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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凯盛科技发布公告，其

全资子公司凯盛信息显示材料（池州）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 300万片 3D玻璃盖板

生产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生产，现已符

合投产条件，于近日正式投产。

据 悉 ， 凯 盛 科 技 投 资 的 8.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分两期建

设，项 目 采 用 蚌 埠 院 自 主 研 发 的 电 子

玻璃核心技术建设，被列入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6 月 18 日，该生产线在安徽蚌

埠成功点火。8 月 26 日，该生产线引板

成功。

据此前据凯盛官方消息，这是中国首条

8.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是国内

首条高世代浮法 TFT-LCD 玻璃基板生产

线。该项目批量生产后，将推动我国液晶显

示面板产业关键原材料实现国产化，有利于

完善我国液晶面板产业配套、降低成本，另

外也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

球第三个掌握高世代 TFT-LCD 玻璃基板

生产技术的国家。 （文 编）

十年初心未改

DIC就是一场大聚会
本报记者 邱江勇

九月底十月初，北京秋意渐浓，每年此时也是梁新清最忙的时候。
“中国·北京国际显示产业高峰论坛”（以下简称DIC2019）一天天迫近，这是梁新清和小伙伴们为行业精心准备的年

度大餐，在全球显示业界颇受认可。“一转过年来，大家就会问今年什么时候开始啊。”身为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
分会（以下简称CODA）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梁新清不愿辜负这份期待，一坚持就是十年。

梁新清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没打算在DIC2019上刻意安排环节“庆生”。做事细致缜密的他，不想给外界造成
“中国显示行业才发展了10年”的错觉。即便如此，在全球显示市场转型升级与下行周期交织的当下，DIC2019还是被行
业赋予了特殊的期待。“2019年是关键一年，企业人事在变，市场在变，行业格局在变。”梁新清说。他希望全球业界能够
联手共度时艰，而DIC2019可以起到鼓舞行业士气的作用。

准确判断形势对产业很重要

每届DIC召开前，梁新清都会坐下来和

团队以及合作伙伴沟通，早早敲定一个反映

显示产业当年发展状况的主题。“今年可是

费了劲。”梁新清不禁吐槽。

梁新清告诉记者，全球显示行业2016年

开始露出下行苗头，2017 年一度略有反弹，

进入2019年下降曲线又明显变陡。

根据 CODA 的统计，过去 3 年间，全球

LCD 显示器件 （面板） 均价呈斜线下滑，

下跌幅度为 38.13%，AMOLED 显示器件

（面板） 的价格下滑了 31.5%。如今液晶行

业激烈的价格战已经燃烧至高利润的大尺

寸面板，今年上半年中国A股30家面板企业

总利润下滑15%。

面对低迷的行业，梁新清认为，DIC2019

的氛围应当是“鼓励和正向，不能过于悲

壮”。他对今年DIC的主题“凝心聚智，携

手前行”挺满意，作为中国显示行业唯一

的全国性行业组织，CODA 应当联手大家

共度时艰，继续带着行业发展。在他看

来，主题中无论是蕴含创新的“聚智”，还

是凝聚业界力量的“携手”，都体现出了主办

者的良苦用意。

“是产业发展触到天花板了，还是以前

冲的太猛，或是方向错了？”梁新清也在反

思。他强调，怎么判断当前的产业形势，对

中国显示行业非常重要，继 TFT-LCD 面板

出货量和出货金额 2017 年双双跃居世界第

一之后，中国显示器件（面板）的出货量于

2018年也拿下全球第一，营收规模位居全球

第二。与此同时，今年京东方合肥10.5代线

实现满产，华星光电深圳10.5代线开始量产

爬坡，加上7月投产的富士康广州10.5代线，

面板行业供需和价格下行压力持续增大。

时下有一种观点：中国企业的迅速扩张

造成了全球面板产能过剩。梁新清认为，下

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他更倾向于主要是

终端市场应用创新的匮乏遏制了面板需求：

“未来‘显示无处不在’，面板市场不会现在

就见顶，行业应当有信心。”

