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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朱卓东）

1月30日，广州市委宣传部组织

22家中央驻穗、省市新闻单位负责同志

和记者组成的调研组，到广州市增城区

开展“迎新春，走基层”调研活动。 调研

组一行先后来到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超视

堺

第10.5代全生态产业园区项目

（以下简称超视堺

8K

项目）

、1978电影小

镇以及创鲜农产品基地进行实地参观

考察。

记者获悉，增城开发区三大千亿级

产业集群格局已初步显现，广汽本田增

城工厂新增24万台汽油发动机项目已

经建成，年产24万辆整车产能扩大项目

将在今年上半年建成投产。超视

堺

8K项

目计划今年10月份量产。

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格局初步显现

在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组一

行首先从区位交通、产业基础、服务设

施等多个方面详细了解了增城开发区

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情况。

据了解，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

增城区南部，地处粤港澳大湾区重要位

置、 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骨干节点，近

年来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及

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产业，主动对

接广州“IAB”和“NEM”计划，大力开展

招商引资工作。 2018年，增城开发区先

后引进平安

（增城）

科技硅谷、中镓科技

集团总部、广本汽车零部件物流等用地

产业项目8宗， 侨梦苑创新创业项目7

宗，入驻宝盛国际创新中心项目8宗，超

视

堺

产业链商事注册项目8宗， 租赁厂

房项目5宗， 项目总投资210.96亿元，预

计年产值819.83亿元，年税收62.8亿元。

增城开发区正围绕域内重大龙头

企业，致力打造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格

局。 一是围绕超视

堺

8K项目，打造新一

代信息技术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新型

显示价值创新园，助力广州打造“世界

显示之都”；二是围绕广汽本田、北汽集

团，重点推进中汽研华南基地、日立马

达系统等项目建设，加快汽车及新能源

汽车千亿级产业集群形成；三是围绕总

投资100亿元的平安

（增城）

科技硅谷项

目，导入汽车、科技、金融、大健康四大

产业。

记者获悉，广汽本田增城工厂新增

24万台汽油发动机项目已经建成，年产

24万辆整车产能扩大项目将于今年上

半年建成投产。 总投资100亿元的平安

（增城）

科技硅谷项目正在建设，项目达

产后预计营收350亿元。

超视

堺

8K项目：

感受8K显示技术的“超高清”魅力

“才刚开始启用4K电视， 现在已开

始准备生产8K电视了，科技进步确实很

快！ 8K画质很清晰细腻，技术很先进！ ”

调研组一行随超视

堺

8K项目负责人走

进位于增城开发区核心区内的超视

堺

8K项目建设工地，观看8K电视演示后发

出感叹。

据了解，超视

堺

8K项目于2016年12

月签约落户增城开发区， 总投资约610

亿元，是广州改革开放以来投资规模最

大的先进制造业项目， 主要从事第10.5

代液晶显示器及全生态产业链生产和

销售。 该项目预计达产后年产值约920

亿元，年均税收约40亿元。 目前，项目累

计已完成投资320亿元， 已开工面积

146.7万平方米，去年7月3栋主要厂房主

体结构已封顶， 计划今年8月完成设备

安装调试并正式点亮、10月份量产。

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 第10.5代显

示屏采用的8K技术具有最高的精细影

像画质，广色域可显示出超越自然界所

有颜色的色彩。 举例来说，一台70英寸

电视，只需要距离70厘米就可以达到最

佳观赏距离，而进一步贴近，即使眼睛

距离屏幕十几厘米仍然能够欣赏到清

晰的画质。 在8K技术下，电视机俨然成

了放大版的“显微镜”。 除此之外，8K技

术还可以运用在智能家居、 道路监控、

车联网、医疗等诸多方面。

创鲜农产品基地：

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

调研组一行最后来到创鲜番石榴

农业公园。 该农业公园位于增江街光辉

村，占地550亩，致力于打造以番石榴种

植为主题，以“公司+基地+农户”“互联

网+供应链”为运营模式，以带动农民就

业、实现产业兴旺为基本理念的现代化

水果种植基地和水果供应链服务平台。

据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园区

以种植胭脂红石榴、四季番石榴、百香

果、荔枝等农优产品为主，其中，胭脂红

石榴为园区特有品种。 通过技术改造，

胭脂红石榴生产达到一年两造，四季结

果。产值达到3.2万元/亩，高于其他石榴

品种产值2倍。

此外，园区同合作社建立收益分享

模式，与其他合作社、家庭农场、普通农

户签定购销合同，水果收购价按照当天

市场价收购，保证网购水果质量，让农

户分享到水果销售环节的收益，辐射带

动农户种植面积10000多亩， 带动周边

1000多户农民就业致富。 另一方面，园

区与顺丰速运集团、深圳盒马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等电商合作， 通过电子网商、

顺风优选、 连锁超市等进行农产品销

售，并成为顺丰优选增城荔枝货源的唯

一供货商，推动“农产品+互联网”发展。

22家新闻单位到增城区开展“迎新春走基层”调研活动

超视堺8K项目今年10月量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昨日下

午，2018年“广州榜样”年度发布活动在

广州广播电视台600平方演播厅隆重举

行。 来自各条战线、社区、企业、学校的

代表参加了发布活动， 市领导徐咏虹、

李小勉应邀出席，向榜样致敬，为好人

喝彩。 据悉，2018年，广州榜样发布厅发

布先进集体、先进个人345个

（名）

，宣传

推介各级“好人”142人，讲述先进典型

工作生活中的感人故事，广泛传递社会

正能量。

2018年“广州榜样”年度人物颁布

2018年12月18日， 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100名先锋

模范人物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同时

被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当中就包括广

州市民非常熟悉的钟南山院士。 他也是

2018年度特别致敬人物。

钟南山，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领

军人物。 在2003年抗击SARS的战斗中，

他主动要求承担广东省危重SARS病人

的救治工作， 较早确立了广东的病原，

成为抗击SARS的领军人物； 他主动向

国外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媒体介绍中

国政府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维护了祖国

的声誉。

此外，获得2018年“广州榜样”年度

人物的是：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袁玉宇，广州立白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书记许

晓东，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机械化作

业中心垃圾收运工颜柏青，广州市金象

工业生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谢仲馀，

广州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党委书记、

支队长刘超，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科大讯飞华南有限公司总裁

杜兰，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与软件事业部副主任苏键，广

州市荔湾区东沙街居民林映桂，广州市

花都区炭步镇炭步初级中学老师宋耀

平，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

科主任医师陈海生。

12月“广州好人” 播撒平凡大爱

而获得 2018 年 12 月“广州好人”

称号的有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逸涛社

区的居民岑美英、 广州市黄埔区荔联

街河涌巡查人员钟镜堂、 广东省中医

院芳村医院医护团队、 广州市黄埔区

鱼珠街茅岗社区环卫工人莫运研、 广

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旺城西社区党支部

书记李秀华、 广州市天河区长

湴

小学

老师韦锴、 广州市番禺区石

碁

供销社

采购配送中心负责人黎成均、 广州市

南沙区横沥中学物理教师及班主任詹

妙璇、 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柯木

塱

社

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兼主任于书娥、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班组工程师周哲、

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卫山派出所

一级警员岳富磊、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

街退休党员陈兆现。

2018年“广州榜样”年度发布活动昨日举行

2018年“广州榜样”年度人物发布

2018

年“广州榜样”年度人物颁布现场。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图为具有

8K

画质的超视堺第

10.5

代显示屏。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新

春

走

基

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