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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出售资产频繁出售资产 日本日本JDIJDI能否自我救赎能否自我救赎

如今日本名副其实的液晶显示“独苗”——日本显示公司（JDI），曾因其拥有一流的LCD技术，成为整个日本液
晶产业界最后的荣光与希望。然而，在被后来者快速超越,以及转身OLED不及时之后，JDI已经连续8年陷入赤字。
近几年，JDI开始频繁出售资产，以实现自我救赎。

3月10日，继两个月前刚刚出售旗下中国子公司后，JDI再次宣布将位于日本境内的东浦工厂出售给索尼半导体
制造公司（SCK，以下简称索尼），转让金额虽未披露，但建筑物和设施的账面价值为54亿日元（约人民币2.8亿元）。

索尼接手情理之中

如今，JDI 在日本有 4 座液晶面板工厂，

分别是：东浦工厂、鸟取工厂、石川工厂和茂

原工厂。其运营的玻璃基板尺寸主要是

G3.5（600 毫 米 × 720 毫 米）到 G6（1500 毫

米×1850毫米）的中小型液晶面板。

据悉，此次 JDI 出售的东浦工厂是一条

G3.5生产线，被用来生产制造相对较小的液

晶面板。由于 G3.5 生产线的生产能力和成

本竞争力较低，市场对东浦工厂生产的产品

需求也有所下降。因此，早在2022年5月10

日，JDI就曾宣布决定在2023年3月前结束东

浦工厂的液晶面板生产，以便提高自身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

业内人士认为，JDI 将东浦工厂转让给

索尼也在情理之中。其一，JDI 成立之初便

由日本政府牵头整合了索尼、东芝、日立和松

下四家资源，其本身就与索尼血脉相连；其

二，此次出售的东浦工厂前身更是索尼与丰

田工业株式会社的合资企业，于1998年开始

运营；其三，JDI的东浦厂主要生产的小型液

晶面板本就适用于数码相机和可穿戴设备等

产品，正好符合索尼的产品需求。

据悉，东浦工厂出售后，原工厂的 VR、

汽车和新开发的显示器生产业务将被转移到

JDI的其他工厂。

此外，JDI 还与索尼签订了继续使用东

浦工厂部分设备的租赁协议，JDI将从今年4

月起在同一栋大楼内设立“东浦工程中心”，

并计划在大楼移交后继续开展显示技术设

计、原型制作和售后分析等业务活动。

屡售资产，只为生存

作为如今日本名副其实的液晶显示“独

苗”，JDI 曾拥有一流的 LCD 技术，是整个日

本液晶产业界最后的荣光与希望。然而，随

着 LCD 技术的高度成熟，日本 JDI所谓的技

术优势很快就被同行追赶超越。而且，近年

来，一方面 LCD 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利润

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包括苹果在内的大部

分手机品牌纷纷采用 OLED，导致转身不

及时的 JDI 业绩持续下滑。从 2014 财年

（截至 2015 年 3 月） 起，JDI 已经连续 8 年

陷入赤字。而 2022 财年，据 JDI 业绩公告

显示，JDI前三季度净利润亏损224亿日元

（约人民币11.6亿元），如无意外，JDI将连亏

9年。

近几年，JDI似乎已经无以为继，半数工

厂和境外资产都已变卖，只为生存。

历史资料显示，JDI 此前在日本共有 6

座液晶面板工厂，除了现存的鸟取工厂、石

川工厂、茂原工厂，以及近日售出的东浦工

厂外，还曾有能美工厂和白山工厂。

2017年12月，JDI第一次将旗下能美工

厂停产，后转给 OLED 面板生产技术厂商

JOLED 改造为印刷式 OLED 制程，从 2019

年年底开始生产OLED面板。

2020 年 8 月，JDI 宣布出售白山工厂。

其中，土地和建筑物以 412 亿日元（约人民

币 20亿元）出售给夏普，工厂设备则以 301

亿日元（约人民币15.4亿元）出售给苹果公

司。白山工厂曾为JDI的主力生产基地，自

2016 年年底启动运行后，主要生产 iPhone

使用的液晶屏。

彼时就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JDI大概

率仍将继续淘汰或出售设备，推进经营重

建。在此后不足一年时间，JDI又于2021年

7 月 8 日宣布，以作价约 80 亿日元（约人民

币4.7亿元）将位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生产子公

司出售给电子制造服务企业纬创资通（Wis-

tron）。据悉，JDI 出售的生产子公司主要负

责车载、工业设备使用的液晶面板的后工序，

而购买者纬创资通此前一直为JDI做代工生

产服务。

2022 年年底，JDI 又宣布将旗下中国子

公司晶端显示精密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晶端显示”）的 100%股权以 205亿日

