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紧张料延续至二季度

LCD� TV面板涨价动力不减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多家调研机构日前发布了TV面板

涨价风向标简报， 预期全球LCD� TV面

板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将延续至二季度。

供应持续紧张， 推动头部面板厂商价格

策略转为激进，LCD� TV主流尺寸产品2

月至3月价格将维持较大涨幅。

供需两端共振

各家机构给出的面板涨价力度略有

差异。集邦咨询预计，32英寸、43英寸、55

英寸和65英寸2月均价每片分别上涨2美

元、3美元、6美元和6美元。

群智咨询预计，2月-3月，32英寸均

价上涨3-4美元/片，39.5英寸至43英寸

均价上涨5美元/片。

奥维睿沃预计，32英寸和39.5英寸2

月均价上涨4美元/片，3月上涨4美元/

片，43英寸2月和3月均价各上涨6美元/

片，50英寸2月和3月均价各上涨8美元/

片，55英寸、65英寸和75英寸2月均价都

上涨10美元/片，3月上涨8美元/片。

供需两端共振使得价格上涨。 群智

咨询TV研究总监张虹表示， 海外市场

“宅经济” 和财政刺激双重效应持续，欧

美等市场终端零售表现持续强劲。 叠加

厂商回补库存需求，今年上半年TV整机

厂商面板备货意愿强烈。在供应端，上游

材料特别是各类IC供应缺口逐步放大，

且短期难以解决， 部分面板厂的有效供

应受到较大冲击。

1月底，日本玻璃基板龙头企业位于

韩国的玻璃基板工厂发生爆炸事故。 集

邦咨询认为， 虽然事故对整体玻璃基板

供给影响有限， 但在面板需求高涨的情

况下， 零部件端的微幅变动可能对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 由于熔炉受损后要进行

产能调度与分配， 该事件造成的供给缺

口主要影响时点将落在二季度。

中国厂商话语权增强

奥维睿沃预计2021年全球电视面板

出货量将同比小幅增长1%，较前期判断

略有提高， 增长点主要来自三星显示产

能退出推迟。

三星显示原计划在去年底前关停

LCD生产线，但未按期退出。奥维睿沃认

为， 可能来自于三星集团内部的综合考

量， 三星电子需要三星显示在面板资源

紧张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供应， 保证其供

应链稳定。

张虹预计，2021年全球LCD� TV面

板实际供应面积将同比增长6%。 该预测

考虑了多重因素， 如中国大陆新线产能

继续释放及产能爬坡进度、 韩厂产能退

出延迟的影响。

奥维睿沃指出，2021年中国大陆厂

商的规模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整体看，中

国大陆厂商继续扩大产能优势， 预计

2021年电视面板出货量占比将提升到

60%， 并延续2020年下半年以来对主要

尺寸面板的定价权优势。

长期跟踪面板产业的买方人士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强劲的需求支

撑本轮LCD面板价格上涨， 且LCD产

业基本上不会再扩产。 ” 方正证券电子

行业分析师陶胤至认为，随着竞争格局

改善，TV面板价格大幅调整的可能性

较低。

加快构建成熟产业生态

5G消息今年将全面走向商用

● 本报记者 杨洁

2月23日，在2021MWC（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展5G消息高峰论坛上，三大运营商及产业链合作伙伴公布了5G消息的最新进展，5G消息的标准化和产业化工作进展顺利，2021年将成为5G消息全面商用之年。

5G消息被认为是首个面向公众用户和行业用户的大规模5G特色应用，自2020年4月三大运营商联合发布5G消息白皮书后就备受市场期待。

已做好充分准备

中国联通集团公司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云勇在论坛上介绍，5G消息的平台、标准、业务、终端商用验证等工作即将完成，“运营商为5G应用做好了充分准备。 ”

事实上，5G消息白皮书发布后，市场频传5G消息即将商用。

5G消息商用离不开标准层面的统一。 张云勇介绍，中国联通携手中国信通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以及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制定了5G消息系统、终端、行业应用、计费、互通、运营等通信行业的标准。 克服困难，解决分歧，体现了运营商升级基础通信服务的决心。

