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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智能·更科技·更无界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展示“屏”繁“视”界
□ 新

华

在家里观看 3D 视频、坐在汽车里观赏大屏幕播放的足球赛、到医院用手指点点
空气“不留痕迹”挂号缴费……在安徽合肥举行的 2021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上，一批更
智能、更科技、更无界的前沿显示产品和应用登台亮相。在科技创新引领下，颠覆想
象的
“屏”
繁的
“视”
界，
正悄然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更智能：
无处不在
副驾驶座上约 20 英寸大屏幕播放足
球赛、车前方的智能交互大灯显示行人
先行的提示……在高合汽车展台，工作
人员雷震简单滑动屏幕，向观众展示着
车载显示的智能化座舱应用场景。
一场音乐、智能交互灯光与汽车展
翼门开合相互配合的“车舞”，吸引众多
观众驻足欣赏。
“这款汽车经过三年多的
研发，目前已经实现量产并交付市场，处
处都体现着智慧显示应用。”雷震说。比
如，为驾驶员准备的抬头显示功能，可以
将行驶速度、导航等信息投射在挡风玻
璃前方，让司机不用转头、低头就能了解
驾驶必要信息，减少分神带来的危险。
让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展厅“燃”起来
的远不止此。
“此次大会以‘显示世界 看见未来’
为主题，在展厅专门设置了‘显示应用

无处不在’板块，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
慧生活等场景展现最新应用。”安徽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蒋晨捷
说，比如借助无触摸医疗自助机，用手指
点点空气就能“不留痕迹”挂号缴费，这
些显示产业新应用正悄然改变和影响着
人们的生活。
在家里观看 3D 视频，已从愿望走向
现实。
“ 我们采用改良的深位图算法，并
引入深度机器学习技术，实现 2D 片源的
3D 转换。”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展台工
作人员介绍说，用户戴上 3D 眼镜或是
VR 头盔，
即可观看 3D 视频。

更科技：
百花齐放
在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台，
多款高科技柔性显示产品中，一块像纸
一样可自由卷曲折叠的柔性显示屏，格
外引人注目。

“这是柔性 OLED 显示模组，卷曲半
径仅为 5 毫米，比去年参展时减少了 2 毫
米。”公司品牌中心主管尹路星说，
“别小
看这 2 毫米，它代表着技术水平的跨越提
升，柔性屏越柔，应用场景就越广。”目
前，柔性屏主要用于手机、智能手表等终
端，正逐渐扩展至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
居等领域。
新产品、新技术加速发展，是我国新
型显示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的突出
体现。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为新型显示
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机遇，在下游应用的
带动下，8K 超高清、窄边框、全面屏、曲面
屏等新型产品层出不穷，AMOLED、激
光显示、微显示、电子纸等各类显示技术
百花齐放，研发投入不断加大，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
在京东方展台，110 英寸、8K 显示屏
上的景物栩栩如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
感。OLED 透明显示技术，让屏幕不再
是一块“黑镜”，可以在显示画面的同时，
透过屏幕看到背后的景象。工作人员
介绍说，未来，这种屏幕可以用于智能网
联汽车的挡风玻璃。

更无界：
构建生态
深耕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的科大讯
飞，这次展示了用于会议场景的讯飞听

见智慧屏。这块屏幕集成了投影、白板
书写、语音识别、云端会议、会议记录自
动生成等多种功能。
“这是新型显示和人
工智能的强强联合。”展台工作人员廖纯
生说，显示产业与其他产业对接合作已
逐渐成为主流，未来新型显示和人工智
能将无处不在。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推进，正在构建
互惠互利的产业生态。
“我们注重石墨烯生产技术的研发
与应用，在触控显示、电子器件等领域取
得突破，目前跟合肥、武汉、深圳等地显
示企业开展合作。”合肥微晶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销售总监聂彪说，近几年公司业
务发展迅速，年产值已从 2017 年的 700
多万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4000 多万元。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在
开幕式上介绍，在关键领域创新突破上，
新型显示产品与 5G 通信、超高清视频、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等新型产业
加速融合创新，在汽车电子、远程医疗、
工业控制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
行业增长新动能。
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加强国内外合
作，带动全球产业链发展。中国工程院
院士彭寿认为，要加速推动全球产业链
的开放协作，提升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为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国际汽车后市场博览会将在郑州举办
本报讯 第十八届中国（郑州）国际
汽车后市场博览会将于 6 月 26 日-28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作为汽
车后市场领域具有行业知名度和影响
力的展会，每年一届的中国（郑州）国际
汽车后市场博览会，17 年来不断深耕，
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成为后市场久负盛
名的风向标。
本届展会规划展览面积 10 万平方
米，包含十一大主题展区，包括内饰展
区、精品展区、美容护理展区、膜类展
区、改装展区、洗美设备展区、连锁加盟
展区、汽车电子展区、机械设备展区、汽
车照明展区、汽车及配套服务，涵盖汽
车后市场全产业链。在这里，展商和观

