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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月，全省工业投资和技改
投资保持总体平稳、结构优化的态
势，但也面临增速回落、部分行业分
化严重、民间投资不足等下行压力。

工业投资

总体平稳、结构优化

一是工业投资保持高于全国态
势。1—9月，全省工业投资、制造业
投资、工业技改投资分别增长7.9%、
9.5%、14.8%，分别高于全国 4.7、7、
4.3个百分点。湖北省工业投资增
速列全国第 13 位，在中部列湖南
（15.7%）、江西（8.8%）之后居第三
位；湖北省工业技改投资增速列全
国第17位，在中部列河南（65.9%）、
江西（40.1%）、湖南（22.2%）之后居
第四位。我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投资保持高速增
长，分别增长27.1%、41.1%，分别高
出内资企业20.6、34.6个百分点。民
间制造业投资增长8.9%，低于制造
业投资0.6个百分点，高于工业投资
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民间投资4.2
个百分点。

二是技改投资快于工业投资。
自“万企万亿技改工程”实施以来，
全省工业技改投资增速始终高于工
业投资增速。2019年1—9月，全省
工业投资增速7.9%，工业技改投资
增速 14.8%，工业技改投资增速比
工业投资增速高6.9个百分点。自
2月至8月，工业技改投资各月累计
增 速 分 别 为 31% 、13.7% 、17.7% 、
27.3%、22.6%、21.1%、18%，比工业
投 资 增 速 分 别 高 15.5、0.9、6.6、
16.3、12、11.2、8.8个百分点。

三是原材料和装备工业投资增
速较快。1—9 月，有9 个千亿元产
业投资保持增长，为稳定湖北省工
业投资提供了有力支撑，显示湖北
省产业结构升级成效正在逐步显
现。湖北省原材料业和装备制造业
投资增幅较快，其中原材料工业中
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的投资增长较快，分别
增长 25.3%、19.9%、10.2%；装备制
造业中的计算机及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
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
增长较好，分别增长47.3%、23.3%、
9%、7.7%。

四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强
劲。1—9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增长20.3%，比1—8月加快2.1个百
分点，高于工业投资12.4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7.7个百分点，显示湖北省
制造业结构技术密集度提升、新动能
加快蓄积。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表现亮眼，
投资分别增长36.8%、33.2%，比1—8
月份分别加快5.7、16.7个百分点；医
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比1—
8月份加快2.8个百分点。

五是重点城市工业投资支撑作
用增强。有8个市州工业投资增速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分别是：恩施州
（18.2% ）、武 汉（15.4% ）、仙 桃
（13%）、荆门（12.9%）、咸宁（12.1%）、
十 堰（8.3%）、黄 石（8.2%）、随 州
（8%）。有10个市州技改投资增速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分别是：神农架
（100.4%）、鄂州（34.8%）、恩施州
（30.8%）、黄石（26%）、武汉（25.4%）、
宜昌（22.7%）、咸宁（22.4%）、荆门
（18% ）、荆 州（16.9% ）、天 门
（15.1%）。武汉工业投资表现突出，
增长15.4%，高于全省7.5个百分点；
武汉工业投资额占全省工业投资额
21%，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拉动全
省工业投资增速提升3个百分点，占
全省工业投资增速37.94%的份额，
有力支撑了全省工业投资。武汉、
襄阳、宜昌亿元以上新开工制造业
投资额占全省的47.92%，分别占全
省的16.37%、15.82%、15.73%。

工业投资增长

面临的挑战

一是工业投资增速持续回落。
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和中美贸易摩
擦持续的背景下，1—9 月，湖北省
工业投资和技改投资均出现不同程
度下滑，尤其是工业投资增速逐月
回落，较前2个季度分别下滑0.4和
1.3个百分点。全省工业投资低于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态势没有根
本扭转。部分千亿消费类行业投资
大幅下滑对工业投资产生较大影
响，分别是汽车制造业、农副食品加
工业、医药制造业投资分别下降
1.2%、2.9%、11.5%。