张云勇表示，2020年11月18日中国联通打通了5G消息First� Call，目前已经具备准商用条件。 “5G消息我们采取边招标、边建设、边测试、边试点的推进方式，目前已具备小规模准商用的条件，多款旗舰商用终端已完成技术验证，正在测试验证三家运营商的互联互操作。 ”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市场部政企产品推进处处长赵文军介绍，中国电信自2019年开展5G消息预研，当年完成了验证平台和5G业务的初步部署。 自2020年4月8日与产业链共同发布5G消息白皮书后，加快了实施进度。 目前已完成MaaP（Messaging� as� a� Platform）平台的自主研发和CSP（Chatbot� Service� Provider）合作伙伴招募工作，

正在实施网络建设。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研究院业务所所长喻炜介绍，中国移动加速推进5G消息网络系统建设。 2020年6月30日，浙江和广东两个试商用节点建成。 2020年12月10日，全国大区节点均已建设完成。 截至今年2月份，已有中兴、OPPO、vivo、小米、三星等主流品牌45款终端支持5G消息，预计今年整个终端覆盖率将进一步提升。 “今年5G消息

将全面走向商用，我们将在扩大终端规模，丰富业务能力和完善通信体验三方面着力推进。 ”喻炜强调。

加快应用推广

喻炜表示，围绕5G消息的标准工作进展较快。 除了联合发布5G消息白皮书，三大运营商还进一步联合推动了国内5G消息相关标准的统一，将促进整个产业链加速成熟。 目前5G消息终端技术要求、终端测试方法等标准进展较快，其他的安全配置管理等相关技术要求在立项开展研究。

喻炜介绍，终端覆盖是5G消息成功的前提和重要基础。 当前RCS（Rich� Communication� Suite）终端中支持MaaP标准的比例还有待提高。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力度，让更多用户尽早体验到5G消息的服务。 同时，引导各终端厂商实现一致的用户体验。 ”

终端推进方面，中国移动发布了权益版终端的入库政策，新入库终端要求必须支持5G消息，存量入库终端要求推送一个系统升级包来支持5G消息。

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王翔介绍，今年中兴国内上市的5G手机将全系列支持5G消息，公司将全力支撑运营商推进终端全覆盖。 为加速产业升级，中兴通讯推出了Openlab� 2.0，发布了业界首个认证体系，对CSP在5G消息技术、运营、培训等方面提供建议，首批4家CSP已经获得认证证书。 中兴通讯还将与中国泰尔实验室在5G消息认证

领域展开合作。

行业应用方面，张云勇表示，5G消息应首先在受众广、用户影响大的政务、民生、金融等领域率先试点，加快构建成熟的产业生态，进而加速5G消息的应用推广。 据介绍，中国联通与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平安科技等客户开展了5G消息应用合作。

提升市场规模

在三大运营商及产业链伙伴的共同努力下，5G消息产业生态初步成型。 国金证券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罗露在论坛上表示，从5G消息的“近景”看，有望将传统的短信400亿元市场空间提升到千亿元左右规模。 从“远景”看，未来5-7年结合云、大数据、AI等新型技术，5G消息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000亿元。

5G消息，也叫RCS融合通信。 张云勇表示，RCS标准已经过12年的发展和迭代，商业化尚未取得成功，主要经验教训是以前的全球标准不统一、终端产业支持不足、缺乏积极性等。 但RCS技术被微信等互联网OTT应用借鉴，RCS的即时消息和群聊等得到了广泛应用，证明了RCS技术的可行性。

他认为，在当前5G规模商用、运营商供给能力集体升级的情况下，5G消息业务承载运营商信息服务升级的新使命。

罗露表示，对于5G消息用户拓展，可以参考互联网OTT应用的经验。 中国移动政企客户就超过700万家，三大运营商携手推广，5G消息B端应用的用户量会非常可观。

5G消息可能带来“量”和“价”两方面的变化。 预计到2025年移动用户平均每天接收消息数量将上升到5条，到2030年可能上升到10条。 5G消息未来的定价模式值得关注，5G消息渗透率提升将带来整体ARPU值上升。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

