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 视 资 讯 

TVRO 发烧园地  第九期／2004 年 
THE SKY OF TVRO FAN   (总第一零三期) 

1996 年 3 月创刊       2004 年 9 月 28 日    本期共八页

1. 200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行政许可法》以后，广电总局取消了 8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包

括：取消有线电视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单位资质认可。 

2. 2004 年 9 月 9 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全国有线数字付费频道集成运营平台（简

称 SiTV 平台）在上海宣告诞生。SMG 将与中国卫通合作，采用 87.5°E、C 波段、下行频率：3900、

极化：V、符码率：27500 及 4062，极化：V、符码率：27500，Irdeto 加密方式播出。将播出“动漫

秀场”等 11 套节目。 

3. PBI 及 Prime 在深公司请人：如有兴趣请与：gxsun@pesicn.com 或 hr@pesicn.com.联系。 

4.《数字电视接收设备国际标准汇编》一书对业界有帮助！联系电话：010--64313649--8001。 

5.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出品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用户终端接收机（透明）。电话：

0755-26520661。深圳市内特电子有限公司也同样。电话：0755-83747084。东莞市步步高视频电子

有限公司也同样。电话：0769-5418188。 

6. IP 电视，卫星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有线、无线、卫星电视。未来是怎么样？ 

7.《广播与电视技术》杂志 2004 年第 8 期中，刊登江澄的文章，文章说：经过多年来的研究、

准备，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2001 年上半年国家广电总局已完成了《中国广播电视卫

星直播系统可行性论证报告》。该《可行性论证报告》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在 2001 年，国家计委已

将 DBS 广播电视直播卫星系统列为“十五”重点实施的高科技工程项目之一。在国家的支持下，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从 2001 年 始了“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的研制。 

我国将于 2005～2006 年发射的“鑫诺—2 号”卫星（它采用“东方红四号”卫星公用平台），将

运行在国际电联为我国广播卫星规划的轨位上。“鑫诺—2 号”卫星传输电视信号的性能参数符合卫

星电视直播的要求。因此，待该卫星发射成功后，我国 DBS 直播卫星系统也便可实际投入运营。另

据新华社报道，预计 2006 年下半年，法国阿尔卡特宇航公司为我国制造的“中星 9号”卫星也将使

用中国“长征 3B”运载火箭发射，它将和我国自己制造的电视直播卫星一起构建我国第一代全新广

播电视卫星直播系统。以上两个直播卫星系统，都有抗干扰技术措施，以有效地确保广播电视节目

安全播出和运行。 

同期刊登单文俭的“有关发展我国卫星广播电视的一些思考”也不错。以及马长华的“高清晰

度电视工作回顾”也相当不错。 

8. 2004 全国广电局、电视台名录，已出版，150 元/本。电话：010--86091981。 

9. 人物：北京卫星制造厂（也叫 529 厂）厂长：王中阳。电话：010--62554377。 

10. 中视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是中央电

视台拥有版权的各类电视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网络传播交易的总代理。 

11.《中国有线电视》杂志 2004 年 17 期中，刊登“DVB 中 PSI 浅析”一文，不错，同期还刊登

有：LSI 方案机顶盒 USB 接口设计，也不错。 

12.香港万众推出流动 TV，手机看电视，有本港新闻、财经、交通、娱乐、流动教室、天气、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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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等。www.peoples.com.hk. 

13. 北京赛锦诺科技推出船载天线，火车专用自跟天线，汽车专用自跟卫星天线，联系电话：

010--68183635。 

14. 英国 Raven Manufacturing Ltd 网站：www.raven.co.uk，您去看一下，它们制造的天线！ 

15. 2004 年 10 月 18～19 日，Slovak cable television Congress，在 Bratislava 召 。

www.sakt.vus.sk。 

16.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咨讯大全英文版《China Broadcasting Directory》已出版。