二是重大项目支撑力度不够。
重点项目进展缓慢，1—9月，408个
投资过 10 亿元以上的项目中完工
的只有23个，实际完成投资1926亿
元，投资完成比重仅为16.6%，投资

50亿元以上完工的只有5个，投资100
亿元完工的只有京东方和长江存储2
个。新开工大项目不足，1—9 月，亿
元以上新开工制造业项目1507个，较
去年同期减少超20%，在建项目投资
过百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仅 9 个，没
有过百亿新开工项目，缺乏有影响有
带动的重点投资项目。

三是地区工业投资分化严重。全
省有9个市州工业投资增速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增幅为负数的有3个，分别
是神农架（-43.7%）、荆州市（-4.7%）、
鄂州市（-3.1%），作为“两副”的襄阳
和宜昌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分别是
5.4%、6.3%。全省有 7 个市州工业技
改投资增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增幅
为 负 数 的 有 3 个 ，分 别 是 黄 冈

（-2.4%）、十 堰（-1.5%）、随 州
（-0.5%），其他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的地区分别是孝感（1.6%）、潜江
（3.3% ）、襄 阳（7.1% ）和 仙 桃
（8.6%）。作为工业大市的襄阳工业
投资和技改投资增速双双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

四是民间投资动力不足。民间
投资对制造业的投资热情不高、动
力不足，3月以来，民间制造业投资
每月分别增长 11%、9.9%、9.7%、
10.3%、10.3%、9.6%、8.9%，每月分别
低于制造业投资增速 1.5、1.4、1.8、
1.1、0.6、0.7、0.6个百分点。4月以来，
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低于民间
投资增速，每月分别低于民间投资
增速1.7、2、2、2、1.4、2.1个百分点。

湖北：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强劲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9月湖北工业投资增速和技改投资增速

1—9月全国及中部各省投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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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524厂请张挺老部

长的子女们回老厂参观。524 厂
的厂领导已经是第十五六届了，但
他们对张挺老部长的作风和老传
统代代相传，给子女们留下深刻的
印象。524厂有厂史馆，每年新人
入职，都要参观厂史馆，学习老一
代的优良传统。子女们在厂史馆
参观时，看到许多父亲当年在那里
工作时的照片和用过的东西，都保
存得非常好，他们也看到父亲当年
在厂里工作的日记，娟秀而工整的
字迹，是那么亲切而珍贵。

“524 厂老领导回忆说，那个
年代厂里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一
辆马车，当时父亲担任厂长，但是
父亲自己骑自行车上班，用这辆唯
一的马车接送主管技术的副厂长
上班。524 厂的职工与父亲的感
情非常深厚，建立的都是深厚革命
感情，老厂长说起父亲时老泪纵
横，对父亲非常敬重。”张挺老部长
的长子回忆说，“老工厂的老工人、
老领导每次来北京，都来看望父
亲，父亲也留他们在家吃饭。那时
家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但父亲每
次都要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招待。每当厂里的老人看望父亲
时，我都负责做饭，炸花生米、买粉
肠、打酒。父亲和老工人、老领导
的感情非常深，他们对父亲很好，
父亲对他们也很好，这种感情一直
维系了好多年。”

高风亮节

经历无数艰难困苦、曲折坎坷
的张挺老部长，始终勤勉克己、夙
夜奉公、风雨兼程。张挺老部长的
二女儿回忆说：“‘文革’期间，父亲
在第四机械工业部担任计划司司
长，他白天受教育，晚上兢兢业业
地工作。他骑着自行车经常后半
夜才能到家，非常辛苦。每当我们
看到父亲很疲惫地回到家，都非常
心疼。”

