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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德中小企业合作交流
大会召开

工信部赴涞水县开展扶贫和
农村网络建设调研检查

纳米光子开启信息技术新方向

显示技术呈现多元互补的竞争格局
——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四

淡写的人生不褪色
——子女们眼中的张挺老部长

本报记者 吴丽琳

2019年11月15日是原电子工
业部部长张挺逝世一周年的日子。
张挺这个名字对大多数普通人来
说，可能有些陌生，但他与中国的兵
工事业和电子工业密不可分。15
岁的他投笔从戎，战争年代身经百
战，身负重伤，荣获大功。新中国成
立后，他历任兵工厂厂长，国家工业
部门副司长、司长、副部长、部长等
职务，还担任过第七届、八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等
职务，用他那炽热的情怀、无私的精
神、执着的奋斗谱写了颇具传奇色
彩的一生，为兵工事业和电子工业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在子女们的眼中，张挺老部长

是把一生都奉献给党、奉献给祖国
事业，襟怀坦荡、待人诚恳，谦逊友
善、正直清廉的好党员、好干部、好
领导，还是有着拳拳爱心、浓浓亲
情、可亲可敬的好父亲、好厂长、好
乡亲……

“老兵”情怀

张挺老部长的子女回忆道：“父
亲总说，以前是个老战士，后来到了
工业战线，他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
军工电子战线上的老兵。每当想起
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他总是说，要

常怀律己之心，做人要知足。”15岁
即投身革命的张挺老部长，在抗日
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接到了创建
敌后小型兵工厂的艰巨任务，当时
刚满二十岁的他，拖着病痛虚弱的
身体，在无技术无人才无机器无材
料无厂房无资金的异常艰苦环境
下，白手起家组建起了小型兵工
厂，解了抗日战争急需武器装备的
燃眉之急。

抗战胜利后，1947 年，张挺老
部长在辽东地区创建兵工厂。在
一次新型武器试验中，他身负重
伤，身体中残留的弹片伴随他一
生。1949 年 7 月，张挺老部长开始
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东北吉林江

机厂（524 厂）厂长。自此，他与兵
工事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下了
一辈子的缘份，他把最好的青春献
给了兵工事业，也成了军工电子战
线永不退伍的“老兵”。

在 1949 年至 1959 年张挺担任
了江机厂厂长的这一段时期，他完
成了产品制式化过程，在江机厂建
厂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虽然从
1960年张挺老部长就调到国家机关
工作，但在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
他时刻牵挂和关心着江机厂的发
展，他的作风和精神也一直影响和
激奋着江机厂一代又一代的领导和
职工。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11 月 11 日，工业和
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
赴河北省涞水县调研检查扶贫工
作和农村网络建设情况。

辛国斌实地调研了涞水县电
子商务和公交智造产业园建设发
展情况，到三坡镇义和庄村调研了
村卫生室建设，检查农村网络建
设、应用和维护情况，并走访慰问
了贫困户。辛国斌强调，要加强农
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深入开展电信普遍服务试点。要
优先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学校
和卫生室光纤宽带建设和4G网络
覆盖，促进网络示范应用，大力推
进“互联网+健康扶贫”“电子商
务”等应用试点，增强贫困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通信
管理局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
信息通信发展司等有关负责人陪
同调研。 （布 轩）

本报讯 11 月12 日，2019 中
德中小企业合作交流大会在山东济
南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
王新哲，德国驻华使馆经济公使丁
睿博，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孙述
涛，山东省副省长孙继业等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会前，王新哲与山东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
义共同会见了部分中外嘉宾，就中
德中小企业合作交流交换了意见，
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孙立成，山东
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山
东省副省长凌文等参加会见。

王新哲指出，中德是全方位的
战略伙伴关系，中德两国领导人互
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
往来日益紧密，对话机制日趋完
善。中小企业是中德经贸关系的
重要支柱，在中德两国政府的鼓励
和支持下，中德双方中小企业开展
务实合作，有效地促进了双方中小
企业共同发展。不断巩固和提升
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已经成为深
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重
要纽带。

