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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山大步迈进“超高清”时代

不仅有水帘洞，还将成为千亿级国家超高清视频内容制作示范基地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除署名外）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11 月 2-3 日，2020 世界超高清

视频(4K/8K)产业发展大会在广州

越秀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经过一年

多总投入 3 亿元的改造升级， 花果

山脱胎换骨，环境更加优美，并以超

高清视频产业特色小镇在世人面前

亮相。 据悉，小镇将力争在 2030 年

前打造千亿级国家超高清视频内容

制作示范基地。

花果山超高清视频产业特色小

镇

（以下简称 “小镇 ”）

位于白云山

脉———越秀山———珠江的山水轴线

上， 是广州生态缝合与景观展示的

重要节点， 核心区域占地约 10 公

顷，全域规划面积 190 公顷，分为超

高清视频产业集聚区、 品牌服务区

和生活配套区三大板块。

根据规划， 小镇将依托广州广

播电视台载体空间为核心区域，通

过超高清影视、动漫、电竞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特色产业注入、 旅游景观

环境提升、休闲生活配套设施完善、

交通路网结构优化等方式， 分三期

打造成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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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小镇以广州广播电视台

花果山台址为核心的约 60 万平方

米产业空间为载体， 经过一年多的

改造升级，整体实现脱胎换骨。小镇

里不仅有 600 平方米超高清演播

厅，还有 5G+4K/8K 展示体验中心

等功能平台。 此前从环市路进入花

果山必须经过狭窄的西胜街， 如今

已经拓宽为四车道， 下月起要设立

小镇穿梭小巴。不仅如此，通往花果

山的断头桥也即将通车，届时，环市

路可以直通花果山小镇， 出入更加

便捷。小镇里的咖啡店、便利店等生

活配套也陆续开张， 可以说一个拥

有现代化办公环境、 宜人的自然生

态和高品质公共服务集群的宜居宜

业宜游特色小镇正在形成。

花果山上还有水帘洞

如今人们去到小镇，首先要去体验的

便是小镇公共服务中心、超高清演播厅以

及 4K/8K+5G 展示体验中心。 其中，小镇

公共服务中心是小镇多功能服务的集中

区域， 主要为入驻企业提供接待招商、产

品展示等服务。 公共服务中心的外立面装

配了 3D 光子透明屏， 整块屏面积共 239

平方米，均采用全定制设计，屏幕安装在

玻璃幕墙内，实现无拼接，无暗区，屏幕内

外观看都具有百叶窗效果，由 LED 透明屏

业内顶尖的奥蕾达科技供应。 3D 光子透

明屏集中展示入驻企业超高清视频内容

制作成果，既融入岭南人文成果，又符合

花果山的文化元素，如体现广州商贸特色

的十三行长卷、水帘洞画面等，用先进的

技术展示改革开放成果，实现人屏互动体

验，打造小镇网红打卡点，提升小镇显示

度和知名度。

超高清演唱会首秀

花果山超高清演播厅由广州广播电

视台投资 2000 多万元进行改造， 能满足

超高清节目的录制要求， 现场配置摄录、

转播设备也采用国内顶尖技术。 改造完成

以来，先后进行了直播带货、英雄联盟、战

马杯王者荣耀电竞联赛等节目录制等大

型活动，成立了广州超高清产业应用研发

中心， 搭建了超高清视频版权交易平台，

开办了超高清视频征评电视专栏等，成为

是小镇内容制作的重要基地与载体平台。

在大会期间，小镇举办超高清演播厅演唱

会首秀， 现场搭建 4K 花园大型 EFP 现场

转播系统， 由专业导播调度现场 10 台广

播级 4K 摄像机完成节目信号制作， 实时

传输高规格的 4K HDR 信号，播出渠道覆

盖大屏端、移动端、TV 端和网络端等。

相关报道

全省4k用户

突破2200万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

福）

11 月 2 日，2020 年世界超

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会在广

州举办。 记者获悉，截至目前，

广东 4k 超高清用户数量已突

破 2200 万， 超高清产业发展

呈现新态势，已成为“广东名

片”。 本次大会以“超清视界，

5G 赋能”为主题，开幕式上，

超高清关键基础技术标准发

布，数字版权保护信任中心和

广东省超高清视频前端系统

创新中心启动仪式，广州市人

民政府与中国广播电视网络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超高清视频产业投资基金启

动暨中国

（广州 ）

超高清视频

创新产业示范园区揭牌仪式

先后举行。

近年来，广东把超高清视

频产业作为重点培育发展的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之一，在

全国率先出台支持产业发展

的系列政策，聚焦 4K/8K 标准

制定、关键技术攻关、产业集

聚发展，结合内容供给、行业

应用创新、网络传输承载等方

面持续发力，积极打造万亿级

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今年 1~

9 月， 广东 4K 电视产量接近

2300 万台，4K 用户突破 2200

万户， 可提供 4K 节目时长超

过 2.5 万小时，4K 电视机、机

顶盒、显示面板等产量均居全

国前列，超高清视频产业已成

为广东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

重要名片。

大会同期举办超高清视

频（4K/8K）小型成果展示。 记

者在展厅看到，华为、中兴等

行业龙头产商纷纷亮相，众多

高质量的超高清产品方案令

人目不暇接，展商中的一款沉

浸式 VR 游戏体验系统更是

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眼球。 此

外，展区还有柔性屏等超高清

行业产品的展示，有参观者表

示， 超高清技术+5G 的联动，

令生活更好玩，也更好看。

全新现代化国际会议场馆

位于流花路上的锦汉展览中心旧址，

目前已变身为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 该

中心是 2020 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

会会址，也是小镇超高清品牌服务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 会议中心建筑面积 5.3 万平

方米，一楼国际会展厅可容纳 3000 人的会

场，是一座能满足大规模会议的全新现代

化国际会议场馆。

首期改造以广

州广播电视台、电信

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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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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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山超高清视频产业特色小镇夜景。

小镇公共服务中心外立面装配的

3D

光子透明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