梁新清提醒行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

备：“市场调整会再持续两年。”这个判断与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不谋而合，后者也预

测，面板市场仍未触底。

解锁困局需要两端创新

与半导体产业经历过两次全球范围大

规模产业转移类似，显示产业也有相近的变

迁：一开始是美国、日本领跑，接着韩国后来

居上，现在全球显示产业正加速向中国大陆

转移。

在采访中，梁新清给记者展示了一张图

表，上面清晰注明了 2010 年到 2018 年间中

国大陆显示产业全球占比“碾压式”增长的

情况。据 CODA 统计，2019 年上半年中国

大陆面板出货占比达到 44.4%；IHS预测，中

国大陆在全球LCD市场占比将从2016年的

26%激增到2020年的54%。

“中国的面板规模已经是老大，下一步

往哪里走，有没有本事引领产业继续向

前？”不仅梁新清在问，这对整个行业也是

新课题。

梁新清表示，解锁当下显示市场的困

局，需要从技术和应用两端创新。“在技术创

新上，中国企业一时半会还处于追赶位置。

以 OLED 领域为例，LGD 把持着大尺寸，三

星在小尺寸上领先。中国企业在提高 LCD

画质等方面取得进步，比如叠屏电视和

BD Cell技术。”

华为今年推出的“智慧屏”让梁新清眼

前一亮，说这是期待中的重大应用创新，“打

开了非常广阔的应用场景”。他一直看好中

国企业在应用方面率先取得突破。

2019 年上半年我国国内彩电均价同比

下降 9.4%，销售数量 2200万台，同比下降

2.7%，零售额 640 亿元，同比下降 11.8%。

上述数据佐证了，在智能手机创新和集成

对电视形成全面挤压下，传统电视已不再

是家庭娱乐中心。梁新清指出，如果电视

在应用上没有革命性创新，面板市场就不

会有进一步发展。

“电视未来要和手机连在一起，整合各

种 APP，甚至调动所有家电，这需要空间想

象力和整合电视的能力。”梁新清分析认为，

“华为具备这个能力，有芯片和软件技术，也

可以整合整机。”

事实已经证明，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消费

者对新技术、新产品接受能力最强。这一点

让梁新清相信，“智慧屏”这类创新应用一开

始可能不完善，但是大力推动后能够帮助整

机和显示行业持续发展。

DIC十年初心不改

DIC 从 9 年前举办首届，到如今成长为

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高端论坛，见证了中国显

示产业由“一张白纸”到全球显示产业主要

动力的全过程。梁新清告诉记者：“我们十

年初心未改。”

“国际化”和“上游配套”是DIC最鲜

明的两个特点，参会者也很看重通过这个

平台借鉴全球显示产业智慧。今年，梁新

清不仅邀请了京东方、维信诺、三星、LG

等显示行业龙头，也有默克、康宁、迈康

尼等产业链上游企业，覆盖了原材料、组

件、机械设备等领域。既有年年不落的老

友，也有慕名而来的新朋。

除了发布重要信息，邀请政府官员、

权威专家和企业高层演讲等常规动作，梁

新清的团队每年都会在活动创新上下功

夫。今年由于产业环境不好，更是动了番

脑筋。“我们请了几家全球顶级咨询公司

分 领 域 公 布 最 新 的 产 业 数 据 ， LCD、

OLED、大小尺寸等，这些机构各自负责

讲一部分。”梁新清希望这样能让业界得到

最真实的信息。

今年DIC还有一个“大动作”，企业在北

京开完会后将移师武汉，实地考察京东方、

华星光电、天马在当地的生产线，了解中国

产业的发展情况，并与当地企业交流座谈。

梁新清透露，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武汉市长

已经表态要和企业家们“聊一聊”。看得出，

这让梁新清很振奋。

梁新清告诉记者，协会不是只唱“赞

歌”，行业出现风险一定要警示。这两年，他

们一直在呼吁警惕盲目投资和扩大生产；同

时鼓励国内显示企业把配套材料和装备产

业做起来。“中国是全球面板产线集中度最

高的地区，对材料设备需求大，但 70%的上

游关键设备和重要材料都来自日本。”梁新

清说。这已成为他的“心结”。

梁新清对DIC2019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届时友达的彭双浪、光峰的薄连明、京东方

