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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显示面板制造产能大国，根据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的数据，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液
晶面板无论是营收还是出货面积均已位居全球第一。

明年我国显示面板产能有望位居第一 需警惕无序竞争

本报记者 李佳师

需求的变化，必将带来创新方式的变化。

一站式的集成创新成为趋势。星星科技

董事长王先玉表示，明年5G将商用，5G手机

的趋势是大屏、曲面、无线充电，无线充电和

5G网络都要求背板不能使用金属，因为金属

会影响传输，这就意味着正面、背面都使用玻

璃将成为5G手机的主流。双曲面玻璃如何成

型？看起来原理简单，但实现起来很不容易。

如果结构件、玻璃再分别从不同的企业选，其

结果是质量难以控制。最好的方式是塑胶、玻

璃、金属等在一个工厂里进行集成，实现金

属、塑胶、玻璃一体化。除了手机、笔记本等提

供一体化集成方案，星星科技目前也在与奥

迪、奔驰等汽车企业合作，并为吉利等汽车企

业打造触控显示一体化方案。

延伸产业链服务成为新的选择。京东方

集团总裁刘晓东透露，公司正在向智慧端口

和专业服务的物联网公司转型，针对京东方

的主流市场，包括手机、平板、笔记本、显示

器、TV，他们将采取持续提升市场地位的策

略。与此同时，发展光电、传感、分子天线、指

纹识别、微流控等技术；除此之外，他们还提

供更多的产业链延伸的服务，比如最近推出

了数字艺术交易平台，与中国美术馆等达成

合作，让用户在家里通过手机就能欣赏到在

博物馆才能看到的艺术作品。

跨界融合带来新的变数。维信诺执行副总

裁严若媛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触摸屏是把显

示屏和键盘融合在了一起，屏下指纹的识别是

把屏下指纹芯片和显示屏融合在了一起。有些

企业提出全屏发声的新想法，让声音元器件融

合在显示屏里，显示屏直接发声。下一步还会

有如屏幕与摄像头融合等更大胆的想法。”

作为一家拥有 350 年发展历史的企业，

德国默克现在也希望跨界，在谈到未来显示

技术以及如何创造更大价值时，默克光电材

料（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隆透露，他们

现在希望和建筑业合作，把建筑外窗玻璃变

成面板，降低能耗，满足智能建筑的要求。

要做前瞻性布局。事实上要想取得更大

的突破，一定要在基础学科领域做更多的布

局。严若媛表示，要想实现技术引领全球，需

要布局前瞻技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以 OLED 以及 LCD 显示为例，这些技术

