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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彩电企业或将被洗牌

三网融合加速几家欢乐几家愁
本报记者 吴清 北京报道

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
视网、 互联网三大网络业务范围趋
于相同。 经过 5 年的试点，一直不

温不火的三网融合终于要向全国

合， 推动广电网、 电信网的双向进

工作日程， 直到 5 年后的现在试点

推行了。
8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入， 推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和资源共享。

阶段才结束。不温不火、进展缓慢的
背后是广电、 电信运行商不同的利

不管如何， 作为三网融合的

二是电视平台功能不断拓展，可

《三网融合推广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 加快在全国全面推进三网融

三网融合概念早在 1998 年就
被提出，直到 2010 年才被政府提上

益诉求和激烈的暗战， 还有彩电终
端企业看似
“淡定”的无奈。

直接利益相关方， 广电系和电信
系的博弈依然会不断持续甚至升

以购物、通电话等，这无疑将激活
一部分互联网电视的需求； 三是

级， 而作为终端生产的彩电企业
又怎么看待这个即将到来的“三

三网融合将激活一部分机顶盒市
场， 传统彩电企业中很多比如长

网融合”？
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所有
的终端生产的彩电企业都将发

虹、创维等都有机顶盒业务，未来
有一定市场空间。
这得到了刘步尘的认同，随

生剧烈的变化。 因为，今后的终

着三网融合的全面推开， 特别是

端都将是网络终端，这就意味着
终端生产企业对用户的责任将

像三四线城市特别是农村的推
广， 无疑会激活一部分互联网电

发生变化，包括技术维护、软件
升级等，而智能互联网电视的市

视的需求。
不过市场激活的前提是，三

场蓝海也逐渐清晰，如果三网融
合真的实现， 可以预见的将来，
一台有互联网功能的电视机将

网在全国真正地实现融合，实
际上，三网融合各地试点已经 5
年多，但广电、电信之间业务依

成为家庭标配。
正因为有这样的期待，在

然壁垒重重， 推进效果也差强
人意。

2010 年三网融合试点刚开始的
时候， 曾引爆彩电企业的互联网

相较于 5 年 前 各 家 彩 电 企
业的密集表态，5 年后的今天，彩

电视的热潮：创维投放 50 万台酷
开 LED 电视， 迎接 三 网 融 合 ；
TCL 则牵手 CNTV、浙江华数等
牌照方，推出了 X9200 等智能互
联网 3D 电视新品； 康佳联合数
十家软件开发厂商达成了关于智
能电视软件开发的合作协议；而

电企业们已经更多了份淡定和
淡然。
创维集团彩电事业部执行副
总经理黎杰伟告诉记者， 创维为
迎接三网融合到来其实做了很多
准备工作， 去年还专门成立了创
维三网融合电视应用工程实验

海信则打出“海信高清 引领三网
融合”的广告语。
但记者发现， 这些新闻密集
出现在 2010 年前后，此后便普遍
陷入沉寂。“三网融合是可以激活

室， 打造面向三网融合电视技术
应用和研究方面的重要创新载
体。“但三网融合的推进不如预
期， 但我们本身紧跟国家政策和
市场变化， 积极拥抱三网融合的

一部分互联网电视需求， 但直接
的影响较有限， 关键是三网融合
困难重重、进展缓慢，漫长的等待
消耗了彩电企业们的热情”，知名

到来”，黎杰伟说。
记 者 随 后 采 访 了 TCL、 康
佳等传统彩电企业， 其均表示
了类似的想法， 安徽康佳电子

家电专家刘步尘表示。
梁振鹏认为， 三网融合对彩

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海对本报记
者表示， 其实三网融合已经提

电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三点： 一是
三网融合后，电视平台功能更全，

出很久了，彩电企业从技术上、
生产上都早已做好准备， 就看

彩电企业的产品研发空间更大，
方向和重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三网融合实际推进的程度和市
场激活的情况。

三网融合方案大推进
指三者业务的融合趋同。

注：一、中宣部、工信部、新闻出版

显示对三网融合网络监管的高度

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大网络通过
技术改造， 实现技术功能趋于一

所谓三网融合， 是指电信网、

“广电企业和电信运营商分别
都可以发展对方的业务了， 而这也

广电总局等多个部委成为推动三
网融合主要管理机构之一，而网信

重视，加上推动电信法相关传输保
障法立法工作，表明政府着力建立

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 网络互联

能催生丰富的增值业务类型和新的

办则首次成为成为管理机构之一；

一个职责清晰、管理高效的新型监

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语
音、 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

