可、职业
准入、投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
使用、进出口、出入境等方面依法予以
限制或禁止。

据了解，从2016年起，我省将在
网上公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6年底前将建成全省企业安全生
产违法信息库，2018年前实现全国联
网和公众查询。

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 （曾晓蓉
曹辉 蒋睿）12月24日， 湘潭市委副书
记、 市长胡伟林率队赴上海交通大学
进行访问交流， 并代表湘潭市与上海
交大签订智能制造战略合作协议 。
双方将在智能制造相关服务平台
建设、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
养、国际合作等方面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形成双方政、产、学、研、用紧
密合作的长效机制。

2014年12月， 国务院正式批准建
设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后，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提出建设“一区三
谷多园”的总体构想，其中包括湘潭“智
能制造谷”。湘潭市积极行动，围绕打造

“智造谷”，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目前，基
本完成了顶层设计，在全省率先成立了
市级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并积极寻求合
作伙伴，为智能制造构建“智库”。

上海交大在机械工程学科等方
面，科研实力雄厚。这次签订智能制造
战略合作协议前， 湘潭市与上海交大
已就“智造谷”建设进行多次沟通与交
流，达成合作意向。胡伟林表示，未来
湘潭将围绕“智造谷”建设，借助上海
交大等方面的支持，重点抓好“五个一
批”，即搭建一批平台、打造一批示范
企业、建设一批产业基地、设立一批基
金、 培养一批人才， 实现双方互利互
惠、共赢发展。

去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明文规定，各地有线运营商发布的互联网电视盒子等终端不得安装除TVOS外的其他操作系统。今年
10月，广电总局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229号文，屏蔽了81个非法违规软件应用。12月26日，TVOS2.0在长沙
正式发布，将启动产业化进程并推广普及，未来———

你家的电视盒子还能用吗

湘潭赴沪觅“智库”
与上海交大签订智能制造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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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野

12月25日上午， 全国
八省市2015年冬季高层次
人才巡回招聘会（长沙站）
在湖南大学就业指导中心
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天气冷
招聘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