的量产周期非常长，技术研究阶段需要 8

年，中试研究阶段需要 3~5 年，量产开发还

需要 1~2 年。要想在未来实现引领，需要下

定决心，还要敢于坐冷板凳，不仅要关注工

程问题、产业化问题，还要关注基础学科，这

样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此外，在研发方面要

打造漏斗式的研发体系，即从多种技术到寻

找行业爆点到最后形成生产技术。

建立开放平台，实现上下游协同创新。韩

国显示行业之所以发展得好，不仅仅是有三

星、LG 这样的骨干企业，还因为有一批围绕

着三星、LG，为他们提供上游原材料的创新

企业，这些企业的协同合作才有了韩国在平

板显示行业的繁荣。显示面板企业作为中间

厂商应该开放研发平台，吸引上游原材料企

业与下游企业进行联合研发。

中国上下游企业应该联手唱好大合唱。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白为民表

示，近几年是彩电行业发展的关键黄金期，

3~5 年的时间对我们的发展至关重要，未来

显示技术将不断发展，我们上下游企业必须

联合起来，精诚合作，其中包括材料、面板、整

机、节目、软件企业等等。

刘晓东同时呼吁，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

大的显示面板生产基地，改写了全球产业格局

和竞争态势。但是无序发展极易造成恶性竞

争，破坏显示产业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因此，

建议行业要理性投资，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发布

相关的行业信息和数据，建立信息的预警机

制，防止投资过热和决策失误等问题的发生。

中国一直希望加速面板显示产业由大

变强，现在有了变局的机遇，因为新风来了。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巨大的变

化，华为手机总裁何刚认为，我们需要新的

人机交互方式，互联网时代的交互方式是

鼠标+键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交互方式是

屏幕+触摸，万物互联 IoT 时代，人机交互

的方式是自然语音交互、自然手势交互、脑

电波交互以及沉浸式VR、AR交互等。

IoT需要更智慧的端口，这给显示产业

变局带来更多的可能。“因为万物互联，无

处不在以及更智能的需求，对端口提出了

更多的挑战，过去的端口只是信息显示，万

物互联的端口实现的是人机交互，需要更

加智慧的端口，显示产品作为端口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京

东方集团总裁刘晓东说。IoT 时代意味着

端口无处不在，据统计，2017年全球端口数

量为 200 亿，2025 年全球的端口是为 700

亿，平均每分钟新增的端口数量为 5000

个。这样的需求变化和巨大的市场，给显

示产业变局提供动力和可能性。

5G 商用也是未来显示变局的一大机

遇。天马微电子集团副总裁彭旭辉表示，

5G 意味着网络传输的速率和质量都得到

很大改善，使得各种IoT终端的移动性成为

可能，移动对显示的折叠性、柔性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而在汽车领域，智能驾驶的高

速发展也对显示的高清化、轻薄化、异形化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显示屏幕未来越来越超乎想象。维信

