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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智慧空间”
在新区规划展览馆领略“新引擎”魅力

3月 17日，阳光明媚，记者走
进云南滇中新区规划展览馆：巨
型沙盘在声光电的演示下呈现出
滇中新区蓬勃发展的新风貌。该
规划展览馆是滇中新区面向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重要展示，也是大
家了解云南、了解滇中新区的必
到地点，前来参观的人群以客商、
政要等相关人士为主。

全面展现新区规划

“该馆的主要功能是展示云
南滇中新区建设规划，现阶段每
周均有 2～3次的参观人流，每月
至少有 1 次各级政府组织的参
观。”据滇中新区规划展览馆物业
项目负责人杨兴琴介绍，人流量
较大时，一天最多要接待 3至 4轮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

滇中新区规划展览馆位于新
区空港经济区综保区对面，是建设
在草坡上的一栋米灰色建筑，总建
筑面积1.4万平方米。

2015年 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
设立云南滇中新区，明确提出要把
新区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
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云南桥头
堡建设重要经济增长极、西部地区
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试验区和改
革创新先行区，滇中新区成为我省
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个被赋予承
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
任务的综合功能区。

五年来，滇中新区着力打造云
南高质量发展标杆和样板，努力成
为全省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改革创
新的新引擎、开发开放的新高地。

走进展览馆中心大门，迎面而
来的大屏幕正在播放视频。工作人
员用手中的 ipad就可操控视频播
放和馆内灯光。据介绍，展览馆内
实现了Wi-Fi全覆盖，是个“智慧
空间”。

走进二楼，首先映入记者眼
帘的是大厅中央近 1200平方米的
实体规划沙盘模型，模型为下沉
式，长 39.6米、宽 30.2米。据了解，
该模型面积为全国第五大、西南
第一大。

在沙盘模型上，大家可初步
了解滇中新区空港—嵩明片区的
规划效果：该片区涵盖昆明主城
区一部分和滇池一角，二者在空
间上的位置、关系在这里能看得
清清楚楚。

云南滇中新区的地理信息、
山川河流、交通网络以及产城融
合的规划设计，都是按测绘部门
和规划部门提供的数据微缩制作
而成。站在观景台上即可全景俯
瞰，也可使用多台AR望远镜拉近
画面，观察细节。

沙盘背后矗立着多媒体 LED
展示屏，长37米、高7米，面积达到
259平方米，采用目前最先进的P4
技术，是 10k超高清 LED屏。每当
播放宣传片，沙盘和多媒体屏幕实
现互动，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和
声、光、电技术共同将建设发展中
的新区立体效果呈现在众人面前。

“通过沙盘展示、宣传片介
绍、工作人员讲解，能
让参观者对滇中新区

有个全面了解。”杨兴琴说，为提
高服务质量，提升客商对新区相
关信息的了解，讲解员也都经过
细致培训，对新区目前的发展情
况、未来的规划烂熟于心。

将提供多方面服务

滇中新区规划展览馆展示中
心因其功能设计，形成两厅、一
院、一环廊布局。西厅是展示和举
办活动的空间；东厅布置有小型
商务展示区、商务洽谈区、办公区
及商务会议室，与西厅形成互补；
一院是位于两厅之间的空中庭
院，作为休闲放松区域；环廊则是
包裹两厅一院的周边连廊，将整
个建筑的上下交通串联起来，形
成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

“未来，展览馆还将承担空港
片区商务谈判、签约以及举办会议
等工作。”杨兴琴说，该馆计划将项
目展示区、商务会议区打造成为空
港片区最具代表性的中高端商务
会议中心、特色鲜明的中小型展览
展示中心、常态化中外文化交流品
牌，以特色文化产业助推新区经济
发展。

据悉，项目东侧一、二层展示
区，单层可用面积约 800平方米，
可提供客户举办各类小型展览，例
如书画、设计作品、服装、科技、产
品及各类商贸展。会议室具备演
出、远程视频等高端功能，能满足
客户举办聚会、召开商务会议
的要求。另外，展览馆还
能提供活动策划、礼
仪服务、舞台搭建
等服务。通过整
合自身商业配
套项目，通过与
良好品质供应
商合作提供优
质的餐饮、茶歇
等服务。

戴上专门的“墨镜”，3D电影
画面立即呈现在眼前。没错！这就
是墨镜大小的AR 智能眼镜，自
重仅 90克左右，无论是体积还是
画面感，都超越市面常见的 500克
左右头戴式AR显示装置。

这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和卓
越竞争力的OLED微型显示器，生
产基地就设在云南滇中新区空港
经济区，由云南创视界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

国内首条可量产
硅基OLED生产线就在新区

“体验感也太好了！毕竟没有
人会喜欢戴上‘砖头’显示器看视
频、打游戏吧！”这副“墨镜”如此轻
巧的秘诀是其中安装了纤薄、节能
的Micro OLED显示屏——仅有指
甲盖大小。

云南创视界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创视界公司”），是京
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京东方集团是一家为信
息交互和人类健康提供智慧端口
产品和专业服务的物联网公司，形
成以半导体显示事业为核心，
Mini LED、传感器及解决方案，智
慧系统创新、智慧医工事业融合发
展的“1+4”航母事业群。

创视界公司成立于2017年11
月，用地面积 136.19亩，产品面向
AR/VR、EVF（电子取景器）、FPV
（第一视角）等近眼显示市场，主

要从事OLED微显示器件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并致
力于打造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和卓越竞争
力的 OLED微型显
示器件研发、生产
基地，力争成为硅
基显示全球领导
者。