www.Cnbroadcast.com。 

17.中央电视台 CCTV--E&F 频道（西法频道）正式于 2004 年 10 月 1 日 播。它是采用西班牙语

和法语交替播出。是继 CCTV-4、CCTV-9 后的第三个国际频道。 

18. 2004 年 9 月 21 日《亚星新闻速递》：亚洲卫星公司名列香港十大企业治理素质 佳公司榜

首。在刚刚公布的「香港上市公司企业管理水平」调查报告中，亚洲卫星公司与多间香港大型上市

公司如中移动、中电、汇丰控股、地铁及港交所等，获得香港企业治理素质十家表现 佳公司的美

誉。 

九月十一日，香港各大报章包括经济日报、太阳报、明报、成报、大公报及南华早报等，皆对

此项调查做出了详尽的报道。这项调查报告由香港董事学会及香港城市大学联手合作，对 168 家市

值较大的香港上市公司于 2002 年公 的资料做出调查及评核。报告指企业治理素质与企业市场价值

有正面关联。调查包括的 168 家公司，分别来自恒生指数，恒生香港综合指数，红筹指数及国企指

数的成分股，共占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 90%及占总成交量 70%。榜上有名的十家公司为：亚洲卫星公

司(1135)，东亚银行(023)，中移动(941)，中电(002)，大酒店(045)，港交所(388)，汇丰控股(005)，

林卖(915)，地铁(066)，伟易达(303)。 

调查评分标准是根据国际水平及港交所的 佳应用守则确定的，分别就五个范畴做出评核，包

括股东的权利、对小股东的公平待遇、利益关系团体在企业治理中的角色、公 与透明度及董事会

责任。香港董事学会主席许浩明表示，近两年上市公司的企业治理水平不断改善及提高，若以去年

及今年的资料作为评核基准，相信调查结果会更佳，并希望透过评核及研究，鼓励公司改善治理素

质。 

企业治理是近年来各大公司管理层日渐关注的课题。作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卫星服务提供商，

亚洲卫星公司深信，优良的企业治理能更好地发挥公司的资源，同时也可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并降

低资金成本。从经济角度来看，它可协助企业提高在市场的竞争力，加强用户的信心和稳定性。  

亚洲卫星有限公司是亚洲卫星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亚洲卫星控股有限公司是纽约证券

交易所（上市编号：SAT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编号: 1135）的上市公司, 两个主要股东分别

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CITIC）和总部位于卢森堡的世界 大的卫星营运组织——SES 环球卫星公司

（SES GLOBAL）。 

19. 2004 年 9 月 6 日香港有线宽频通讯有限公司 新闻稿：有线电视 · 亚太卫星 上星仪式。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六日）有线电视已 始把节目讯号传送上亚太 V 号卫星，令透过卫星传播，

把有线电视覆盖范围拓展至几近全港的筹备工作，迈进 后阶段。 

香港有线电视有限公司 ( 有线电视 ) 与亚太卫星控股有限公司 ( 亚太卫星 ) 今天（星期一）

在位于大埔的亚太卫星香港总部，举行上星仪式，标志这重要的里程。 

上星仪式由有线电视收费电视部执行董事卢峻先生及亚太卫星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崔新政先生主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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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嘉宾拉动启动杆后，亚太 V 号卫星随即 始接收有线电视的节目讯号。上星后，有线电视

与亚太卫星将于未来数周进行全面播放测试，为正式启播作好准备，并待政府审批有关文件后，预

期于九月下旬可正式推出服务。 

卢氏在仪式上表示：「当卫星传送服务推出后，现时未能以光纤或多点微波网络收看有线电视，

如居住离岛及偏远地区的观众，将可透过卫星传送享受有线电视服务。」 

他说：「这项卫星传送服务将提供逾二十条频道，包括有线电视旗舰频道 ─ 新闻、电影与体育，

以及深受观众欢迎的外国新闻、纪实及娱乐频道。」 

「我们推出这项服务，是为满足现时有线电视网络以外用户的要求，履行令网络覆盖范围增至

百分之一百的服务承诺。」卢氏续说。 

该项服务是采用全新的亚太 V 号卫星。该高功率卫星设有 先进的 C 及 Ku 频段转发器，频

道范围广泛覆盖亚太地区。 

亚太卫星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崔新政表示：「我们很高兴与具领导地位的通讯机构有线电视合作，

透过亚太 V 号卫星传送其节目。我们将提供 优质的卫星传播服务，协力令有线电视的业务发展，

百尺干头更进一步。」 

他说：「我们深信，有线电视采用先进的亚太 V 号卫星将可进一步增加其收视及渗透率。我们

期望今次合作能加强双方长远的合作夥伴关系。」 

除了两位主礼嘉宾外，本地名艺人任达华先生亦拨冗出席上星仪式。任先生热爱体育节目，但

居住地区却在目前有线网络覆盖范围之外。有见及此，有线电视特在上星仪式后把一套卫星讯号解

码器送赠予任先生，让他即时 始在家中也可欣赏有线电视 

20. 2004 年 9 月 14 日香港有线宽频通讯有限公司新闻稿：2004 年 9 月 14 日香港有线电视获行

政会议批准正式推出卫星传送服务。（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四日）行政会议今天（星期二）正式批