众可以找合作、选产品、下订单，还可以
拓人脉、看趋势、谋商机，满足一站式商
业需求。
据了解，本届展会云集了近 3000
家国内外知名厂商，覆盖全国 90%以上
实力厂家，涵盖内饰、精品、美容护理、
膜类、改装、机械设备、汽车电子、汽车
照明、洗美设备、连锁加盟等板块主流
企业，现场将有十万多种新品亮相。强
大的参展阵容形成良好的交流、交易平
台，帮助买家拓展优质人脉。
经过组委会地推分队、外呼团队、
短信群发、行业协会、专业市场、行业媒
体、汽车媒体、门户网站、自媒体大 V 等
多方宣传邀约，截至目前，已预约登记

专业观众超过 8 万人。
目交流推荐会等丰富的配套活动。全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展会除了拓展
面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深入解读中国车
国内专业买家、组团买家的邀请渠道，
市及河南汽车下沉渠道发展变化，整合
尤其加大了对汽车经销商集团及整车
汽车后市场行业优质供应商资源，为企
厂的邀约服务。邀请到全国百强 4S 集
业采购助力，为企业推广造势，提升品
团及知名整车厂参观展会，深入沟通其
牌价值，
搭建合作平台。
采购需求，为展商和采购商搭建沟通采
与此同时，本届展会还将充分发挥
购桥梁，促进业务成交，拉动汽车后市
区位优势、展商优势和行业优势，凸显
场内需循环。
“展商强、买家强、会议强、传播强、服务
除了 6 月 26 日的中国（郑州）国际
强”的目标，全方位整合汽车后市场产
汽车后市场博览会开幕式以外，同期还
业链，带领品牌厂家下沉渠道，快速打
将举办营销破局·2021 首届中国汽车后
通从厂商到物流、终端门店以及消费者
市场模式峰会、金骏奖颁奖盛典、河南
的流通渠道，实现渠道的扁平化，为下
省汽车综合经销商行业峰会、4S 集团采
沉渠道的经销商、终端店等带来新产
购洽谈对接会、汽车服务商联盟优选项
品、新技术、新模式。
（杨晓卉）

河南开发区绿色发展再添助力
本报讯 日前，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绿色发展联盟郑州分中心正式成
立。该联盟是在商务部指导下，由天津、
北京、苏州、广州等 36 个在绿色创新、转
型提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于 2016 年 8 月共同发起成
立，旨在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
态效益并举，实现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
构优化，国际合作深化等，已吸纳 62 个在
绿色发展方面取得良好成效的国家级经
开区加入。绿盟郑州分中心将立足河

南，为黄河流域沿线各省经济技术开发
区提供绿色发展、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支
持服务，更好促进开发区实现经济发展
与生态效益并举，
取得更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驻郑州特办副特派员陈凯杰
介绍，我国国家级经开区正在开展“零
碳”示范区创建、开发区绿色创新提升发
展、高质量环保产业集群构建等工作，绿
盟郑州分中心的成立将为河南乃至中部
地区经开区开展绿色信息交流、节能环
保领域商业合作、绿色产业发展等带来
新机遇。

河南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王苏表
示，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必然要求，省内各开发区要不断
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快构建绿色生产
体系，使绿色生态低碳成为开发区的财
富、优势和品牌。希望在绿盟郑州分中
心的支持下，推动河南省开发区构建新
发展格局，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
续发展。
据了解，
绿盟目前服务商务部推动全
国工业园区的绿色发展与国际合作工作，
促进经开区在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领

域的交流、合作和互鉴，为各省重点工业
园区提供绿色高质量发展服务与支撑。
下一步，绿盟郑州分中心将依托总
部在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创新平台、绿
色企业、高等院校等方面丰富的渠道资
源，促进开发区在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
展领域的交流、合作和互鉴，和各园区一
起努力探索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
新模式，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
定力，探索绿色发展之路，发挥开发区在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引领、示
范和带动作用。
（杨晓卉）