元（约人民币 10 亿元）出售给苏州东山精密

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山精密”）。据了

解，晶端显示是负责 JDI 车载面板制造的部

分工序，而东山精密为行业知名的触控显示

模组和LED显示器件的制造商，主要涉及制

造中小尺寸触控显示产品，其中就包括车载

工控产品。今年 1月 19日，东山精密公告指

出已完成交割。而仅过去短短两个月，JDI

再次变卖东浦工厂。

未来走向何方？

随着 JDI 不断出清其日本本土及海外

的显示产能，其未来走向也成为产业界关

注重点。

据中国电子视像协会副秘书长董敏介

绍，在手机用液晶屏幕领域，JDI的技术实力

出众，尤其是在 LTPS LCD （低温多晶硅液

晶） 显示技术方面，JDI有着较好的技术积

累。而且，JDI在车载显示等专业显示领域

也有明显优势。此外，JDI在 OLED 面板领

域也有一定积累，JDI 投资的 JOLED 已掌

握全球领先的 OLED 材料印刷成膜、氧化物

半导体，以及柔性面板等相关技术，其喷墨

印刷 OLED 将成为蒸镀 OLED 的有力竞争

对手。

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发展顺利，JDI的

理想走向可能是这样：一方面，JDI快速提升

高分辨率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的产能，争取再

次牢牢抓住苹果的订单，同时在车载显示、

VR 设备和智能穿戴市场实现快速发展；另

一方面，充分发挥 JDI 和 JOLED 两者的优

势，及时完善中小尺寸 OLED 面板的印刷工

艺制程，在大幅降低 OLED 面板成本的同

时，实现在智能手机面板市场的强势反击。

然而，也有部分业内人士认为，现实极

有可能使 JDI 完全走向另一个方向：一边是

在 JDI 大刀阔斧砍掉自身大部分产能后，由

于产能受限，其研发的拥有超高 PPI 指标的

中小液晶面板将无法实现对市场普遍需求

的支撑，最后只能在高端应用领域维持着和

少数派品牌的定制合作，致使自身盈利能力

不足，并逐渐在中韩厂商的一次次技术升级

中，失去竞争优势，最终走向没落；另外一

边，JDI 和 JOLED 共同扶持的印刷 OLED 面

板技术，或许也会因受限于大股东 INCJ 保

守迟疑的资金供应，难以形成有效的规模，

只能眼望中韩厂商在蒸镀 OLED 面板市场

中获益。

LG DisplayLG Display凭借技术优势引领车载显示市场凭借技术优势引领车载显示市场

得益于新能源和自动驾驶等未

来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车载显示面

板需求快速增加。这也让全球各大面

板厂商争相加大布局车载显示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凭借差异化的高端技

术力量，LG Display将不断引领车载

显示市场，有望在车载显示市场占据

明显优势地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93.4%，市场占有率达25.6%，提前三年

完 成《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21－2035年）》目标。即在2025年，

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到20%。尤其

是在2023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多次提及绿色转型和扩大消费等，

预计新能源汽车产业将迎多重利好。

同时，数据显示，车载显示面板市场也

在加快发展，市场调查机构Omdia将

2023年车载显示市场规模从原来的88

亿美元上调至95亿美元，预计到2024

年将超过100亿美元。

显示产业研究机构 DSCC 在此

前发布的报告中表示，今年全球车载

显示面板出货量将超过 2亿片，这意

味着平均每辆汽车将搭载两片以上

的面板。该机构还表示，尽管显示面

板市场仍将遭遇挑战，但随着汽车的

电子设备化加速，汽车面板市场将在

今年持续增长。而汽车已经从传统的

交通手段变为娱乐空间，因此，显示

屏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在发展快速的 10 英寸以上高端