消费、经济增长点，三网融合研究专
家、融合网总编吴纯勇对《中国经营

二、明确提出推动电信法与广播电
视传输保障法的立法工作， 为广

管体系，以应对三网融合带来各种
挑战。“包括对争议颇多的 IPTV 业

通俗的说就是三网融合后， 看电
视、打电话、上互联网，一条线路搞

报》记者表示，这也是国家大力推动
三网融合的初衷， 在当前经济相对

电、电信业务双向进入提供法律保
障； 三、 此前争议很多的 IPTV 业

务也不讳言，说明政府这次对三网
融合方案准备充分，决心大”吴纯

定，也就是说，以后在电视上打电

低迷的背景下， 这种需求更为强烈

话、逛淘宝不再是梦。
当然，三网融合并不简单意味

和迫切。
相对于此前各地的试点版本，

务， 方案中用了近 400 字进行说
明，可谓浓墨重彩。
吴纯勇认为，多个部委加上网

勇说。
可以说， 本次国务院下发 《方
案》，实际上吹响了三网融合全面推

着三大网络的物理合一，更主要是

此次发布的《方案》有几点值得关

信办共同成为三网融合管理机构，

进的冲刺号角。

多方暗战“三网融合”
其实，我国对
“
三网融合”的规划

国内广东等地推行 0 元服务费的优

市场， 广电可能会积极主动地主导

如今数据业务接入超过 3 万线；家

“
十五
由来已久，早在 2001 年通过的
计划纲要”里，就首提
“
三网融合”，然

惠活动。
在这种强力的宣传推广下，广

这次的三网融合，发展互联网、电信
业务， 在新的业务渠道获得新的业

庭宽带业务方面，率先在全国有线
网率先推出了机顶盒自助开通宽

而一路下来的推进过程却非常艰辛，
方案出台比原计划推迟了近一年。
方案艰难推进的背后，是几家

电系统的有线电视运营商情况似乎
不太妙。“
每月 20 多元的有线电视
维护费是有线电视运营商的主要收

绩增长空间。
广电企业显然不会坐以待毙。
歌华有线公司正是广电有线电视

带上网服务，与北京电信合作推出
共有品牌“华翼宽带”并在全市范
围推广，目前家庭宽带用户超过 35

欢乐几家愁，以及广电、电信等部门
的博弈不断。
按照国外经验，三网融合的前

入之一； 而对于财大气粗的电信运
营商们来说， 在新开拓的领域里砸
钱打开市场事属必然”， 吴纯勇认

运营商中的代表企业，2010 年，歌
华有线被列入国内三网融合第一
批广电试点企业。 压力之下，2011

万户。
对于歌华有线转型的阶段性
成效，一位广电系统工作多年的工

提是基础设施融合，首先融合的是
内容。 目前广电、电信、互联网都是

为， 虽然每年只有 400 元左右的费
用，但对消费者仍然极具吸引力，未

年，歌华有线研究制定了“一网两
平台”战略，加快高清交互数字电

作人员认为，北京地区的有线电视
维护费每月 18 元左右， 而其他大

IP 网，技术构架相同，三网融合早
已不存在技术层面的障碍，真正的

来有一定比例的有线电视用户转向
IPTV 都在意料之中，而且比例可能

视推广， 积极拓展三网融合业务，
推进“公司由单一有线电视传输商

多数地方都在 25 元以上， 北京地
区有线电视运营商面临竞争压力

束缚正是来自广电、电信等各部门
的利益博弈。
融合电视业务和电信业务特点
的 IPTV 可能是最先受益者。 据一

还不低。
10 年前，广电企业主动积极推
进三网融合， 或将引领和催动相关
行业市场的发展，10 年后的今天，

向全业务综合服务提供商”的战略
转型。
据介绍，歌华有线开展的三网
融合业务，主要包括集团数据业务

更大，求新求变意识更强；同时北
京地区宽带等各种基础设施较好，
有利于开展相关业务。“国内除了
歌华有线， 还有深圳天威视讯、上

名中国电信工作人员介绍，电信已
经全国各省基本都搭建好 IPTV 平
台， 现在正在加大推广 IPTV 的力
度。 据记者了解，中国电信已经在

广电企业实质上成为拖后腿的那部
分， 广电企业的改革创新似乎也已
到了
“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
有业内人士指出： 为了挽回失去的

和家庭宽带业务。 其中，集团数据
业务方面，建成了互联网、数据传
送等服务平台，为各类用户提供三
网融合解决方案及综合信息服务，

海东方有线都是目前广电企业中
转型较好、过得较滋润的，情况也
与歌华有线类似，” 上述工作人员
表示。

彩电企业期待破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