第十届花博会成就两岸多元交流
□ 潘

清

“展馆和花都好漂亮！”
“ 蝴蝶、阿里
山和天灯，台湾展园看起来特别亲切！”
坐在学校礼堂里跟随屏幕上的导览员
“逛”花博，让上海台商子女学校的孩子
们兴奋不已。
正在上海崇明举行的第十届中国花
卉博览会，以“花开中国梦”为主题，是花
博会历史上展园面积最大的一届盛会。
为了让更多来自宝岛的学子们感受
绽放在祖国第三大岛的花博之美，在上
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的指导
下，崇明区台办和上海台商子女学校日
前联合举办千名台生
“云游”
花博活动。
从航拍视角下宛如斑斓蝴蝶的世纪
馆，到汇聚各地奇花异草的复兴馆，花博
会的壮观和多彩令学子们倍感新鲜。特

别是当镜头转向台湾展园，101 花塔、樱
沪台胞前往参观游览。而浓缩展现宝岛
花钩吻鲑、阿里山小火车等众多“台湾元
多样生态和美丽风姿的花博会台湾展
素”
一一呈现，
引来全场一片惊叹。
园，
也成为不少大陆游客的心仪之地。
虽然没能亲临现场，台生们对花博
18 日，来自上海奉贤区的沈小姐成
会并不陌生。花博会的吉祥物是“圆圆” 为室内台湾馆第 30 万名观众。在收到宝
和“梦梦”，会徽“花之梦”由“沪”字为原
岛特色纪念品的同时，沈小姐还获得了
型演绎而成，并融入“花、梦”两字巧妙变
一项“特殊待遇”——由馆长林惠义亲自
形，台湾展园以“花开两岸，同心圆梦”为
导览，体验“邂梦”
“ 入梦”
“ 惊梦”
“ 戏梦”
主题……在随后举行的有奖问答环节， “筑梦”五大主题场景，并亲手“放飞”祈
不少台生对花博会相关知识如数家珍，
愿幸福安康的多媒体天灯。
也因此收到了特别的礼物——花博会吉
“台湾馆是我花博行程的第一站，没
祥物玩偶。
想到能成为‘幸运观众’。”沈小姐兴奋地
经历了此次“云游”，不少台生都表
说，这次经历让她对台湾美景充满期待，
示“有机会一定要去现场看看”。上海台
希望疫情早点过去，自己有机会去宝岛
商子女学校校长陈俊男则表示，将通过
实地观光。
更多方式让学生们了解上海、体验花博，
作为台湾展园承建方代表，上海市
共享盛会。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张简珍表
开幕近一个月，花博会吸引众多在
示，台湾展园寓意两岸融合发展，两岸同

胞心灵契合，同心共圆中国梦。截至 18
日，花博会台湾展园室内外展区累计接
待游客近 40 万人次，成为名副其实的“网
红打卡点”
。
花博会展期内恰逢端午节，崇明将
连续多年举办的沪台包粽友谊赛“搬”到
了花博园区复兴广场，邀来两岸女同胞
共度佳节、同赏美景。
速度赛拼手速，花式赛比技巧，两岸
姐妹们在同台竞技的同时，也把对彼此
的祝福包进了小小的粽子里。主办方精
心安排的崇明土布秀、旗袍秀、香囊文化
展示，则让花博园里洋溢着浓厚的中华
传统文化氛围。
美美花博会，浓浓两岸情。作为首
次在岛屿上、森林间、乡村里举行的国家
级花事盛会，第十届花博会也成就了两
岸多元交流的一次次
“美丽约会”
。

安徽六安商务局
推动政务服务再优化
本报讯 安徽省六安市商务局（贸促会）窗口以便
民利民惠民为宗旨，以企业视角和数据协同思维打造
优质业务流程，为实现“一键直达”
“一次不跑”的不见
面审批,多方开展 7×24 小时政务服务宣传。通过培
训、会议、企业调研、微信群、QQ 群等多种方式开展
“7×24 小时政务服务地图”内容和步骤的宣传，让更
多企业了解、使用。
截止目前，六安市商务局 7×24 小时政务服务地
图新增用户量 904 位。办件数最多的对外贸易备案
和原产地证明均能通过 7×24 小时政务服务地图实
现秒批秒办和 24 小时随时办。
据悉，自今年 6 月 1 日起，六安市 7×24 小时政务
服务地图再升级为长三角政务地图，开启了沪苏浙皖
一市三省政务服务地图可切换可查看。
（许 霞）