张挺老部长一生高风亮节、胸
怀坦荡、顾全大局，党的利益高于
一切。子女们回忆，对电子工业有
特别深厚感情的张挺老部长在离
开部长的工作岗位时，非常严肃地
对子女们说：“作为一名跟随党一
生的老党员，我一切都要服从党的
安排。我要把位置让给比我更年
轻的同志。虽然我从部长的工作
岗位上退下来了，但还可以发挥余
热，为国家、为电子工业、为国防做
些贡献。中央领导和我谈话时，我
已经婉言谢绝了组织上安排我到
其他岗位上工作，我要求留在电子
工业部，只是在电子工业部当个顾
问。领导同志也很尊重我的意见，
同意我在电子工业战线上继续发
挥余热。”“父亲的思想认识有高
度，当时我们体会不了那么深，但
是这件事对我们的教育很大。他
从 1938 年入党，无论是战争年代
的风餐露宿、枪林弹雨，还是和平
时期的日常办公，他始终持中守
正，从不居功，他总是说要做好本
职工作，认认真真完成组织上交给
的工作，不去争、不去抢。这给了
我们子女很大的影响。”子女们回
忆说。

张挺老部长在生命的最后岁月
里，身体情况每况愈下，躺在医院的
病床上，说话都很费力，和儿女说的
话也不多，但是当有部里的同志来
看他时，他却总是关切地询问电子工
业的发展情况，能说很多话，可见他
对电子工业的感情之深、关心之切。

勤勉不殆

在子女们的眼中，张挺老部长
谦虚好学，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
思想开明，热爱生活。他还干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一生酷爱学
习。张挺老部长15岁时弃笔从戎，
虽然当时学历不高，但后来参加革
命工作后一直坚持学习，新华书店
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历史、科普、古
诗词等都是他经常阅读的书籍。
张挺老部长记忆力很好，每个见过
的人的名字他都记得。有些人好
几年没见面了，一见面他立即就能
脱口而出那个人的名字，说明他是
非常用心的。张挺老部长15岁年
少离开山西老家，但山西话他一直
都记得，一直都能听懂，全会说。

子女们觉得，张挺老部长的记
忆力好的原因，一方面是天生的，
另一方面是多年来养成的热爱学
习、真诚待人的意识和习惯，他觉
得忘记别人是不礼貌的行为。不
但记人时记性好，对工作也一样，

他在四机部工作时，每个厂子的名
字、代号、建立年代等信息他都记
得一清二楚，如数家珍。

二女儿回忆道：“父亲年轻时养
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常说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坚持每天写日记，直到
病重无法再写。离休二线后，他开
始学习使用电脑，手机上网，接触到
新鲜事物时，不耻下问。他还喜欢
写诗、写随笔，反复推敲字词，讲求
押韵。父亲还喜欢书法，自成一体，
他最喜欢写的宁静致远、天道酬勤，
是他品德和心境的写照。父亲还自
己学习修理电器，家里的电器坏了，
都是父亲自己修理。”

重情重义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
不丈夫。”爱党爱国爱事业的张挺
老部长，对家人对家乡的爱也如涓
涓细流，滋润心田，给子女们留下
温暖珍贵的回忆。长女回忆说：

“在我当兵离家时，母亲去四川干
校了，父亲亲自为我准备行李，一
针一线缝被子，一件一件地整理衣
物。”小女回忆道：“我小时候体弱
多病，记忆中父亲常常带我去儿童
医院看病，每次都是背着我往返步
行20多分钟才能坐上车，6岁到8岁
时半夜肚子疼，父亲又常常开全国会
议，即使这样，他仍然每天半夜从西
苑饭店走30分钟回家照顾我。”

张挺老部长虽然非常关心、爱
护孩子，但更多是言传身教、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教给了我们更深
刻的人生至理。在子女眼里，父亲
是一个遵守家规，严于律己，做事
一丝不苟的人。他对子女的要求
和教育也很严格，促使他们养成一
种遵守家规、自觉自律的好习惯。
在子女眼里，开明又慈祥的父亲能
武能文，在全家团聚时，他包的饺
子齐整规矩，就像他做人一样；他
给女儿扎的小辫各式各样，让他的
女儿至今念念不忘。