5G消息业务

●

本报记者 杨洁

2021年以来，吴通控股、梦网集团、神州

泰岳等多家上市公司通过互动易平台介绍了

5G消息业务开展情况。

朗玛信息公告，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启生

信息于2020年12月30日收到中国电信通知，

公司与启生信息通过了中国电信5G消息CSP

第一轮试点接入（集团渠道）的招募，中国电

信将于2021年1月11日启动相关对接工作。

吴通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

时称，子公司国都互联是三大运营商的短信

业务合作伙伴，已在多个业务落地省份获得

运营商5G消息CSP服务提供商资格，主要参

与行业客户组织的消息类移动信息服务采

购招标，并与众多客户签订了5G消息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未来公司将继续把握5G产业机

遇，聚焦5G基础设施建设、5G终端及模组应

用、5G消息应用三大场景， 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

梦网科技在互动平台表示， 深入布局

5G消息业务， 中标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2020年-2021年消息聚合平台运营支撑”

项目，并成为中国移动12个省份CSP合作伙

伴；成功入选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5G消息

CSP第一批合作伙伴。梦网在5G消息标准版

的业务量上占据行业较高市场份额。

神州泰岳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与运营

商有着良好的互动及合作，目前在多个省份

取得了5G消息CSP的入围资格。 同时，公司

推出了5G消息云平台， 为众多行业客户及

增值业务合作伙伴提供全方位支持，共同开

拓5G消息市场。 神州泰岳还表示，公司与蓝

色光标就5G消息的合作目前正在按照计划

推进。

中嘉博创表示， 一直在积极跟踪RCS

技术和产品的行业变化， 并基于RCS技术

将产品应用到金融行业领域。 公司于2018

年、2019年先后与新华人寿、太平洋保险集

团等保险集团合作， 推出基于RCS技术的

保险分红报告。 未来RCS技术和5G消息能

否蓬勃发展，需要全产业链积极推动，但存

在着的不确定性。 5G消息生态系统的完善

将有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落地。

公司纵横

2021/2/24

星期三 责编

/

郭 宏 美编

/

王建华 电话

/010-63070383

A05

Company

携手泰康保险

百度智能云加快布局智慧金融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百度旗下的百度智能云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布局智慧金

融领域，并已服务近200家金融客户。

智慧赋能

“与百度智能云合作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效率。 ” 泰康保险集

团科技中心科技研究院院长刘岩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以财务

报销为例，泰康与百度智能云联合研发的OCR平台，实现了对八

类票据的智能化识别， 票务覆盖面高达99.2%， 报销效率提升

110%，业务处理效能显著提升。 ”

百度作为国内人工智能领军企业，旗下的百度智能云在智慧

金融领域已服务近200家金融客户，构建起超过30家的合作伙伴

生态，并跻身中国金融云解决方案领域第一阵营。 在智慧医疗领

域，百度智能云已服务数万名医生，触达300多家医院和1500多

家基层医疗机构，累计服务人次超过2500万。

“泰康拥有保险数据和场景，百度智能云在智能化技术方面

有储备，让我们的合作水到渠成。” 刘岩称，“早在2017年，我们就

与百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2019年双方又成立了联合创新实验

室。 如果说战略合作更偏向于框架合作，联合实验室则更进了一

步，双方联合开展研发。 ”

解决“痛点”

百度智能云技术在保险场景的应用， 解决了泰康的一系列

痛点。

以保险理赔为例， 刘岩表示，“理赔是保险业务中的重要场

景，我们每年的保险案件数以百万计，且理赔案件报销票据种类

繁多。以前完全依靠人来录入票据信息，由于票据量巨大，限于人

力成本无法实现全量票据信息录入。 另外，全国二级以上的医院

近4万家，各家医院的版式、字段名称都不一样，这对保险机构构

成了极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经过多方寻找选择了百度，并取

得了预想中的效果。 ”

