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万亿风口呼之欲出 超高清视频千帆竞渡

本报记者 杨洁 张兴旺 高佳晨

“日新月异、一日千里。 ”京东方副总裁、显示事业TV� SBU总经理王闰企这样描述近年来超高清显示产业升级换代的情景。

中国联通日前获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至此，三大电信运营商均已获得该许可证。 超高清产业链长，投资大。 其中，超高清视频将是5G重要应用领域，预计2022年产业规模将超4万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4K显示产品已基本完成对上一代产品的替代，8K产品具备快速上量条件。 超高清显示产业硬件已经成熟，但内容不足成为影响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8K产品出货加速

王闰企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5年前京东方4K及以上分辨率显示产品出货量内部占比只有9%，而今年一季度国内出货占比超过70%，尤其是55英寸及以上大尺寸产品的分辨率基本都是4K及以上的，“成长速度惊人，4K已经基本完成对2K、1K的替代” 。

京东方2015年在国际消费电子展（CES）协助合作伙伴发布110英寸8K超高清液晶显示电视以来，超高清产业链各环节逐渐走向成熟，4K、8K超高清显示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8K显示产品出货进入加速期。“8K面板出货量增长非常快。 2020年TCL华星在全球8K面板市场占有率不到1%，今年有望接近8%。 ” TCL华星光电面板技术开发处总监肖军城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TCL华星已于2020年4月完成55英寸、65英寸、75英寸60Hz� 8K产品对国内外一线品牌客户的规模

出货。

在显示面板产业上游，集创北方提供显示驱动芯片等零部件。公司CTO李卓认为，分辨率提升带来芯片需求量成倍增加。“超高清并不只是分辨率提高，刷新率、广色域等方面均有相应的提升。对于芯片层面而言，需要处理的数据量成倍增加，需在接口传输、功耗控制等层面进行技术革新，以适配显示面

板的需求。 除了显示驱动芯片，电源管理芯片、TCON芯片、TV� SOC等都需要升级。 ”李卓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随着超高清显示产业链各环节的成熟，成本逐步下降。 王闰企介绍，按照显示面板迭代规律，当成本进入上一代产品1.5倍区间时，上量速度将大幅加快。

据了解，目前京东方和华星光电的8K面板已进入4K面板成本的1.5倍区间，之前是二至三倍。 8K面板已具备快速上量条件。“希望在2021年年底，8K面板产品的成本降至4K产品的1.2倍。 ”肖军城说。

王闰企预计，今年全球8K产品出货量可能突破100万台。 “这是一个重要门槛，之后将进入加速增长期，2025年全球8K产品出货量预计超过1500万台。 ”

超高清视频产业链加快升级换代，推动视频制播、网络传输等环节创新发展。 视频制播方面，芒果超媒、东方明珠（投资了索贝数码）、号百控股（投资了4K花园）等企业开展了相关业务，而当虹科技、数码视讯是超高清编解码产品提供商。

超高清显示终端方面，四川长虹、海信视像、深康佳等家电企业以及京东方、TCL（华星光电）等上游显示面板企业均为主力厂商。 核心元器件方面，韦尔股份旗下豪威公司、格科微等企业发力CMOS领域。

内容建设恰逢其时

从消费终端看，4K产品已完成对上一代产品的替代。 小米集团电视业务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1080P分辨率电视产品销售占比下降，逐渐由4K分辨率电视替代。 除了少部分小尺寸产品外，小米电视基本上都采用4K分辨率面板，小米盒子在售产品也全部支持4K分辨率解码。

小米集团电视业务负责人也坦言，目前8K电视销售占比仍较低。 2020年小米推出首款8K+5G电视———小米电视大师82寸至尊纪念版，售价高达49999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国美电器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门店发现，店内已有TCL、三星等家电厂商的8K电视出售，三星的某款65英寸8K超高清电视售价为18999元。“8K产品都贵，也没有内容，买回去目前只能看4K的内容。 ”门店工作人员说。