香港贸发局：
香港出口指数连升五个季度
本报讯 香港贸易发展局 23 日公布，香港第二季
度出口指数环比上升至 48.7，已连续上升五个季度，
并预料今年全年出口增长 15%。
香港贸发局调查显示，本季度指数环比大幅升
9.7 点至 48.7，几乎所有行业和出口市场都录得正增
长，反映出口商情绪持续改善。其中机械业升 13 点
至 55.9、电子升 9.8 点至 48.8，升幅高于整体水平。出
口市场方面，中国内地已重返扩张领域，受访港商对
日本、欧盟、东盟和美国的前景比之前乐观。
香港贸发局研究总监关家明表示，随着环球贸易
复苏和生产活动重启，香港出口录得显著增长，首季
度出口总额同比升 33.2%至 11078 亿港元。目前世界
经济逐步重拾升轨，预料香港将继续受惠。在考虑多
项因素后，贸发局决定将今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 5%
上调至 15%。在低基数效应下，这是香港自 2010 年
从金融风暴复苏以来最强劲的出口反弹。
香港贸发局每季度均对 500 名来自香港六大行业
包括机械、电子、珠宝、钟表、玩具和服装的出口商进行
调查，
以了解他们对近期出口前景的看法，
指数高低代
表看好或看淡市况，
以 50 为盛衰分界线。 （新 华）

西藏林芝琼林村：
边疆美了 群众富了
本报讯 6 月仲夏，琼林如画。走进西藏林芝市米
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琼林村，崇山密林环绕的牧场上
鸟语花香、草长牛肥，
宛如一幅岁月静好的
“山河图”
。
在苍翠的密林之边，一座红色小牧屋格外引人注
目。
琼林村党支部书记达娃介绍说，这座小牧屋是世
居于此的珞巴族党员干部带领群众薪火相传、守家卫
国的见证。
西藏和平解放前，珞巴人民在山间峡谷、茂密丛
林中靠游猎为生，选取地势高且相对平坦、水源充足
的地方，用竹子搭起简易小牧屋临时生活、居住，并以
此为中心进行狩猎、圈巡领地。西藏民主改革后，珞
巴族群众已由流动小牧屋搬进了固定小庭院，实现了
定居，而这座红色小牧屋作为珞巴族游猎生活的代表
被保留了下来。
升一面国旗，守一方疆土。进入新时代，小牧屋
得到保护和修缮，门前建起了国旗台、竖了国旗杆，成
为珞巴族人民传承历史、守护山河的印记和象征。
近年来，琼林村党支部围绕产业富民、党建强边，
团结带领党员群众自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
建设者。琼林村党支部定期在小牧屋前“升国旗、唱
国歌”
，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珞巴族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其服饰由早期
的采集、狩猎服装演变而来。2008 年，米林珞巴族服
饰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建设幸福家园的同时，珞巴族优秀的服饰文
化也得到弘扬传承。
”
琼林村妇代会主任亚夏说。
亚夏是土生土长的琼林村人，作为琼林村珞巴织
布带头人，2015 年 5 月，她组织村里部分妇女办起了
“珞巴织布农牧民合作社”，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目前，合作社已吸引村里 47 名妇女加入并定期分红，
还建设了新的织布工坊，增添了织布设备。
“村民的钱
包鼓了起来，
‘非遗’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亚夏
说。
最近，合作社承接了村里学校的 40 套珞巴族传
统演出服饰制作订单，订单价格 36000 余元。亚夏
说，近年来类似的“大订单”越来越多，她们也要将服
装做得更精美。
琼林村党支部还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积极
引导群众投身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在南伊沟景区设立
了 4 个民族特色旅游售卖小组，5 年共计为全村增收
50 余万元。2020 年，琼林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
550 万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5 万元。
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如今的琼林村珞巴民族特
色新房整齐划一，柏油路宽敞平坦，幼儿园里孩子们
欢声笑语，文化广场上群众载歌载舞，家家户户门前
鲜艳的国旗迎风招展。
“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
继续努力，
让生活更好，
让边疆更美。
”
达娃说。
（白少波 司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