通过合作，百度智能云将识别速度快、准确率高的OCR技术

应用到了保险理赔中。 借助该技术，泰康实现了票据模糊、倾斜、

翻转、内容重叠、信息串行等情况的优化。 以褶皱、倾斜文本的矫

正为例，基于百度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可以完成文档矫正，

准确又快捷。

对于费用录入清单，以前人工录入一张单据要40分钟，与百

度智能云合作后，10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同时，泰康的成本也大大

降低。 刘岩表示，双方共同研发的OCR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

效益的双重提升。

深化合作

未来，百度智能云与泰康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随着技术的

升级， 泰康和百度智能云联合研发的智能理赔解决方案将应用

于智能控费、智能结算以及自动化结案，实现理赔流程的智能化

升级。

2020年10月，泰康与百度围绕保险、金融、本地生活服务、

营销、客户等方向探讨合作。 据了解，双方将持续探索智慧保

险、智慧养老社区、智慧医疗等场景建设的合作，推动保险行

业与人工智能的进一步融合， 加快推进保险业智能化转型升

级步伐。

“除了人脸识别、OCR，我们与百度在声纹识别、视频分析、

医学知识图谱、 健康管理和慢病管理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这

些都是我们打算发力的方向。 ” 刘岩表示，“这些内容都写入了我

们与百度的战略合作规划，正在一步步加快落实。 ”

他透露，近期泰康与百度就医学知识图谱的建设进行了

深入沟通。“预估用5年时间把医学知识图谱建立起来，到时

我们可以开展一系列线上智能问诊、导诊，以及医生端和患

者端的辅诊、药品推荐和风控等活动，把互联网医疗体系建

立起来。 ”

加快育种自主创新步伐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介绍

了这样一组数据， 我国粮食种子自主选育的品种种植面积占到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猪牛羊等畜禽和部分

特色水产种源立足国内有保障，现在畜禽、水产的核心种源自给

率分别达到

75%

和

85%

。

这一表述无疑向市场抛出了一颗“定心丸”。

2020

年以来，受

饲料需求逐步恢复、国内玉米产需存在缺口以及货币环境较为宽

松等因素影响，粮食价格有一定幅度上涨。

农业农村部注意到，在种子品种水平上，我国与国际先进水

平差距仍比较明显。其中，大豆和玉米的单产水平只有美国的不

到

60%

，蔬菜品种仅达到

13%

左右。 此外，生猪繁殖的效率、饲料

转化率和奶牛年产奶量都只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80%

左右。 特别

是白羽肉鸡，祖代种鸡主要依靠进口。这方面的发展水平直接关

系到我国农业相关产业的发展质量、速度和效益。

张桃林提到，农业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特别是在育

种的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方面， 我国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

较大差距，种业创新的主体企业竞争力不强，存在小、散、低、重

等问题。

目前，世界种业正迎来以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

技术融合发展为标志的现代生物育种科技革命，需要我们抓住机

遇、加快创新，打好种业翻身仗，实现种业的跨越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

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农业农村领域正在以更有力

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加快构建成熟产业生态

5G消息今年将全面走向商用

已做好充分准备

中国联通集团公司产品中心总

经理张云勇在论坛上介绍，5G消息

的平台、标准、业务、终端商用验证等

工作即将完成，“运营商为5G应用做

好了充分准备。 ”