车载显示市场，LG Display自2017年

起，已连续六年位居首位。市场调查

机 构 Omdia 的 数 据 显 示 ，在 全 球

OLED车载显示市场上，以销售额为

基准，LG Display凭借65.9%的份额，

引领高端车载显示市场。业内人士

预计，以差异化的技术力和市场领

导力，LG Display的市场影响力和占

有率将会进一步扩大。

据悉，LG Display正不断扩大作

为发展动力的订单型事业——车载显

示事业。韩国HI投资证券公司表示，

LG Display去年车载面板年度订单金

额预测为4兆韩元以上，对比前年约

提高了40%。LG Display在过去三年

里将订单型事业占全公司销售额的比

重提高到30%。同时，为了不受未来市

场状况影响，确保稳定的收益结构，该

事业比重将在2023年超过40%，2024

年超过50％。

今年1月初，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举办的全球最大规模消费电子展

CES2023上，LG Display首次设立了

车载显示专用展位，并展示了搭载可

滑动OLED、透明OLED等次世代显

示屏的完全自动驾驶概念车，吸引了

众多全球知名整车厂商的关注。

据悉，这款概念车搭载的 18 英

寸可滑动 OLED 产品是将屏幕显示

向下扩展的一种产品方案。凭借

OLED具有立体感的画质，该产品可

为乘客在行驶途中提供欣赏电影、

收看新闻、视频会议等多种功能，从

而为乘客带来新的车辆信息娱乐体

验。另外，这款汽车车窗安装了55英

寸透明 OLED 显示屏，乘客在透过

玻璃窗看到外面风景的同时，还可

以看到新闻、天气预报和广告等生

活信息。途经著名地标时，还可以运

用增强现实系统查看相关信息。业界

评价：“这款未来自动驾驶汽车带来

了全新的移动出行体验。”

据业内人士预测，OLED 有望在

今后引领车载显示市场的发展。OLED

屏幕拥有出色的画质和视觉表现力，

同时具有轻薄且可自然弯曲的特性，

被认为是最佳的车载显示产品。

在 车 载 OLED 显 示 领 域 ，LG

Display 将集中力量推进差异化技术

——Tandem OLED。Tandem OLED

是指将有机发光层堆积成双层，与单

层方式相比，其具备高亮度、长寿命，

以及非常出色的耐久性。LG Display

曾在 2019 年首次成功量产 Tandem

OLED 技术产品，今年开始量产第二

代产品。第二代产品的特点是改善了

有机元件的发光效率，再次提高了画

面亮度和寿命，耗电量也比之前减少

了约40%。

LG Display 的车载 P-OLED（塑

料 OLED）结合了 Tandem OLED 与

塑料基板的双重优势。对比 LCD 产

品，车载 P-OLED 耗电降低 60%，重

量减少 80%。因此 P-OLED 被认为是

电动汽车时代的最佳显示产品。尤其

是 P-OLED 凭借其轻盈且可弯曲的

特性，实现了更贴合人体工学的曲面

设计。此外，它还最大程度减少了有

害物质的使用，并获得了业内首个全

球检验认证机构SGS的环保认证。

市场调查机构 Omdia 的数据显

示，车载 OLED 市场的平均增速将超

过30%，市场规模将从今年的2亿6千

万美元达到 2027 年的 11 亿 1 千万美

元。LG Display 计划分别于 2025 年、

2026年，依次实现透明 OLED 和滑动

OLED 的商用化，借此加速其在移动

出行市场的主导权。

在中国市场，近年来，新能源汽

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快速发展拉动

了车载显示市场的增长。车载显示作

为“人机交互”的重要接口，不仅能为

驾驶带来便利，同时还能满足乘客的

智能化和娱乐化体验。此外，车载显

示屏也成为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

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新能源汽车和

自动驾驶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业内

人士认为，LG Display将凭借P-OLED

优势，加速移动出行领域创新，进一

步强化市场主导权。 （谷 月）

本报记者 谷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