准有线电视透过人造卫星传送服务。获行政会议的批准，有线电视随即正式推出卫星传送服务，将

有线电视覆盖范围拓展至几近全港。 

有线电视发言人表示，当卫星传送服务推出后，现时未能以光纤或多点微波网络收看有线电视，

如居住离岛及偏远地区的观众，将可透过卫星传送享受有线电视服务。 

这项卫星传送服务将提供逾二十条频道，包括有线电视旗舰频道 ─ 新闻、电影与体育，以及

深受观众欢迎的外国新闻、纪实及娱乐频道。 

有线电视推出这项服务，是为满足现时有线电视网络以外用户的要求，履行令网络覆盖范围增

至百分之一百的服务目标。 

该项服务采用先进的 Nagravision 加密系统，透过全新的亚太 V 号卫星运作。该高功率卫星设

有 先进的 Ku 频段转发器，频道范围广泛覆盖亚太地区。  

21. 2004 年 9 月 27 日香港有线宽频通讯有限公司新闻稿：全球唯一有线英超台启播超过 1000

小时「英超联」赛会行政总裁亲临致贺。（香港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有线英超台：全球唯一全

播映「英格兰超级联赛」（英超联）的独立频道，自今年八月十四日启播至今，已连续不断放送超过

1,000 小时节目及赛事。有线电视昨（廿七日）午特举行庆祝会，邀得「英格兰超级联赛」赛会行政

总裁 Richard Scudamore 远道来港致贺，并接受该台录影访问。 

昨午举行的庆祝会，由「英格兰超级联赛」赛会行政总裁 Richard Scudamore 及有线电视主席、

总裁兼行政总裁吴天海主礼，两位嘉宾在仪式中共同切 巨型「子母蟠桃」包，象徵有线英超台节

目内容丰富，以及祝愿「英超联」继续成为有线电视的长寿节目。 

有线电视主席、总裁兼行政总裁吴天海对有线英超台成功连续播放跨越一千小时表示欣喜：有

线电视自九六年起独家播映「英超联」起，此全球 受欢迎的联赛一直深得本地球迷支持，为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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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平台的重点节目之一。 

他续称：「过去八年，『英超』直播场次及相关节目逐步递增；今年『英超联』播映权重归有线

电视，为配合新一季度赛事播放激增至 370 场，特破天荒设立一个 24 小时播映的专有频道，此播映

安排全球唯有线所独有，可进一步增加此联赛的收视及渗透率，亦有助本台加强与『英格兰超级联

赛』赛会长远的合作关系。」 

Richard Scudamore 表示有线电视加强播放「英格兰超级联赛」的赛事，令「英超联」增加其曝

光量及深受香港观众的欢迎，足见有线电视与「英格兰超级联赛」赛会的合作非常成功。 

他续称：「我们很高兴与香港有线电视成为合作夥伴；香港观众一向热爱足球赛事，『英超联』

在港必定再掀起一股热潮。」 

有线电视新闻及体育副总裁赵应春称：「英超台」自八月十四日启播以来，全台投入制作，除每

周总动员十四位评述员负责赛事评述、及主持相关赛前赛后节目外，亦自制以本地球迷囗味为依归

的节目，如「英超乐与怒」及「曼联必杀技」等，资讯与娱乐兼备，全日 24 小时全「英超联」节目，

相信可满足一众拥护者。 

昨日的庆祝会中，在有线电视体育、国际事务及推广总监胡容卿带领下，主持陈欣欣及一众有

线足球评述员李德能、马启仁、潘源良、张志德、方柏翘、锺国雄及崔锦棠等齐分享评述「英超联」

感受。 

22. 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2004 年 9 月 20 日，广

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各省、直辖市广

播影视集团（总台），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中央电视台发出《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走

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经过总局及有

关各方的积极推动和努力，我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

积极实施“走出去工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台未经总局批准，擅自

将其卫视频道在海外落地，或将部分节目在境外频道中播出，有的甚至与具有台湾当局和“法轮功”