的刘晓东等行业大咖会悉数出席。“即便白

天没时间，他们晚饭也要赶过来。”他说，“这

就是一个和谐、大家平等的大聚会。”

本报讯 京东方在深交所互动平台表

示，公司重庆第六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

已开工建设，预计2021年投产；公司成都第

6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目前爬坡进展顺

利，一期已经满产；绵阳第 6 代柔性 AMO-

LED生产线已量产，公司的柔性显示产品供

应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会持续提升。

据了解，京东方于去年3月公告了此项

目 ，总 投 资 465 亿 元 ， 主 要 产 品 定 位 为

AMOLED高端手机显示及新兴移动显示产

品。当时公告介绍称，该项目公司名称为

重庆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产

品：手机、车载及可折叠笔记本等柔性显

示 产 品 ； 玻 璃 基 板 尺 寸 为 1500mm ×

1850mm；设计产能为 48K 片每月；项目建

设周期为28个月。

京东方还表示，公司成都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目前爬坡进展顺利，一期

已经满产，良率保持较高水平并持续提升

中；绵阳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刚刚

量产，正在进行产能和良率爬坡。（文 编）

本报讯 10 月 10 日，韩国三星集团宣

布对量子点显示屏技术进行新一轮大规模

投资，对三星显示器公司牙山厂区的汤井

显示器流水线投入约 13.2 万亿韩元（约合

110.3 亿美元），将汤井的一条液晶（LCD）

显示屏流水线（L8-1）改造成新一代显示器

“量子点（QD-OLED）”流水线。其中 10万

亿韩元负责改造，3.2 万亿韩元用于产品的

研发。

据了解，此次三星显示的投资计划将是

将是韩国显示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

资。未来，三星显示将关闭其 L8-1-1LCD

生产线和 L8-2-1LCD 生产线，这两家工厂

将总计拥有 20 万片 8 代玻璃基板的月产

能。三星预计QD-OLED面板将于2022年

开始量产。

目前，三星电子在售的QLED电视机使

用液晶显示屏（LCD）面板，通过在 LED 背

光板覆盖量子点粒子薄膜制作而成。而三

星显示一直致力于“QD-OLED”技术的研

发，是量子点自主发光QLED技术的中间阶

段。QLED 发光层由量子点（2-10nm 大小

的半导体结晶）组成，是一种不需要外置光

源的显示屏材料。

据悉，本次投资研发的 QD-OLED 技

术采用自发光的 OLED 蓝色材料加以红色

和绿色的量子点薄膜制作而成。（文 编）

本报讯 近日，TCL 华星光电印度模

组项目在印度安得拉邦提鲁帕蒂TCL产业

园顺利举行了一期桩基开工仪式，这也是华

星光电的首个海外项目。

TCL华星光电印度模组项目整合了大

尺寸电视屏及中小尺寸移动终端显示屏的

生产，项目总占地 28 万平方米。厂房建设

分两期，一期计划投资 15.3亿人民币，配置

11条生产线，其中大尺寸面板 5条、小尺寸

手机面板 6条。规划年产出 800万片 26~55

英寸大尺寸电视面板及 3000 万片 3.5~8 英

寸小尺寸手机面板。项目一期预计在2019

年 12 月主厂房封顶，2020 年 3 月首批设备

搬入，同年实现量产。项目二期将参照印度

市场发展趋势做弹性调整。

公开资料显示，印度已成为全球第三大

彩电市场和第二大手机市场，印度市场成为

了不少中国家电企业投资的重要战略市

场。TCL华星光电印度模组项目是印度本

地第一个液晶模组项目，该项目将给印度本

土的手机、电视整机厂商提供关键的液晶模

组部件。 （文 编）
本报讯 近 日 ，维 信 诺（广 州）全 柔

AMOLED模组生产线动工仪式在广州增城

开 发 区 隆 重 举 行 。 作 为 广 州 首 条 全 柔

AMOLED 模组生产线，该条产线定位高端

柔性产品，覆盖行业前沿技术，是一条布局

未来的全形态柔性模组生产线。