二女儿回忆说，父亲、母亲
1949 年在安东喜结良缘，他们感
情深厚，母亲陪伴了父亲风风雨雨
几十年，金婚时的合影留给我们永
远的纪念。母亲晚年身体不好，心
脏病很严重，经常去医院，父亲每
次都陪着她去看病。父亲还经常
宽慰母亲，从生活上关心照顾好
她。姥姥自母亲结婚后就一直和
父亲母亲在一起，帮助照顾孩子。
父亲很尊重岳母，从各方面关心照
顾老人家，直到去世。姥姥生前一
再夸奖她有个好女婿。记得上世
纪70年代初，母亲在干校，姥姥牙
齿不好，无法吃东西。父亲就很早
起来坐头班车，先去口腔医院排队
挂号，然后再回家接姥姥去医院，
反反复复很多次，终于把姥姥的牙
修补好了。当时每次坐公交车单
程就要一个小时。

张挺老部长对家乡的热爱，子
女们也感受深切。子女们回忆说：

“每次家乡人来北京看望父亲时，
哪怕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父亲
也会热情接待，请他们在家里吃
饭，和家乡的人边吃边聊天。父亲
愿意听他们讲家乡的事，虽然离开
家乡很多年了，但他心里一直装着
家乡的父老乡亲，为家乡的发展不
遗余力地提供帮助。晚年时，父亲
睡眠不好，每晚需要靠吃安眠药才
能入睡。但不管多晚，只要听到有
家乡的人来看他，他就算是吃完了
药睡下了，也要起来热情地接待。
看到家乡人他非常高兴，完全不顾
自己能否再安稳入睡。”

张挺老部长关心贫困山区的
孩子，他资助了7个穷困孩子。孩
子们也知道感恩，经常给老爷爷写
信汇报学习情况，还时不时寄来当
地特产。张挺老部长还关心爱护
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不管
是从生活上还是物质上，都力所能
及地给他们资助。子女们都表示：

“父亲重情重义、厚德载物的品行
值得我们一辈辈传承下去。父亲
一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忠心耿
耿，坚守信仰，献身事业，我们以有
这样的父亲而骄傲，我们永远热爱
他，敬爱的父亲！”

2006 年，张挺老部长撰写的
《淡写流年》一书出版，《淡写流年》
既是他对人生态度的最好诠释，也
是对他几十年革命实践的总结写
照。张挺老部长襟怀坦荡、正直诚
恳、品德高尚、谦逊友善。他甘于
淡写人生，但淡写的人生并不平
凡，淡写的人生也不会褐色。斯人
已逝，唯精神长存。

（根据张挺老部长子女口述
整理）

（上接第1版）

OLED需求呈明显增长

OLED 具有宽色域、全视角、
100000∶1 的高对比度、跨越 120 度
的工作温度、无需背光源因而轻
薄、功耗低绿色节能、机械特性良
好和以微秒为单位的快响应速度
等特性，为未来显示产品提供了无
限可能，尤其适合发展柔性显示。
OLED正在成为带动新型显示产业
发展的重要着力点，2019 年上半
年，OLED 整体出货量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态势，高于新型显示产业的
平均增长水平。就产业格局来看，
当前韩国厂商在大尺寸及小尺寸
领域保持绝对的领先地位，中国面
板厂也积极布局小尺寸OLED面板
产能。

随着柔性技术加快成熟，柔性
AMOLED 显示产品应用形态将发
生重大变革，有望在智能手机、可穿
戴显示、车载显示、VR、智能家居、
机器人、智慧医疗、智能制造、智能
城市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为显示
产业带来全新的市场空间。未来
AMOLED 将不断加快在中小尺寸

的迭代进程，全球中小尺寸柔性
AMOLED 显示屏需求呈现明显增
长趋势，2025 年，AMOLED 的市场
份额有望增长至35%。

激光显示拥有特定市场

激光显示具有色域空间大、色
彩表现力强、超大屏幕、节能护眼、
成本竞争力强等特点。目前激光显
示主要聚焦在80英寸以上的超大尺
寸领域。

全球范围内激光显示产业吸引
了超过20家整机企业布局，上下游
企业超过 100 家。自 2013 年以来、
海信、长虹、小米等国内企业相继推
出激光电视产品，我国也成为全球
激光电视的主要生产国。根据中怡
康数据，2019年1—8月激光电视零
售量同比增长了144.21%。

