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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认为，在过去十几年中，新型

显示产业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规模

持续扩大，营收增长相对较快，但进入 2018

年，智能手机和电视市场逐渐转变为存量竞

争阶段，再加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全

球新型显示产业虽然出货面积仍在持续增

长，但面板价格下降较快，市场整体营收不

增反降。2018年，全球新型显示产业总出货

面积2.1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以上，营收

规模1236亿美元，呈现下降趋势。

在存量竞争的背景下，尺寸大型化和形

态柔性化成为当前显示产品市场的主要驱

动力，全球电视面板出货平均尺寸在过去几

年中增长较为迅速，折叠手机、弯曲腕表、卷

曲电视等产品在 2019年下半年已经开始陆

续上市，市场的反映非常热烈。

在市场的带动下，显示产业的技术水平

不断提升，各种技术竞相发展。液晶技术并

没有停止进步，OLED 加速完善，新兴技术

也在摩拳擦掌，未来的新型显示产业将是多

种技术互补的竞争格局。

《白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大陆新型

显示产业始终保持正增长，整体增长速度已

经连续多年超过全球产业增长速度。2018

年，中国新型显示全行业营收规模约 3553

亿元，其中显示面板营收2677亿元，全球占

比27.4%。过去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的年

复合增长率高达27%。产线结构不断完善，

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2018 年，依托多条

TFT-LCD 面板生产线进入满产，中国大陆

液晶面板营收和出货面积均位居世界第一。

在产业集群方面，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在

快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

的环渤海地区，以合肥、上海、南京和昆山为

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以深圳、广州、厦门为代

表的珠三角地区，以及重庆、成都、武汉为代

表的中西部地区的四大产业集群的空间布

局。这四大集群特点鲜明，优势各异。

伴随产业规模的壮大，我国新型显示产

业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TFT-LCD

领域，氧化物和低温多晶硅TFT-LCD面板

生产能力进一步成熟，超高清、大尺寸面板

制造工艺水平显著增强，累积专利接近5万

件，海外专利占比超过 20%。AMOLED 领

域，京东方为华为供应了全球首款折叠屏

5G手机Mate X的柔性面板，我国企业在柔

性显示技术上已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

力。2018年 1月 9日，国家印刷及柔性显示

创新中心正式启动建设，聚焦新型显示产业

关键共性技术，布局前沿核心技术，有效推

动我国新型显示产业超越发展。

中国大陆已建成面板产线基本情况

2019年中国大陆地区新建成投产产线

2019年中国大陆地区在建产线

企业

京东方

惠科

富士康

LG Display

京东方

TCL华星

地点

绵阳

滁州

广州

广州

武汉

武汉

代线

6

8.6

10.5

8.5

10.5

6

类型

柔性AMOLED

TFT-LCD

TFT-LCD

柔性AMOLED

TFT-LCD

柔性AMOLED

投资

465亿元

240亿元

610亿元

460亿元

460亿元

350亿元

设计产能

48K/月

120K/月

90K/月

60K/月

120K/月

45K/月

量产时间

2019年Q1

2019年Q2

2019年Q3

2019年Q3

2019年Q3

2019年Q4

世代

6代 TFT-LCD

8.5/8.6代 TFT-LCD

10.5 TFT-LCD

6代AMOLED

数量

6

13

4

7

企业

京东方、天马、CEC、TCL华星、友达、华佳彩

京东方、TCL华星、中国电子、惠科、三星、乐金

京东方、TCL华星、富士康

京东方、维信诺、天马、TCL华星、和辉光电、柔宇

投资合计

830亿元

3400亿元

2000亿元

2200亿元

规划产能/年

800万平方米

10000万平方米

5000万平方米

800万平方米

企业

京东方

维信诺

惠科

TCL华星

惠科

地点

重庆

合肥

绵阳

深圳

长沙

代线

6

6

8.6

11

8.6

类型

柔性AMOLED

柔性AMOLED

TFT-LCD

TFT-LCD

TFT-LCD/柔性AMOLED

投资

465亿元

440亿元

240亿元

427亿元

320亿元

设计产能

48K/月

30K/月

120K/月

90K/月

138K/月

预计投产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2021年

《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年）》发布

2018年中国大陆液晶面板营收和出货面积位居世界第一

赛迪智库

全球新型显示产业营收（亿美元）

全球新型显示产业出货面积（亿平方米）

2018年全球新型显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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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赛迪智库

2011—2018年中国新型显示产业营收变化（亿元，%）

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合肥）国际家用电
器暨消费电子博览会的重要板块，首届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于11月22日—23日在合肥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显
示美好生活”，由合肥市人民政府、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承办，是全球显示产业领域
规格高、规模大、影响力强的盛会。

