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7日下午，海信在北京发布
了V IDAA2智能电视。与一年前
VIDAA因“简单”带给人们的震撼
和冲击力一样，此次，被重新定义
的VIDAA2电视，在原有基础上，进
一步强化了聚合(“聚好看”)、和社
交(“聚享家”)功能。海信集团董事
长周厚健预测，植入了这两款产品
的VIDAA2，将推动智能电视产业
由1 . 0时代向2 . 0时代迈进(前者在于

“上网和内容应用”，后者则在于更
高层级的“聚合和社交”)。

一年前，海信VIDAA电视以极
简的操控体验和设计，颠覆了传统
电视形态，为当时普遍“雷同”的电
视市场带来冲击。一年间，VIDAA

销量多达100余万台，接通率和活跃
率为行业最高。然而，海信并没有
就此止步，在周厚健看来，“聚合”
和“社交”给VIDAA带来巨大的创
新空间。

VIDAA2打造的2 . 0时代的电视
形态是怎样的？海信描绘了这样一
幅画面：电视会成为视频内容的集

大成者。除了传统直播电视，还将
有 网 络 视 频 的 大 聚 合 。这 正 是
VIDAA2中“聚好看”平台的构思初
衷。在国家统一播控监管下，“聚好
看”集成了爱奇艺、搜狐等11家国内
主流视频厂商的所有视频内容，一
键便能搜索到所有网站内容，上线
之初的视频总量有80多万部，相当
于单个视频网站的一倍以上。

这个时代的智能电视还有一
个使命，就是让家人更亲近，情感
交流更便捷。VIDAA2做到了这一

点，“聚享家”功能的推出，为家人
提供了“家庭私密社交”平台，打通
手机端与电视端点到点的通信交
互，用户可以随时上传自己的图
片、文字，父母打开电视便能看到
孩子的动态，还可以点“赞”。

除此之外，VIDAA2还配置了
“聚好玩”和“聚好用”功能。“聚好
玩”中汇集了超过4300款游戏引用，
其中有大量的“独家专享”私人定
制游戏。“聚好用”为行业内容最丰
富的应用商店，应用总量2 . 6万款，

目前月均下载量超过200万次。
周厚健表示，电视机正处于

“强化”和“取代”的交错期，强化的
是“地位”，取代的是“形态”。客厅
大战再喧闹，电视机作为家庭中心
的 地 位 不 会 改 变 。V I D A A 和
VIDAA2电视的推出，让海信成为
电视机行业以及跨界进来的互联
网企业中，用户体验属性最明显、
互联网迭代感最强的企业。对此，
周厚健说，自己有信心利用VIDAA

进一步甩开与对手的距离。

““聚聚合合””与与““社社交交””：：海海信信率率先先进进入入智智能能电电视视22 .. 00
VVIIDDAAAA22，，智智能能电电视视跨跨入入22 .. 00

山海天消防大队与卧龙山街道吹响安全集结号

走走村村入入户户排排查查民民俗俗旅旅游游场场所所隐隐患患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徐

艳 通讯员 邓利德) 近日，
卧龙山街道协同山海天消防大
队在市委党校举办了消防安全
培训班，为“五一”假期的到来
提前做好了准备。

“五一”假期将至，作为
滨海新兴城市的山海天旅游
度假区又将迎来新一轮旅游
高 峰 。为 营 造 一 个 稳 定 、安
全、和谐的旅游环境，进一步
夯实火灾防控基础，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作为主管单位的日
照市山海天消防大队和卧龙
山街道在不断探索和把握辖
区消防安全规律的基础上，坚
持关口前移，过程控制，紧贴
工作实际，克服畏难思想，抓
住当前民俗户季节性经商暂
不营业、村民在家率较高、用
于整改的空闲时间充足、广大
干部群众高度重视此期间消
防安全的有利时机，及时成立
由街道、消防、电力公司等部
门组成的四个联合检查组以
强化培训、进村入户、逐家安
检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

4月13日至15日，卧龙山街
道协同山海天消防大队在市委
党校举办了民俗旅游场所隐患
集中整治暨消防安全培训班，

来自十二个民俗旅游村的2500

余名业主分三批次全部参加了
培训，进一步提升了经营业主
的消防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
安全意识，有力地推动了全区
民俗旅游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整
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按照工作部署，自16日起，
联合检查组重点对涉及民俗旅
游的小宾馆、小酒店的消防车

通道、安全出口等是否畅通，消
防栓、灭火器等设施器材是否
配置齐全并保持完好，重点部
位消防安全标示、提示语等是
否张贴齐全并符合规范，业主
是否存在私自乱接乱拉电线、
占道经营、违规用火用气等情
况对照标准，进行严格仔细的
排查，工作人员进一步增强紧
迫感和责任感，明确重点、责任