预计到2026年，激光显示产品
年销售额将达5000亿美元。赛迪智
库集成电路所耿怡博士在接受《中
国电子报》采访时表示，激光显示在
超大屏市场更具竞争实力，目前已
形成特定的应用市场。随着全息显
示等需求的增长，激光显示仍有较
大的成长空间。

Micro LED有待进一步探索

作为显示技术和LED发光技术
结合的复合集成技术，Micro LED
显示技术拥有自发光、高效率、低功
耗、高集成、高稳定性等诸多优点，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张虹表示，
目前Micro LED将主要应用在两方
面，一方面是聚焦在80英寸以上的
超大尺寸显示，用于家庭影院、商显
及电视等；另一方面聚焦在VR 、可
穿戴设备等小尺寸领域。

虽然目前Micro LED技术仍处
于起步阶段，但自2016年受到广泛
关注以来，全球已经有近125家企业
和组织参与了 Micro LED 技术研
发。耿怡表示，目前 Micro LED 产
业布局呈现“多点开花、亚太争先”
态势，欧美地区主要集中在基础研
究，亚太地区则依托自己的显示和
LED 产业基础，研究方向更偏向产
业化。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以及投入
不断加大，目前显示器件制造和量
产过程中存在的芯片制备、巨量转
移、集成驱动等工程问题将得到解
决，Micro LED 显示将成为显示技
术领域重要的发展方向。

整体来看，新型显示产业主要
在东亚地区得到了较好发展。耿
怡 表 示 ，从 韩 国 企 业 三 星 和 LG
Display 的布局来看，韩国近年来
逐渐淡出 TFT-LCD，转向 AMO-
LED 显示领域，并在 AMOLED 领
域保持了领先优势。而中国台湾
地区一方面在 TFT-LCD 领域仍
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另一方面也
在积极推进 Micro LED 的研发和
产业化。近年来，日本面板企业市
场占有率不断降低，但在上游仍拥
有极大的话语权。中国大陆地区
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已成为全球新
型显示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和创
新基地，TFT-LCD 出货数量和出
货金额均位居世界第一，AMO-
LED 则实现量产出货，同时在激光
显示的研发和应用方面也具有较
强实力。

当下，多种显示技术百花齐
放，并在各细分领域展现出比较优
势，各项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契合迸
发出蓬勃的增长态势。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内，这几大显示技术将会
共存，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新型
显示产业将呈现出多种技术互补
的竞争格局。

（上接第1版）同时，由于蓝光介质
采用无机的金属或金属氧化物作
为记录材料，性质较稳定，因而具
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顾敏指出，原来受限于所谓的
光学衍射极限，DVD及蓝光技术的
存储密度被制约在 5GB 到 25GB，

与现有容量与磁或电存储相差甚
远。目前，学界的五维光学材料
已经突破了蓝光 DVD 三维存储
的技术瓶颈，利用突破衍射光学
极限的绿色光子存储技术，实现
了单点最小记录尺寸 9 纳米，即实
现单盘 PB 容量，相当于蓝光技术

的40万倍。
“这种材料由悬浮在玻璃基板

上透明塑料板内的金纳米棒层组
成，在材料的同一区域内多种数据
图案可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被读
取和刻写。同时，这种全新光子存
储光盘单点消耗的能量非常低，支

持 1000 倍能耗节省，更拥有超过
500 年的超长记录/存储寿命。”顾
敏说。

据顾敏介绍，“全光光子大数
据中心”是他心中理想的模式——
PB 级光盘存储、超低能耗，以太阳
能为动力，不使用地球上的能源。

淡写的人生不褪色

显示技术呈现多元互补的竞争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