背景的境外媒体合作，严重违反了总局有关规定，给“走出去工程”的整体实施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对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管理，积极推动我广播影视节目的海外落地工作，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全国广电系统要严格执行总局 2002 年 2 月 10 日发布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

规定》（广电总局第 12 号令），在总局统筹规划、统一管理和指导下实施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

未经总局批准，不得到国外租、买广播电视频道（频率）、时段和设立广播电台、电视台。 

（2）各广播影视局（厅）、集团（总台）今后应及时将广播电视节目及电影出口交易、交换等

海外营销和广播影视外宣工作的情况，及时报总局“走出去工程”办公室，以便总局掌握动态情况，

统筹协调。 

（3）请各广播影视局（厅）尽快将所属电台、电视台的广播影视节目海外落地的情况（包括完

整频道、部分节目落地，栏目、节目外销等内容）汇总，一并将各局（厅）有关联系人及其联系方

式，于 2004 年 10 月 30 日前报总局“走出去”工程办公室。 

23. 越南将透过 Measat 2 (148. °E)卫星 KU 波段，采用 Viaccess 2 加密系统 办本国的

卫星直播电视。预计将有 16 套节目，6 套为本国国内节目，10 套为国外节目。10 月 15 日 始测试，

11 月 1 日正式 播。销售方式为：机卡捆绑销售，并且机卡不可互换（类似 Nagravision ）。（以上

信息由越南阿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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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线（HKC Sat）138°E 平台简介 
一、香港有线电视： 
收费电视由香港有线电视有限公司(http://www.i-cablecomm.com)全资经营，于一九九三年获

政府发出收费电视服务牌照，并于同年十月三十一日启播， 创香港多频道收费电视服务的先河。

目前，更为香港五大传媒之一。 

香港有线电视现每年制作超逾一万小时节目，较本港其他电视台的总制作量为多。过去数年，

除成功将新闻、电影及体育节目发展为极具代表性的旗舰频道外，更不断增添不同类型的本地及国

际节目，为观众提供更多样化的节目选择。 

2004 年 9 月 6 日有线电视已 始把节目讯号传送上亚太 V 号（138°E）卫星，令透过卫星传播，

把有线电视覆盖范围拓展至几近全港的筹备工作，迈进新的发展阶段。 
二、系统统参数及节目： 
12598  V  43000  3/4                  12720  V  43000  3/4 
有线新闻一台                             旅游探险频道 

有线新闻二台                              有线足球台 

有线儿童台                                有线体育台 

有线电影二台                                英超联 

有线娱乐台                                  球彩台 

有线娱乐新闻台                              赔率台 

卡通频道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 

有线 18 台/赛马台                             BBC 

AXN 动作影视娱乐频道                   CNBC 亚太财经频道 

有线电影三台 

国家地理频道 

探索频道 

东风卫视 

 

节目简介 

 

 

全球首个 24 小时粤语新闻频道，提供本地及国际新闻报导及时事专题

节目 

 

全日每 30 分钟不停报导本地及国际新闻 

 

播放动画卡通及特制的儿童节目，教育与娱乐并重 

 

搜罗中、港、台、日、韩人气精选剧集及重新包装搞笑游戏节目，更

有音乐、歌手艺人专辑，诚邀名嘴主持清谈节目，及介绍各地饮食及

烹饪文化，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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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条 24 小时中文娱乐新闻频道。提供中、港、台、日、韩、欧

美等地 新 快 真的娱乐消息。年轻主播加上明星主持，带你领略

娱乐新闻新文化 

 

提供 新财经讯息，包括股票指数及报价，以及提供第一手赛马资讯 

 
播放高质素的国际电影 

 
24 小时动感电影频道，播放特级动作猛片、恐怖片、惊栗片及艳情片 

 

网罗顶级赛事的纯足球频道，当中包括西班牙足球联赛、2004 欧洲国

家杯外围赛、英格兰足总杯、欧洲足协杯、德国足球联赛及日本职业

足球联赛等 

 

综合体育节目频道，网罗本地及世界顶级赛事，包括意大利甲组联赛、

网球、高尔夫球、田径及游泳大赛等等 

 
独家播放英格兰超级联赛 

 

提供足球博彩资讯及分析 

 

网罗各场足球赔率的频道 

 

         

                 

                