王新哲就进一步加强中德中
小企业合作提出五点倡议：一是双

方应当共同努力，坚定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扩大双向开放，放宽市场
准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实现
互利共赢。二是双方应继续发挥
中德中小企业交流大会的作用，进
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机制，推动务实
合作。在深化中德制造业合作和
绿色制造合作方面，应在巩固现有
合作成果、推动项目落实落地的基
础上，进一步创新合作形式、丰富
合作内容、拓展合作成效。三是希
望双方将中国设立的合作区作为
中德推动中小企业合作的重要平
台，中方在政策扶持、知识产权保
护等方面对德国中小企业来华投
资给予大力支持。四是双方应支
持中小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
造、运营管理等环节应用5G、工业
互联网、车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
动中小企业加快数字转型。五是
双方应积极发挥中小企业服务机
构的桥梁纽带作用，从招商引资、
研发设计、人才培养、管理服务、品
牌营销以及工业文化等方面开展
深度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中德双方
企业服务。 （耀 文）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之下，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人工
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快速发展，为
新型显示产业注入发展动能，正在
促进 LCD、OLED、激光显示、Mi-
cro LED 等多种显示技术竞相发
展，并在8K超高清、3D显示、柔性
显示、透明显示等领域取得明显进
步，未来的新型显示产业将呈现出
多种技术互补的竞争格局。

当下，高端 TFT-LCD 产业正
在培养，中小尺寸 AMOLED 面板
量产化进程正在推进，对量子点有
机发光二极管（QD-OLED）、印刷
显示、Micro LED显示、激光显示、
电子纸等前瞻技术探索正在深入，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技术的探索拓
宽了新型显示产业的应用范围，逐
渐满足公共交通、休闲娱乐、广告宣
传、教育培训、虚拟现实、智能家居、
可穿戴产品的应用需求。

TFT-LCD仍为市场主流

液晶显示已进入发展成熟期，
产业发展速度放缓，但凭借其庞大
的产业基础、较成熟的生产技术和

供应链体系、持续优化的性能和不断
下降的成本，液晶显示仍然是新型显
示技术的主流。从手机到大尺寸，
TFT-LCD技术应用领域广泛，尤其
是低温多晶硅和氧化物背板技术的
TFT-LCD 产品未来仍然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
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全球

TFT-LCD 液晶面板出货金额将为
755亿美元，占全部显示器件比例依
然超过50%。群智咨询研究总监张
虹在接受《中国电子报》采访时表

示，随着韩国LCD TV面板产能策
略收缩，未来LCD产能逐步向中国
大陆聚集，预计 2020 年开始，LCD
TV 面板的产能面积一半以上聚集
在中国大陆。

（下转第2版）

近年来，纳米光子学已经成为光
电子学乃至整个信息技术领域一个
至关重要的发展方向。尽管我国光
电子产业已经在核心技术研发、产业
链搭建、应用领域拓展等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但仍需在原始性新技术、
关键材料等“短板”上着重发力。

在 11 月 13 日举办的 2019“中
国光谷”国际光电子信息产业高峰
论坛上，诺贝尔奖得主威廉·默尔
纳、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顾敏针对
纳米光子为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带
来的新机遇展开探讨，成为论坛上
的最大亮点，为我国未来光电子核
心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指明方向。

纳米级光子开启

超分辨率新“视界”

光电子信息技术涉及光显示、
光存储、激光等重要领域，是未来信
息产业的核心技术。近年来，纳米

光子为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带
来了关键性技术突破，使得从单个分
子开始构建功能完备的器件成为可
能。其中，纳米级显微术是纳米光子
学的重要应用。

威廉·默尔纳在演讲时指出，“阿
贝定律”源于光的衍射性质，为研究
人员进入纳米级的极小区域设置了
障碍。20世纪80年代末，工业研究
将光学控制技术引入到成像领域，这
种结合实现了超越衍射极限的成像，
突破了“衍射极限定律”，完成了纳米
级的单分子光学探测。超分辨显微
技术可以在20-40nm或更低的分辨
率下观察生物和其他纳米尺度的三
维结构，由此开创了单分子检测和成
像的研究领域。

