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4 2022年1月7日
编辑：邱江勇 电话：010-88558837 E-mail：qiujy@cena.com.cn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四重逻辑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

刚刚过去的2021年，世界新一

轮科技大潮与产业革命方兴未艾，

势如破竹。对于所有京东方人而言，

2021年注定是进取之年，也是收获

之年：京东方不仅夯实了显示领域

的龙头地位，同时在物联网转型之

路上保持着突飞猛进的态势。

28年发展实践证明，京东方的

“小有成绩”源于两个坚持：

一方面，坚持创新、尊重技术，

为自身的成长提供了强大的牵引

力；另一方面，坚持转型变革，提升

管理质量与运营效率，使核心竞争

力不断提升。

也正是围绕两个坚持，京东方在

2021年的大道阔行中硕果累累：业绩

上，前三季度实现营收1632.78亿元，

同比增长72%，在多个细分市场保持

全球领先；技术上，OLED实现全球

标杆客户突破，LCD技术力持续领

先；发布中国半导体显示领域首个技

术品牌，开创“技术+品牌”双价值驱

动新纪元；转型上，物联网创新实力

不断提升，创新业务得到快速发展；

基于“屏之物联”战略打造的全新组

织架构和运营机制进一步聚焦优势，

初露锋芒；品质上，京东方以接近满

分的绝对优势，荣膺代表我国质量领

域最高荣誉的中国质量奖；品牌上，

首次跻身Brand Finance全球品牌价

值500强，品牌定位全面升级，品牌

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可以说，上述成长进步具有鲜

明的京东方基因，很多人好奇这样

的“基因”如何推动京东方成长？我

想，答案可归结为京东方高质量发

展的四重逻辑：

第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

领先逻辑。1998 年，京东方明确提

出“进军液晶显示领域”的战略抉

择，并在此后破解了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的少屏困局，引领中国半导体

显示产业突飞猛进。如今，京东方发

明专利申请量、首发新产品覆盖率、

出货量等多方面均遥遥领先于同业，

累计可使用专利数量超7万件。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

源于京东方在“破”“立”“升”三个层

面的决心与行动：

破，京东方敢于找方向、树信

心。例如，研发团队在真空显示的基

础上，敢于选择半导体显示作为业

务 转 型 的 突 破 口 ，一 路 创 新 。从

CRT到TFT-LCD，从TFT-LCD到

OLED，从显示龙头再到物联网转

型，行稳致远。

立，京东方勇于在新领域加速度，

立旗帜。例如，京东方创造性提出“开

放两端，芯屏气/器和”、“屏之物联”物

联网转型战略，落地卓有成效。

升，京东方勤于优化管理体系，

不断提升管理和运营质量。例如，京

东方积极推进内部产线升级迭代，制

定了“首发、独供、小众”的产品转型

战略并成功实施。

事实证明，时刻保持创新意识，

用研发寻求突破，用匠心拥抱市场，

京东方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价值才能

得以显现。

第二，品质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精

进逻辑。京东方自创立起就提出以

“团队、速度、品质”为核心的企业基

本价值理念。今年，京东方在物联网

转型战略指导下，通过推进数字化变

革等一系列举措，企业管理品质和运

营效率迈上新台阶。

从技术上看“质”，京东方秉持

“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建

立起确保 30 年领先的技术创新体

系。通过基础/前瞻技术研发与应用

技术/产品开发相结合，实现短、中、

长、远期协同创新；

从生产上看“质”，京东方借助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通过

落实“决策智能化、场景信息化、工厂

自动化”等关键举措，落实全生命产

品周期理念。

从生态上看“质”，京东方将质量

管理延伸到供应商，与上下游产业链

共享京东方质量管理的方法论和实

践论体系，推动产业生态链的发展。

正是得益于对“质”的坚持与积

累，京东方才具有今天管理体系更

加完整、生产更加高效、品牌影响力

更加深远、产品与服务质量不断提

高的发展态势。

第三，价值驱动高质量发展的

进取逻辑。振臂翱翔28年的京东方，

或许飞得不算最快，却飞到行业领

先。如今，京东方人在“创新进取、正

道经营”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在多个

细分行业均表现优异。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2月，京

东方正式对外发布中国半导体显示

领域的首个技术品牌，引导半导体显

示产业从过去唯规模、产能论，到以

技术和品牌价值为参照，不仅是行业

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开创了“技

术+品牌”双价值驱动的新纪元。

第四，物联网驱动高质量发展

的变革逻辑。要更好地发挥高质量

发展的价值转化，不是简单地完成

市场预期，而是在尊重企业发展规

律、产业规律的基础上，用变革激发

自身成长活力，用科学的行动成就

企业发展新格局。

2021 年，京东方发布“屏之物

联”战略，明确企业的目标为全球物

联网创新企业，京东方物联网转型

进入攻坚阶段。

谋定而后动，知力而有得。京东

方通过确立“1+4+N”事业发展架

构，明确企业发展的策源地、赛道和

着力点；横向整合“显示器件-智慧

终端-系统方案”三层业务，以此实

现向物联网转型的价值延伸；纵向整

合“市场-研发-生产-销售”等内部

能力，由此实现端到端的运行效率提

升和在一个细分行业的话语权。

“屏之物联”战略是京东方通过

物联网转型实践总结出来的未来发

展核心指导方针。其核心意义在于，

京东方以客户为导向，在充分激发

企业自身能力和资源优势整合的同

时，加速核心能力成长和新兴市场