据悉，该公司
硅基OLED生产线，

为国内首条
具备大规

模量产能
力 的 硅 基

OLED生产线，
技术处于国
际领先地位。
相关技术产
品，可填补
国内民用微
显示器件产
业空白，助力
数字经济产业
发展，力争抢占
VR/AR 显示技术制
高点。

走在前沿的
下一代显示器工艺正在调试

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技术，
是半导体技术与 OLED显示技术
的结合，处于显示技术前沿。

通过将 OLED单元集成在硅
晶圆片上，充分发挥OLED的高效
率、低能耗、高对比度、高亮度、响

应快以及固态显示等优点，可广泛
用于虚拟显示与增强现实（VR/
AR）、数码相机取景器、夜视系统
等近眼显示领域。

硅基 OLED微型显示是战略
性新兴产业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VR/AR）的产业支柱，已成
为AR /VR近眼显示器
件继液晶显示后的
下一代显示器。

目 前 微 视
界公司旗下共
有项目 2 个，
分 别 为 ：
OLED微显示
器件生产线
项目（以下简
称 “8 寸 项
目”）、12英寸硅
基 OLED 项目（以
下 简 称“12 寸 项
目”）。其中，8寸项目达产
后年产能为 200万片，该项目于
2019年8月底竣工，现处于批量生
产、持续客户送样阶段。

为进一步扩大生
产规模，夯实产品
工艺技术水平，
提升市场全球
竞争力，该公
司正新建一条
12 寸项目生
产线，该项目
分 3 期实施，
整体建成任务
预计将于 2024
年 1月全部完成，
达产后年产能为
523万片。该项目一阶
段建设于2020年8月启动，
现正在进行一阶段工艺设备调试。

OLED微显示器
市场潜力巨大

硅基 OLED产品早期应用在
相机取景器、夜视仪等市场

领域，但随着 5G、云计
算 、AI 时 代 的 到
来，AR、VR等智
能穿戴设备，将
充分与行业应
用相结合，催
生各行各业内
容、硬件设备、
终端应用等数
字化变革与升
级 ，为 硅 基

OLED 应用领域
扩展提供机遇。
根据 IDC 数据分

析预测：OLED微显示器件
市场需求量 2020年为 700万片；
2022年为 2600万片；2024年将激
增致 4200万片，对应市场规模超
300亿美元。

高清近眼显示技术，作为先进
的显示技术之一，随着人工智能、
5G技术、工业4.0等新技术的快速
发展，将迎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几
乎覆盖人们未来生产生活的各个

领域，除了观看高清视频、直播等
消费类应用外，更将在医疗器械、
无人驾驶、军事国防、教育培训等
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重
要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方式
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他们将延

续在近眼显示领
域的领先优势，
加强与国内外
一线品牌合
作，持续推动
硅 基 OLED
相关技术在
行业应用、
场景范围及
C端产品上的

渗透与扩展，实
现产业链规模效

益，催生更多的商
业价值。

随着 5G时代的来临，必将
伴随着移动内容推送、数据服务和

终端设备的全面更新换
代，在 Micro-OLED

全面量产之后，万
物互联的实现
并不只是个
梦想，终有一
天你也可以
成为“头号
玩家”，遨游
于虚拟和现
实之间，到时
可不要迷失在

虚幻之中无法
自拔哦！

云南日报记者
张雁群 摄影报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

厘清昆明发展定位、发展目标、

发展路径和发展举措，推动昆

明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在

昆明召开现场办公会，为春城

昆明“把脉开方”。

3月 17 日，省委书记阮

成发、省长王予波等率队赴昆

明市开展现场调研。在云南滇

中新区规划展览馆暨昆明航

空大都市展示中心，阮成发强

调，新区要进一步做好规划工

作，加快实体经济发展，不能

大搞房地产开发。在云南创视

界光电科技、闻泰科技等企

业，阮成发希望企业将更多先

进产品落地云南生产，不断延

伸产业链。

省委省政府领导率队调研昆明，来到云南滇中新区——

这里的发展亮点很闪耀这里的发展亮点很闪耀

第一站 第二站

“指甲盖大小”
这家企业的微显示器为何这么“牛”

链接

知识多一点
OLED 全 称 为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即有
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是指
有机半导体材料和发光材
料在电流驱动下而达到发
光并实现显示的技术。

OLED 相 比 传 统 LCD
有许多优势：超轻、超薄(厚
度可低于1mm)、亮度高、可
视角度大（可达 170度）、由
像素本身发光而不需要背
光源，功耗低、响应速度快
（约 为 LCD 速 度 的 1000
倍）、清晰度高、发热量低、
抗震性能优异、制造成本
低、可弯曲。

OLED比传统LCD更能
够展示完美的视频，再加上
耗电量小，可作为移动电话、
数码电视等产品的显示屏，
它被业界公认为是最具发展
前景的下一代显示技术。

本报记者
肖永琴 摄影报道

Micro-OLEDMicro-OLED系列产品系列产品

新区规划展览馆内景新区规划展览馆内景

““墨镜墨镜””大小的大小的ARAR智能眼镜智能眼镜

在放大镜下体验高清画面在放大镜下体验高清画面

进行性能比较进行性能比较

OLEDOLED微显示器微显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