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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穗工信宣）

8K电视、8K摄像机、8K+VR

视频……昨日，2019世界超高清视频

（4K/8K）产业发展大会在广州召开。 四

开花园网络科技

（广州）

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4K

花园）

、 华为等近20家单位展示

了最新科技和发展成果。 会上，8K超高

清产业生态示范项目、超高清演播室实

验平台项目等9个项目举行了签约仪式。

5G+VR应用场景逐步拓展

戴上VR眼镜，眼前突然弹出一张演

示的PPT，动动手指头，就能翻页、点击。

视线转换后，眼前的景象又与现实无异。

在中国联通5G+VR远程协作体验区，记

者戴上VR眼镜， 体验了一把5G+VR远

程协作。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G远程协

作可以通过VR连接异地，让两个不同地

区的人进行协作。 记者眼前突然呈现出

来的画面， 正是远程指导者发送的指示

文件。 4K/8K的超高清显示，可以让远程

协作的画面呈现更多细节， 进行更精细

化的操作。

在前端设备区， 扳手科技公司展示

了广播级4K超高清信道/新闻摄像机、

4K图像采集卡等设备，博冠光电科技公

司展示了全球首款8K极高清监控摄像

机。 在核心元器件区，华为通过5G网络

回传8K+VR视频的体验以及5G手机现

场快速下载， 展示了5G网络大带宽、低

时延、高安全性、自由移动等优势。

“4K产业链初步形成，8K关键技术

取得突破，4K花园计划今年拍摄一部8K

超高清电视连续剧，名字就叫作《筑梦花

城》。 ”4K花园董事长吴懿表示，《筑梦花

城》将在广州多个地标景点取景，以广州

本地青年的创业故事为主线， 反映广州

青年的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 电视剧将

在9月份开拍， 最快2020年与观众见面。

与4K制作相比，8K的内容制作成本仅高

20%，而且8K的技术也在不断突破，将会

成为未来超高清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向。“现在有些4K或8K视频的内容制作

是在普通录制的视频基础上， 通过转码

等技术手段制作而成，《筑梦花城》 将用

8K摄像机进行拍摄，从制作到输出都是

一部真正意义的8K电视剧。 ”