事实上，5G消息白皮书发布后，

市场频传5G消息即将商用。

5G消息商用离不开标准层面的

统一。 张云勇介绍，中国联通携手中

国信通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以及

产业链合作伙伴， 共同制定了5G消

息系统、终端、行业应用、计费、互通、

运营等通信行业的标准。 克服困难，

解决分歧，体现了运营商升级基础通

信服务的决心。

张云勇表示，2020年11月18日

中 国 联 通 打 通 了 5G 消 息 First �

Call， 目前已经具备准商用条件。

“5G消息我们采取边招标、 边建

设、边测试、边试点的推进方式，目

前已具备小规模准商用的条件，多

款旗舰商用终端已完成技术验证，

正在测试验证三家运营商的互联互

操作。 ”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市场部政企

产品推进处处长赵文军介绍，中国电

信自2019年开展5G消息预研， 当年

完成了验证平台和5G业务的初步部

署。 自2020年4月8日与产业链共同

发布5G消息白皮书后， 加快了实施

进度。 目前已完成MaaP（Mes-

saging� as� a� Platform） 平台的自

主研发和CSP （Chatbot� Service�

Provider）合作伙伴招募工作，正在

实施网络建设。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研究院业务

所所长喻炜介绍，中国移动加速推进

5G消息网络系统建设。2020年6月30

日， 浙江和广东两个试商用节点建

成。 2020年12月10日，全国大区节点

均已建设完成。截至今年2月份，已有

中兴、OPPO、vivo、小米、三星等主

流品牌45款终端支持5G消息， 预计

今年整个终端覆盖率将进一步提升。

“今年5G消息将全面走向商用，我们

将在扩大终端规模，丰富业务能力和

完善通信体验三方面着力推进。 ”喻

炜强调。

2月23日， 在2021MWC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展

5G消息高峰论坛上， 三大运

营商及产业链合作伙伴公布

了5G消息的最新进展，5G消

息的标准化和产业化工作进

展顺利，2021年将成为5G消

息全面商用之年。

5G消息被认为是首个

面向公众用户和行业用户的

大规模5G特色应用，自2020

年4月三大运营商联合发布

5G消息白皮书后就备受市

场期待。

●

本报记者 杨洁

加快应用推广

喻炜表示， 围绕5G消息的标准

工作进展较快。 除了联合发布5G消

息白皮书，三大运营商还进一步联合

推动了国内5G消息相关标准的统

一，将促进整个产业链加速成熟。 目

前5G消息终端技术要求、 终端测试

方法等标准进展较快，其他的安全配

置管理等相关技术要求在立项开展

研究。

喻炜介绍， 终端覆盖是5G消息

成功的前提和重要基础。 当前RCS

（Rich� Communication� Suite）终

端中支持MaaP标准的比例还有待提

高。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力度，让更

多用户尽早体验到5G消息的服务。

同时，引导各终端厂商实现一致的用

户体验。 ”

终端推进方面，中国移动发布了

权益版终端的入库政策，新入库终端

要求必须支持5G消息， 存量入库终

端要求推送一个系统升级包来支持

5G消息。

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王翔介绍，

今年中兴国内上市的5G手机将全系

列支持5G消息， 公司将全力支撑运

营商推进终端全覆盖。为加速产业升

级， 中兴通讯推出了Openlab� 2.0，

发布了业界首个认证体系，对CSP在

5G消息技术、运营、培训等方面提供

建议， 首批4家CSP已经获得认证证

书。中兴通讯还将与中国泰尔实验室

在5G消息认证领域展开合作。

行业应用方面， 张云勇表示，5G

消息应首先在受众广、 用户影响大的

政务、民生、金融等领域率先试点，加

快构建成熟的产业生态，进而加速5G

消息的应用推广。据介绍，中国联通与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平安

科技等客户开展了5G消息应用合作。

提升市场规模

在三大运营商及产业链伙伴

的共同努力下，5G消息产业生态初

步成型。 国金证券通信行业首席分

析师罗露在论坛上表示，从5G消息

的“近景” 看，有望将传统的短信

400亿元市场空间提升到千亿元左

右规模。 从“远景” 看，未来5-7年

结合云、 大数据、AI等新型技术，

5G消息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000

亿元。

5G消息，也叫RCS融合通信。 张

云勇表示，RCS标准已经过12年的

发展和迭代， 商业化尚未取得成功，

主要经验教训是以前的全球标准不

统一、终端产业支持不足、缺乏积极

性等。 但RCS技术被微信等互联网

OTT应用借鉴，RCS的即时消息和

群聊等得到了广泛应用，证明了RCS

技术的可行性。

他认为，在当前5G规模商用、运

营商供给能力集体升级的情况下，

5G消息业务承载运营商信息服务升

级的新使命。

罗露表示， 对于5G消息用户

拓展，可以参考互联网OTT应用的

经验。 中国移动政企客户就超过

700万家， 三大运营商携手推广，

5G消息B端应用的用户量会非常

可观。

5G消息可能带来“量” 和“价”

两方面的变化。预计到2025年移动用

户平均每天接收消息数量将上升到5

条，到2030年可能上升到10条。5G消

息未来的定价模式值得关注，5G消

息渗透率提升将带来整体ARPU值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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