 
( 以上节目简介以实际节目播出为准,本图仅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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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05 年征订单 

主管单位：河北省广播电视局 
主办单位：河北省广播电视科学技术研究所 
协办单位：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中国电子学会广播电视技术分会 
          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 
          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原《卫视传媒》）是一本服务于广播电

视领域的专业科技类期刊。以满足行业内人士及用户对产业资讯的需

求为宗旨。为广电业界提供专业服务及实践支持。《卫星电视与宽带多

媒体》围绕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主题，是一本涵盖产业政策、市场经

营，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分析，产业设计制造及品牌推广、渠道建设

的全方位广电专业媒体；是面向全国各地广电厅局、电视制作单位、

网络运营商、生产销售企业、科技院校、有线卫星集团公司以及终端用户的信息发布平台。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原《卫视传媒》）每半月一期，每期 80 页，大 16 ，每月 5 日和

20 日出版发行。每期 10 元，全年 24 期，共计 240 元（随刊赠送每单月 20 日出版的《符码率手册》）。 
订阅方式：（征订时间：2004 年 9 月 1 日起） 

A：全国各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80-368 （刊号：CN13-1351/TN），全年 24 期，共 240 元。 
B：直接汇款到本刊发行部订阅：全年 24 期，共 240 元。（可半年起订，半年 12 期，共 120 元）。

（随刊赠送每单月 20 日出版的《符码率手册》）。订阅热线:010-62218183 汇款地址：北京 2781
信箱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发行部收(100044)。 
C：单独订阅《符码率》手册：发行部接受单独订阅《符码率》手册服务。每期 10 元， 每单月

20 日出版，全年 6 期，共 60 元。（订阅全年优惠价 50 元） 

本  园  地  邮  购  信  息 
1、HLSD-100 寻星仪：980 元（邮局包裹）。 

2、DiSEqC 1.2 Ku 极轴座：680 元。我们的专业极轴座网址：http://motors.go.nease.net

3、“国际 Tele Satellite International 杂志”双月刊（英文）：30 元/本。（含邮局印刷

品邮费，邮寄时间约 10～15 天）。 

4、“国际 Tele Satellite International 杂志” 09～10/2004（中文）：30 元/本（含邮

局印刷品邮费，邮寄时间约 10～15 天）。 

5、阿罗视线：第一集杜拜行记 VCD、第二集法兰西巡礼 VCD、第三集西贡曼谷卫视行

VCD、第四集科隆、伦敦卫星展照片纪实、第五集日本有线电视展照片纪实（每集邮费 5 元）

《发烧园地》联 系 人：罗 世 刚 
通讯地址：深圳市建设路 001-390 信箱（518001） 

电    话：0755-82173350、82175354 

传    真：0755-82173350 

E - mail：szluosg@public.szptt.net.cn 或 07552173350@china.com 
我们的网址：www.aluo-sat.com，www.075582173350.com测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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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inkwan.com
世 界 网 络

新软邮件闸道器 NUS-AS3000

马上找回因员工上网聊天

而流失的 50%人力资源

www.linkwan.com
世 界 网 络

 

www.nusoft.com.tw
新 软 系 统 佳拍档 

 

 

我就是不要「垃圾」和「病毒」！
附加功能： 

◎防火墙（SPI Firewall） 

◎高可用性（High Availability） 

◎内容管制（Content Blocking） 

◎频宽管理（QoS） 

◎负载平衡（Multi-Homing） 

◎IPSec/PPTP VPN 

◎3A Server 

◎用户认证（Authentication） 

◎权限管理（Authorization） 

◎统计报告（Accounting） 

邮件过滤（Anti-Spam） 

◎定时学习机制回顾系统 

◎垃圾邮件详细报告 

◎垃圾邮件多样的处置方式 

◎白名单与黑名单的制定 

◎使用者自订邮件规则 

 

病毒过滤（Anti-Virus） 

◎定时自动更新病毒码 

◎中毒邮件详细报告 

◎中毒邮件多样的处置方式 

 

即时通讯软体管制（IM Blocking） 

◎Skype VoIP 

◎MSN 

◎Yahoo Messenger 

◎ICQ 

◎QQ 

新 软 系 统
地址：台北县中和市中正路 880 号 3 楼之 1 
电话：886-2-8226-6789        传真：886-2-8226-6488 
网址：www.nusoft.com.tw      电邮：sales@nusof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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