开拓，开启京东方高质量高速增长

的物联网创新发展新纪元。“屏之物

联”这碗“米饭”需要更多的“海藻”、

“三文鱼”式的创新应用，才能发挥

出物联网这道“寿司”的美味。

如今的京东方，已经牢牢占据

了全球显示器件的头把交椅，全球

出货量占比高达 25%以上，在手机、

电脑、平板等各个细分领域均位列

全球第一。数字化大潮下智能终端

爆发式发展，为京东方提供了施展

“智能显示+物联网应用场景”的“厨

艺”空间。

而“屏即平台、屏即系统”的产

业生态就是京东方施展“厨艺”的载

体，其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于，京东

方通过给屏集成更多功能、将屏置

入更多场景、赋予屏更多的出货形

态，让屏融入各个细分市场和应用

场景，提供服务，创造价值，实现数

字化时代“屏即终端”的用户感知革

命，重塑价值增长模式。

从“全球半导体显示产业龙头”

迈向“全球领先的物联网创新企

业”，京东方笃信，只有通过客户导

向，不断创新，用科技服务大众，改

变人们的生活，方能可持续发展，创

造更大的价值。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新的

成绩催生新的起点，新的目标承载

新的使命！

2022年，我们因梦而行，因势而

变，因光而成，我们将以“创新引领、

数字驱动、深耕物联、高质增长”为

工作方针，在不断践行物联网转型

中谱写发展新篇：将显示技术与其

他新兴技术相融合，确保未来 30 年

技术持续领先，同时在商业模式、管

理模式方面持续创新；围绕“数字驱

动”持续推进数字化变革，实现运营

效率和经营效益的双提升；贯彻落

实“屏之物联”发展战略，坚持以“深

耕物联”为主线，通过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数字化变革，实现长期稳定

高质量增长。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炎顺发表署名文

章，详细论述了京东方多年来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京东

方最新发布的“屏之物联”战略作出详细解读，同时对2022年

及未来发展作出展望。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炎顺

2021 年 4 月 10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责
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
为，并处182.28亿元罚款。7月4日，中央网
信办通报“滴滴出行”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通知应用商店下架
该APP。9月17日，工信部就外部链接管理提
出专项指导意见，责令微信、抖音、淘宝等
应用作出整改。10月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
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罚款 34.42 亿元。截至 12 月，工信部已通报
2049款侵害用户权益的APP，下架了540万款
拒不整改的APP。国家对互联网平台垄断和不
正当竞争进行严格监管，保护了用户的合法
权益，营造了公平竞争环境，促进了平台经
济有序发展。

我国量子计算进入全球第一梯队77

（上接第１版）

2021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
队成功构建了113个光子144模式的量子计算
原型机“九章二号”，速度比目前最快的超级
计算机快1024 （亿亿倍）。“九章二号”超强算
力在图论、量子化学等领域已具有潜在应用
价值。10月26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构

建了66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
冲之二号”，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7个数
量级，计算复杂度比谷歌的53比特超导量子计
算原型机“悬铃木”提高了6个数量级。中国在
量子计算的科研领域，包括光学路线、超导
路线等都已位列全球第一梯队。

我国实现全球首次8K超高清电视直播88
2021年2月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8K超

高清电视频道试验开播，标志全球首次实现
8K超高清电视直播和5G网络下的8K电视播
出。2月1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通过8K
超高清电视频道对央视春晚进行直播，这也
是全球8K超高清电视领域的首次直播。10月

12 日，央视宣布推出 CCTV16 奥林匹克频
道，这是全球首个24小时上星播出的4K超高
清体育频道。10月19日，工信部等国家六部
门正式发文开展“百城千屏”超高清视频落
地推广活动，将带动超高清视频产业链各环
节的协同，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元宇宙概念激发科技企业投资热情99
2021年4月13日，英伟达CEO黄仁勋用

数字化身召开发布会。7 月 13 日，腾讯投资
的元宇宙游戏中国版 《罗布乐思》 正式上
线。8 月 29 日，字节跳动收购 Pico 抢占元宇
宙入口。10月29日，Facebook为迎接元宇宙
正式更名为 Meta。11 月 2 日，微软计划通过
整合虚拟环境的新应用程序来实现元宇宙。
12 月 3 日，网易云音乐在伏羲瑶台完成首个

“元宇宙敲锣仪式”。12 月 27 日，百度 AI 开
发者大会在自家元宇宙产品“希壤”中举
办。元宇宙被视为新一代互联网平台，将极
大激发虚拟现实、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
孪生、区块链、虚拟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商业潜能，但元宇宙尚没有成熟的应用场景
和可行的商业模式，应对各种炒作保持审慎
与理性。

国家持续强化对互联网平台监管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