诺执行副总裁严若媛认为，未来我们将进

入“泛在屏”的时代，屏幕会从单纯的信息

输出窗口，变为实现万物互联以及重新定

义人与物、物与物关系的关键，不仅仅是服

务生活，更是在改变生活方式，其发展会向

“熟悉”—“惊喜”—“超乎想象”的方向不断

演进。

未来的显示将不仅是我们今天所看到

的样子，还将有更多的变化。去年维信诺

举办了未来显示创意设计大赛，有很多创

意超乎想象，比如卷轴式笔记本电脑、车载

透明抬头显示等。无处不在的显示，未来

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而且显示将集成

多种交互功能，甚至包括显示屏直接发声。

中国是显示面板制造大国，如何从大

国变成强国，从跟跑、并跑甚至未来有机会

领跑，现在是变局的关键时刻。在 4 月 10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主

办，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中国电子器材

公司、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协办的

“2018 中国显示国际产业大会”上，透露出

种种变局的信息。

记者了解到，过去的一年，中国有多

条面板线投产或开工建设，特别是10.5/11

代面板线以及多条 6 代 AMOLED 生产线

开工建设，让中国距离显示面板第一大产

区的地位越来越近。2018年，我国也将有

多条OLED面板线投产或扩产。预计，未

来3~5年，OLED的投入规模可以达到300

亿至 500亿美元。京东方、华星光电、维

信诺、天马等厂商的柔性屏、全面屏、异

形屏等产品已纷纷问世，国产高端屏幕进

展迅速。我国面板产能有望在2019年成为

全球第一。

在显示面板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

中国的上游材料，包括液晶材料、掩膜

版、基板玻璃、靶材、偏光片等，同样

在加快建设步伐，不断取得突破，出货

量持续增长。而在终端市场，随着市场

竞争的加剧、多方技术的进步，产品创

新也层出不穷，包括量子点背光、4K/8K

等技术的电视，全面屏、AI 等技术的手

机，以及结合 VR/AR 技术的可穿戴设

备，纷纷涌现。

中国的显示产业呈现飞跃发展的态

势，但仍然存在三大症结：一是产业链配

套能力薄弱。比如 TFT-LCD 面板所用的

曝光机，AMOLED 面板生产所用的蒸镀

设备、曝光设备等几乎依赖进口，目前中

国大陆已经建成或在建的10.5代线玻璃基

板配套全部依赖国外厂商。关键材料和核

心设备已成为制约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

的瓶颈。二是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尽管我

国大陆面板出货面积全球占比不断提升，

但产品附加值仍然较低。三是存在盲目投

资的潜在风险。

显示产能大国
中国是显示面板制造大国，如何从大国变

成强国，现在是变局的关键时刻。

迎来变局机遇
中国一直希望加速面板显示产业由大变

强，现在有了变局的机遇，因为新风来了。

变局的方式

一站式的集成创新成为趋势；延伸产业链服务成为新的选择；跨
界融合带来新的变数；建立开放平台实现上下游协同创新。

（上接第1版） 为使车辆在各种道

路交通状况和使用场景下都能够安

全、可靠、高效地运行，自动驾驶

功能需要进行大量的测试、验证，

经历复杂的演进过程。智能网联汽

车在正式推向市场之前，必须在真

实交通环境中进行充分的测试，全

面验证自动驾驶功能，实现与道

路、设施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协

调，这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研发和

应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政府

部门也将通过道路测试积累的数据

和经验，深入了解分析自动驾驶条

件下汽车产品测试、生产、注册及

使用等各个环节可能面临的新问

题、新挑战，根据技术进步和发展

需要及时完善管理方式和要求。

其次，美、欧、日等已相继出

台道路测试管理规范，我国如不抓

紧制定将会制约智能网联汽车发

展。美国联邦政府相继发布《自动

驾驶汽车政策指南》《自动驾驶系

统 2.0：安全愿景》 等政策文件，

众 议 院 也 已 通 过 《自 动 驾 驶 法

案》；美国的十几个州已开放公共

道路测试，其中加州今年开始允许

开展车上无驾驶员的测试。德国修

改现行道路交通法规，允许高度或

全自动驾驶系统代替人类自主驾

驶，并已在高速公路上专门开辟测

试路段。日本发布《自动驾驶系统

公共道路验证试验方针》，在高速

公路、一般公路上进行大规模测

试。联合国也于2016年3月正式修

订 《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允许

自动驾驶技术应用到交通运输中，

并抓紧制定自动驾驶技术相关的技

术法规。

另外，地方政府部门已开展大

量工作，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奠定了基础。上海、重庆、北京-

河北、浙江、吉林长春、湖北武

汉、江苏无锡等地已建设智能网联

汽车测试示范区，积极推动半封

闭、开放道路的测试验证。北京市

已于 2017 年 12 月发布 《北京市自

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及相关文件，确定 33

条、共计 105 公里开放测试道路，

已发放首批试验用临时号牌。上海

市2018年3月发布《上海市智能网

联 汽 车 道 路 测 试 管 理 办 法 （试

行）》，划定第一阶段5.6公里开放

测试道路，并发放第一批测试号

牌。重庆、保定也相继发布了相应

的道路测试实施细则。这些细则和

规定都为制定《管理规范》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辛国斌介绍了《管理规范》主要

内容，包括适用范围，测试主体、测

试驾驶人和测试车辆的基本要求，

测试申请及审核程序，测试管理的

基本要求，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

最后辛国斌对如何做好《管理

规范》的实施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是把握道路测试安全底线。安全

是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第一要义，

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最直接效益所

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首先要解决

的就是交通安全问题，我国智能网

联汽车的发展愿景之一也是提高车

辆安全水平、大幅降低交通事故和

伤亡人数。实施《管理规范》、开展

道路测试，要以安全为基本前提和

底线，确保测试车辆产品和测试过

程安全，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防

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二是落实各项支持配套措施。

为有效实施 《管理规范》，加快推

进道路测试工作，要抓紧研究制定

自动驾驶功能测试评价规范，建立

科学合理的自动驾驶功能评价和管

理体系；加快制定紧急制动、车道

保持、事件记录、信息安全等重要

标准，提供测试验证的技术支撑；

加强对测试数据和信息的收集分

析，研究建立反映我国道路交通特

征和驾驶习惯的场景库，支撑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验证和技术研发。

三是协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网联化技术是车辆与外部进行信息

共享与控制协同的重要手段，在实

现自动驾驶特别是高级别自动驾驶

路径规划、协同控制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支撑作用，也是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的重要内容。应加快部

署5G等新一代通信网络，推进道路

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建设，满足网联

功能测试需要，促进车路协同发展。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印发

本报讯 4 月 12 日，TCL 集团

发布 2017 年业绩快报和 2018 年第

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司2017年实现

营收 1116 亿元，同比增长 4.79%；实

现净利润 35.34亿元，其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5亿元，同

比增长 66.32%。2018 年第一季度，

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8亿元~7.8亿元，同比增

长52%~74%。

2017 年，华星光电净利润同比

大幅增长。t1与 t2产线累计投入玻

璃基板338.7万片，同比增长19.9%；

t3 产线已开发了多款全面屏产品。

今年第一季度，华星光电产能提升，

盈利维持较高水平。2017 年，受益

于华星光电液晶屏的垂直整合优

势，TCL 电视销售量价齐升。TCL

多媒体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净

利润同比大幅增长345.7%。全年销

售 LCD 电视 2377.4 万台，同比增长

15.9%。今年第一季度，TCL多媒体

彩电销量达到 637.4万台，同比增长

35.6%，实现近5年最大增幅。

另外，2017年TCL通讯产品销量

4387.6 万台，同比下降 36.2%。随着

TCL通讯股权出让、股权交割的完成，

未来TCL通讯业绩亏损对集团的拖累

将减小，第一季度通信业务已大幅减

亏，家电业务保持稳定。2017年TCL

的空调、洗衣机产品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26.9%、11.5%，第一季度家电业务销量

保持增长，业绩显著改善。（文 编）

2017年TCL集团实现净利润35.3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