在本次大会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刘文强副院长发布了《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年）》。

关于新型显示产业未来的发展，主要有

以下四点建议，分别从技术方向、应用方向、

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这四个角度来看。

在技术方面，建议：一是超高清显示面

板创新，加快超高清显示器件开发和量产。

这是我们的强项，应该进一步得到加强。二

是突破曲面、折叠、柔性等关键技术，加快推

进柔性AMOLED量产进程，这一点上，难能

可贵的是我们正在加快缩小差距，所以更要

加把劲。三是发挥产能优势，开发对比度

好、显示效果优的新兴技术，推动产业迈向

高质量竞争轨道。这方面也是我们的强项，

中国企业在进行应用创新方面，是有优势

的，新型显示的应用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都

在我们这里，所以这方面更应该发挥好。四

是注重新兴技术的研究和储备，加强 Micro

LED 等新技术的专利、标准建设，推动实现

产业化。这一点是技术的未来，必须对前瞻

性技术有足够的的重视和布局。

在应用方面，建议：一方面深化面板企

业与终端企业的合作交流。这一点非常重

要，面板终究是一个元器件，面板企业对市

场的敏感度远不及终端企业，因此就需要合

作交流，在前瞻性领域开发创新应用。现在

显示进入生活的程度，还远远不足，尤其是

在中高端消费领域，这部分的转变相对缓

慢，所以就需要对消费市场需求进行深入分

析，进而找到增长点。另一方面对现有的新

兴领域，诸如教育医疗、安防监控、智能家居

等，要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另外就是以重

大的活动或者国际赛事为抓手，扩大应用场

景，加大渗透力度。

在创新发展方面，建议探索新型显示与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兴

技术结合的创新发展路径，相互融合，相互

促进，开发新应用，打造新市场。

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建议要打通两条

链，分别是横向和纵向的。横向，打通新

型显示生态协作链，加快共性和前瞻性技

术的突破；纵向，打通从材料、设备、零组件

到终端的制造供应链，鼓励以面板企业为

龙头，采用市场化手段带动上游企业发展。

最后，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产业合作，加强

人才引培力度，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集群。

《白皮书》全面梳理了 2018—2019 年世

界和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情况，分析了产

业应用方向、创新发展、投融资情况、政策环

境以及产业面临的关键问题。

从产业应用看，《白皮书》指出，当前，随

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兴起，

人类社会已进入万物互联时代，在这个过程

中，显示正在成为人机交互过程中最重要的

“窗口”之一。智能手机市场近年来走向成

熟，竞争日益激烈，屏幕成为竞争的焦点，差

异化发展是各家手机企业竞相追逐的重

点。新技术普及速度不断加快，全面屏产品

在手机市场从问世到普及率超过 50%仅用

了9个月，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刘海屏”

“水滴屏”“瀑布屏”也得到了手机企业热烈

追捧。折叠屏作为产业发展的下一个热点，

将手机与平板电脑合二为一，不仅极大提升

了智能终端的使用范围，同时也将成为引领

产业转型的方向。电视应用是新型显示市

场权重最高的应用之一，是多种显示技术竞

相追逐的目标市场。从现有格局来看，高清

化、低成本化是电视液晶、OLED、激光等大

屏显示技术的发展方向。随着智慧城市、智

能网联汽车以及虚拟现实等行业的兴起，新

型显示产业的应用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呈

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

从产业投融资来看，日韩等国也在加速

新型显示领域的投资。其中 OLED 成为各

国投资重点。近年来，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呈

现积极的投资战略，截至2019年10月，我国

已投产产线 45 条，在建产线 6 条，全产业累

积总投资已超过 1.2 万亿元，预计到 2022

年，全产业已规划产线全部投产后，总产能

将超过 2 亿平方米/年。2019 年，我国新型

显示产业产线建设速度有所放缓，上半年基

本没有新规划产线，下半年才又有个别新的

柔性OLED产线投资，总体来看我国已经从

大规模新建阶段转向建成出货阶段，未来两

年里此前投资的产线产能陆续开出，我国将

迎来一个面板产能的小高峰。面板产能陆

续开出给上游材料带来了巨大的利好，我国

材料企业持续跟进。

从政策环境看，政策对新型显示产业发

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近年来，国家有关

部门相继出台了支持面板产业发展的一系

列相关政策，做好了顶层设计，通过规范布

局，动态调整，对我国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工作。

2018年中国新型显示营收规模约3553亿元

四方面推动新型显示产业发展

显示成为人机交互中最重要的“窗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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