新型显示产值有望突破2500亿元

超高清视频产业链条长、涉及面广，

对信息产业各领域辐射带动效果明显。

去年， 广州获省市共建广州超高清视频

（4K）产业基地称号，随后成立了广州地

区促进4K产业发展联盟和广州半导体

协会， 推动了一批超高清视频重大项目

落户广州，4K产业创新集聚发展态势已

初步形成。 目前，全市已形成151个超高

清体验点、10个示范社区、7个示范村，带

动全市4K签约用户超过150万户。 2018

年， 广州新型显示相关产业实现制造业

产值1525.57亿元，增长3.4%。 随着一系

列超高清视频重大项目的推进， 广州新

型显示2019年产值有望突破2500亿元。

下一步， 广州将坚持以自主创新和

产业升级催生超高清视频产业新产品、

新应用， 充分发挥骨干企业支撑引领示

范带动作用，集聚龙头企业、核心人才、

资金等要素资源， 着力提升集成电路及

关键元器件等工业基础能力， 全力打造

世界级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

2019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会近20家单位展示最新科技发展成果

穗新型显示产值今年有望破2500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刘建庭）

昨日，2019 世界超高清

视频(4K/8K)产业发展大会超高清产业

应用分论坛在越秀区花果山举行， 发布

《花果山超高清视频产业特色小镇发展

规划》，正式启动花果山超高清视频产业

特色小镇和广州市全球超高视频清演示

展示中心建设，其中，花果山超高清视频

产业特色小镇拟分三期改造， 涉及周边

195 公顷的范围，总投资 3.6 亿元。

花果山位于广州白云山脉—越秀

山—珠江的山水轴线上，北连白云山，南

接越秀山，东至广州花园，西连广州高铁

站， 成为塑造广州城市地标级的景观节

点。过去，花果山片区是以广播电视制作

和信号发射业务为外人熟知。

越秀区规划依托广州广播电视台载

体空间， 通过注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

4K

影视、动漫、电竞）

、提升旅游景观环

境、完善休闲生活配套设施、优化交通路

网结构等方式， 分三期将花果山片区打

造成为以 4K 超高清产业数字内容制作

为核心千亿级超高清视频产业特色小

镇。首期改造以广州广播电视台、恒生大

厦等为主体的 10 公顷核心区域，以及东

方宾馆、 流花展馆和越秀国际展览中心

等周边区域 50 公顷。中期规划西至解放

北路，北至桂花路，东至科协西侧，南至

环市中路，用地面积 25 公顷。 远期规划

西至解放北路， 北至雕塑公园和金麓山

庄，东至麓景路，南至环市路南侧陶瓷大

厦、肇庆大厦周边区域，用地面积 105 公

顷。

根据发展规划， 花果山超高清视频

产业特色小镇改造升级项目拟投资 3.6

亿元， 以环市中路作为超高清智力创新

带，两边分别布局超高清产业聚集区、超

高清品牌服务区、超高清生态示范区，形

成“一带三区”的创新布局，打造全球新

型“显示之都”新亮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莉 ）

昨

日， 2019 世界超高清视频 (4K/8K)

产业发展大会召开， 吸引了众多包

括显示面板、 内容制作、 芯片、 网

络传输、 终端整机、 终端卖场等产

业链相关人士的参与， 其中 LG Dis－

play、 京东方、 华星光电等中外面板

显示行业数一数二的重量级嘉宾的

演讲， 引人关注。

LG Display 是全球面板显示产业

老大， 也是目前全球唯一拥有生产

大屏 OLED 面板的企业， 昨天出席

大会的该企业 CEO 韩相范表示， 自

2007 年开始 ， 广州就已成为 LG

Display 的核心生产基地以及公司的

重要的合作伙伴， 公司在广州投建

的海外首条 8.5 代 OLED 面板工厂

也将在今年第三季投产。 他认为，

5G 的数据处理速度及容量将会给内

容及显示产业的整体生态环境带来

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将改变流媒体

内容的质量； 另一方面， 也将带来

很多崭新的应用场景。 如无人驾驶

与流媒体结合， 会让交通工具变得

更加娱乐化。 “中国已经具备了在

5G 领域的全面技术”， 为此他号召

产业协力迎接 5G 时代。

“国产面板老大” 京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

首席执行官陈炎顺则在大会上发言

称， 预计 2025 年， 全球物联网市

场规模将达 11.2 万亿美元， 主要集

中在智慧智造、 智慧城市、 智慧健

康、 智慧零售、 智慧物流和智慧交

通等领域。 2018 年， 智慧端口数量

就已达 225 亿台左右， 预计到 2025

年， 这个数字将扩大到 700 亿台左

右。 “作为人机交互智慧端口核心

部分的显示， 在物联网时代下， 显

示将向超高清方向快速发展”， 他还

说， 在 5G 环境下， 多元应用场景

（比如远程医疗等）

则为超高清显示

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据行业机构

预测， 到 2025 年超高清市场产值预

计可超 605 亿美元， 为此京东方将

聚焦智慧端口器件、 智慧物联、 智

慧医工三大事业板块。

华星光电位列“国产面板老

二”， 其母公司 TCL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 CEO 李东生昨天在出

席大会时也认为， 未来 5 年是中国

超高清视频产业的重要战略期和发

展黄金期。 他指出了产业未来三大

变化趋势： 一是全球最大的市场需

求成为视频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视频信息已占当今网络流量的 60%，

预计 2019 年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产

值将达到 1.5 万亿。 2018 年， 中国

4K 电视机总销量 3190 万台， 占比

67%， 预计 2020 年， 中国将成为全

球最大的 4K 电视消费市场， 用户数

将超过 1.2 亿户。 二是视频技术创新

正进入“快车道”。 三是视频应用行

业已经全线布局， 产业链蓄势待发。

面板显示产业大咖齐聚产业大会，李东生———

未来5年是超高清

视频产业发展黄金期

花果山超高清视频产业特色小镇启动改造

打造全球新型“显示之都”新亮点

越秀分会场，一块大型超清触摸屏

被放置在门口供观展者体验。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嘉宾体验华为

5G+8K/VR

视频。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韩相范 陈炎顺 李东生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