威廉·默尔纳是打破衍射极限定
律、突破传统光学显微镜的极限分辨
率的先驱，将显微技术带入“纳米”领
域。他讲述道：“当我注意到水母体
内的荧光分子可以被随意的开启或
关闭，发现如果使用波长为405纳米
的光线去照射它，那么这个蛋白质又
能再次复活并发出荧光。我将这些

可以被激发的蛋白质均匀散布其中，
这样其单个分子之间的距离就能大
于当年衍射极限定律所限定的0.2微
米的长度。由于这些分子被分散了
开来，一台常规的光学显微镜便可以
区分来自单个分子发出的荧光。”

对于光电子的研究价值，威廉·
默尔纳的理解是：“光电子学诞生和
发展的真正意义，是把只能在实验
时才能实现的高精度光学测量，应
用到恶劣、负责的生产和科研现场，
造福更多学科领域。”

光存储为大数据中心

提供关键支撑

光电子另外一个重要使能领域
就是光存储。数据显示，随着计算机
和网络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量呈
爆炸性增长，预计到2020年会达到
40ZB（泽字节），2025年达到162ZB。

迅速膨胀的数据，势必需要越
来越多的存储设备来承载。顾敏指
出，为保存这些海量的数据，大数据

中心应运而生。为了满足大数据中
心的PB（1PB=1024TB）级别容量的
需求，通常大数据中心应用现有低
存储密度的电子或磁存储媒质组成
庞大的阵列技术，这不仅占地大、能
耗和碳排放量高，而且一般只有3—
5年寿命。

顾敏表示，数据有“热冷”之
分。对于数据中心来说，数据呈指
数级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分层特
征。按照数据被访问频率从高到低
进行分类，可以将数据分为热数据、
温数据、冷数据，其中，这些活动不
频繁、不会被经常访问但仍然需要
长期保留的温冷数据，才是数据中
心的技术难点。光存储为温冷数据
存储提供最佳方案。

他举了个形象的例子，盘体直
径 120mm 的 CD 单 层 容 量 仅
0.64GB，DVD单层容量为4.7GB，而
同样直径的蓝光存储介质（BD）单
层容量可达到 25GB；CD 的数据传
输 速 率 为 1200Kibit/s，DVD 为
11.08mbps，而蓝光存储介质可达到
36mbps。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齐旭

本报记者 卢梦琪

第十六届“中国光谷”国际
光电子博览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11
月13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
技术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
学院、中国贸促会和湖北省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光
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暨论坛在武
汉隆重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王志军、湖北省委
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湖
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肖菊华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

王志军指出，当前，光电子技术
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加速融合，行业应用日
益广泛、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光电子
产业正成为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创新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已经成为各
国竞相发展的热点。中国高度重视
光电子产业发展，近年来，中国光电
子产业在核心技术研发、产业链搭
建、应用领域拓展以及区域集聚发
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王志军强调，在我国光电子产
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
战，推动光电子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按照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攻坚战的要求，坚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按照“巩固、增强、
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打造具有战
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支持上下
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攻关。

王志军表示，下一步，工业和
信息化部将围绕提高产业创新能
力、完善产业体系建设、优化产业
发展环境等方面持续开展工作。
促进光电子细分领域之间、光电子
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联合创新和交
叉创新；不断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建
设，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导、配套
企业相辅相成的产业生态；拓展国
际交流合作渠道，打造全球协同创
新、平等竞争、共赢发展的新体系，
构建全球产业开放合作的新生态。

开幕式后，王志军一行进入展
区巡馆，鼓励企业围绕光电子产业
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以核心关键
基础技术和产品为突破口，利用好
巨大内需市场优势，形成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对产业发展有引领
作用的重大技术和产品。

本届光博会以“光联万物，智
引未来”为主题，旨在搭建光电子
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期间共举
办开幕式、主论坛、23个平行论坛
以及产业对接等一系列活动。汇
聚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斯坦
福大学教授威廉·莫纳在内的中、
美、德、日、澳、南非多国学者及高
校、研究机构、企业代表等逾6000
人参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电子信息司等有关司局同志参加
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