分工和推进节点，确保执法力
度不放松、治理内容不偏废、整
治成效不减弱。

此次联合检查以政府主导
为推动力，以部门联合为主要
形式，充分发挥了街道、消防大
队、电力公司、村委等职能作
用，加强了各部门间的沟通协
调，形成了火灾隐患整治的强
大合力。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王清光 郑婧俨) 4

月15日，五莲县公安局通过周密侦
查破获一起盗窃案件，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盗窃者竞是受害人的姐
夫。

3月18日，五莲县许孟镇西玉
皇庙村的高某发现自己的存折被
盗，且被提取现金三万余元。五莲
公安经走访排查，确定崔某有重
大作案嫌疑。4月2日将崔某抓获。

现查明，犯罪嫌疑人崔某系
高某的姐夫，崔某曾用高某的存
折提过钱，知晓密码。2013年10月9

日，崔某趁高某不备，从高某的家
中将存折盗走，在其后的十天内，
先后从诸城市某支行、五莲县某
支行等处提现10次，提取现金30000

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已被

刑事拘留。

姐夫伸黑手
盗取三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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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天消防大队与卧龙山街道正在进行联合消防检查。

酒酒司司机机肇肇事事逃逃逸逸叫叫来来表表弟弟顶顶包包
民警调取监控录像锁定罪魁祸首

4月9日下午，岚山区内发生
一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酒后驾车
与另一轿车发生碰撞后驾车逃
逸，驾驶员为了逃避责任，企图
让表弟来替他承担应负的责任。

两车相撞

肇事司机急逃走

9日下午2时许，在岚山区
明珠路路段，韩某驾驶的黑色
桑塔纳轿车与杨某驾驶的吉普
车发生碰撞。接到报警后，交警
岚山大队值班民警姚守军、石
磊迅速赶往现场。

驾驶员杨某称，事故现场
东约300米处的那辆黑色桑塔
纳轿车就是肇事逃逸轿车。

民警通过现场勘查、询问

当事人、走访了解目击证人得
知，黑色桑塔纳轿车与吉普车
发生碰撞，发生事故后，韩某驾
车逃逸，结果没跑出多远又与
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

欲盖弥彰

酒司机找人为其“顶包”

事故现场，桑塔纳轿车车
身有明显的刮蹭痕迹，并在车
旁发现浑身酒气的韩某。杨某
称韩某就是逃逸车辆驾驶员，
但是韩某一口咬定逃逸车辆是
由其表弟驾驶的。

事故发生十五分钟后，韩某
的表弟来到事故现场称，自己就
是肇事逃逸车辆驾驶员，因当时
害怕选择了弃车逃逸。民警发现

韩某表弟神色慌张而又故作镇
静，遂对其进行询问，在询问中
发现韩某表弟对事故的发生地
点及周围环境、事故时间、车辆
走向等情况含糊不清，语无伦
次，与事故现场情况不符，民警
认定韩某表弟存在冒名顶替嫌
疑，但其拒不交代事实真相。

真相大白

酒驾逃逸难逃罪责

民警把事故双方相关人员
一起带回到事故科接受调查。
在询问过程中，韩某表弟仍一
口咬定是自己开的车，但对于
事故发生经过表述的和现场不
符，回答问题漏洞百出。

民警将两人分开进行了询

问调查，并调取了事故路段的
监控录像。在反复政策攻心和
围绕细节进行询问后，车主彻
底崩溃，交代了其驾车肇事的
事实。兄弟二人对哥哥韩某酒
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
其表弟冒名顶替的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此案正依照事故处理
程序进一步处理当中。

酒后驾驶，肇事后驾车逃
逸，偷梁换柱找人顶替，一错再
错。交警大队提醒广大驾驶人
士，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另外，交警部门也提醒，“顶包”
这种烫手山芋千万接不得。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找人“顶包”，
不仅严重干扰警方公正执法，
增加民警的办案难度，还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何超) 经细致摸排、

昼夜蹲守，与异地公安机关沟通协
作、合力攻坚。日照交警岚山大队
于4月10日成功抓获交通肇事网上
在逃人员高某某。

2013年10月7日16时，高某某无
证驾驶轿车沿省道341线由西向东
行驶至岚山区巨峰一中路段时，与
驾驶自行车的丁某相撞，致丁某受
重伤，车辆受损，造成道路交通事
故。发生事故后，高某某伪造证据，
拒不承认自己驾驶机动车肇事事
实。高某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后拒不
到案，事故科追逃民警多次到高某
某家中寻找未果，遂于2014年1月21

日对高某某办理了刑事拘留手续，
并上网追逃。

对高某某实施网上追逃之后，
大队成立专项追逃组，制定追逃措
施计划。4月10日21时40分，岚山大
队联合青岛即墨市公安局在即墨
市蓝村镇火车站电务招待所将涉
嫌交通肇事案的在逃人员高某某
抓获。目前，高某某已被押送至日
照市看守所。

交警昼夜蹲守

抓获网上逃犯

本报记者 徐艳 通讯员 何超 高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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