维信诺（广州）全柔AMOLED模组生产

线不仅将全面提升维信诺应对未来柔性市

场定制化需求，实现高端全形态柔性产品研

发制造一体化的能力，还将进一步完善广州

新型显示产业格局，辐射粤港澳大湾区新型

显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地区发展注入新

动能，提升我国面板产业制造能力，夯实新

型显示产业一体化优势。

据了解，柔性模组技术是柔性显示产业

链的重要一环，也是屏幕厂商提升产品效能

的核心之一，此次投产在生产线聚焦 6-18

英寸全柔 AMOLED 模组，涵盖曲面、折叠、

穿戴和车载等新兴应用领域，同时产线具备

高扩展技术空间，可完全应对未来终端定制

化的全形态柔性面板产品需求，是面向未来

前沿显示技术的高端产线。

据悉，该产线集聚维信诺的核心资源和

产业优势，在昆山、霸州模组线的量产验证

基础上再次升级，将实现更高效能的终端交

付，可充分应对未来全柔面板产能转化为高

端智能终端产品的供货压力。 （文 编）

本报讯 近日，华灿光电与京东方等企

业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

Mini LED。这次 LED 芯片与显示面板龙

头企业联手，将使Mini LED、Micro LED

等微显示产业继续升温。

这次与华灿光电进行微显示战略合作

签约的企业，包括京东方、夏普、群创光电等

显示面板企业，以及洲明科技、雷曼光电等

LED 显示屏企业，覆盖了显示产业链上的

主要环节。

作为国内行业规模第二的LED芯片企

业，目前华灿光电在 Mini LED 以及 Mi-

cro LED产品的外延和芯片工艺方面，已

经取得了多项技术突破。华灿光电相关负

责人认为，Mini 和 Micro LED 显示是更

高阶的显示技术，也是未来显示应用的发

展趋势。

据悉，Mini LED目前主要用于液晶屏

的背光，通过增加背光分区，大幅提升液晶

屏的清晰度和显示效果。未来，Mini LED

还可以直接做成显示屏。行业资深人士认

为，Mini LED 芯片市场潜力巨大，当其成

本降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发 Mini LED 显

示屏的市场机会 （文 编）

本报讯 近日，总投资320亿元的第8.6

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在湖南省

长沙市浏阳经开区（高新区）正式开工建设。

惠科对外宣称，此次开工的第 8.6代超

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是惠科股份

有限公司在全国布局的第 4 个面板生产基

地，也是国内首条大尺寸OLED生产线。

据悉，该项目占地约1200亩，建设周期

约 18个月，总投资 320亿元，新建玻璃基板

投片量为 13.8 万片/月的第 8.6 代超高清新

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主要生产50英寸、

58 英寸、65 英寸、70 英寸 8K 液晶显示屏及

OLED 显示屏等，并设立光电显示研究院，

负责从事新一代显示技术、材料研究。项目

点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150亿元以上、

税收 13 亿元以上，可吸引产业链上下游配

套企业 20 余家，上下游配套企业预计实现

年产值100亿元，创税9亿元。 （文 编）

京东方重庆第六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开建

三星宣布大尺寸QD-OLED投资计划

TCL华星光电

印度模组项目桩基开工

维信诺广州全柔AMOLED模组生产线动工

华灿光电与多家显示企业

合作开发Mini LED

惠科8.6代超高清

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开工建设

凯盛科技8.5代TFT-LCD玻璃基板生产线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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