“内容缺乏会影响超高清产业发展。除了硬件成本下降，还要建立引领画质的标准和方向。”肖军城介绍，他们的8K面板产品主要卖给三星和索尼，应用主要在北美市场。“国内不少消费者早期更关注尺寸大小，现在也开始关注画质和体验了。”

李卓认为，芯片已不是超高清产业链的发展瓶颈。 “不少芯片厂商早就做了相应技术积累和布局。 从目前情况看，内容制作走在了后面，影响到了产业推广节奏。 尽管国内六成电视都是4K显示屏，但多数时候还是在看2K内容。 ”

超高清内容的普及离不开制作、传输、存储、分发等环节。 传输已不是障碍。 数码视讯副总裁王雪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4K、8K内容传输时需进行压缩，10G的内容在央视总台画质标准下能压缩到20M-30M，如果是新媒体等小屏需求，可以压缩得更低，并且严格保证画面质量。

王雪介绍，AVS3是国内自研的面向8K超高清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对标国外的H.266的编码标准。 在同等条件下，采用国内标准压缩效果甚至更好。 同时，数码视讯还基于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算法，推出了对画面进行动态处理的感知编码技术，在带宽资源、计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集中优势资源

把人眼聚焦的部分画面处理得更好。

当虹科技提供超高清视频压缩、低码高画质技术，在同样清晰度下可以节省30%-50%带宽。 公司董秘谭亚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超高清产业链硬件发展快，掣肘在于内容制作，“产出大量高质量超高清内容还需要时间。 ”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21年3月底，全国各级播出机构经批准开办4K超高清频道7个。 但只有央视超高清频道能在全国范围落地接收。

谭亚表示，已开通的7个超高清频道播出量并不大，相比2019年提出的计划节奏要慢不少。 对于如何丰富超高清视频内容，王闰企认为，探讨电视与网络内容的融合，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可能是选择之一。

创新空间超乎想象

超高清内容制作成本通常是普通高清作品的至少1.5倍，生产周期在1.5倍以上，存储空间8倍以上。

“以摄像机为例，一台4K摄像机租赁费用约1000元 /天，普通高清摄像机每天只需几百元，而8K摄像机租赁成本每天要2万元。 ”王雪表示，商业模式及版权保护也需要完善。 “制作成本太高，版权保护如果不到位，会打击制作方的积极性。 ”

曾在广电体系及优酷担任高管多年的吴懿，2016年创办了4K花园，专门从事超高清内容的制作与分发。 吴懿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4K花园累计储备了15000小时4K内容。 “超高清是趋势，但内容制作这件事很复杂。 ”

尽管困难不少，但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发布的《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年）》显示，2020年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总规模达到1.8万亿元，2022年产业总体规模预计超过4万亿元。

谭亚认为，大型体育赛事可以为超高清产业发展提供契机。 “2021年和2022年是关键节点，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以及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会有很多超高清内容落地，不仅在家里，大街上、马路边的户外大屏也许都能看到8K视频。 ”

5G与超高清发展相辅相成。 谭亚表示，大家都在找5G的大规模杀手级应用，而超高清视频可能最快落地。 王雪说：“超高清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只是打开了一扇门，未来有太多事可以做，比如无人驾驶、远程医疗等。 ”

除了超高清内容分发，吴懿还想做其他更有趣的事。 “比如，与AI、大数据结合，打通游戏、电商等场景，把产业链做长、做大。 ”吴懿认为，8K内容的媒体属性会差一些，但艺术属性会更强，能产生令用户大开眼界的效果，“结合裸眼3D技术，户外8K大屏向公众展示缤纷的艺术、广告创意作品，甚至成为网

红新地标。 ”

电信运营商也欲分享5G+超高清盛宴。中国电信天翼超高清负责人肖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作为5G应用产品之一，中国电信推出天翼超高清APP，运用4K、多机位、自由视点等技术，助力中国电信5G快速发展。“超高清视频与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深度融合，业务场景和商用模式的创新将超

乎想象。 ”肖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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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同比增长近三成 顺差增加56.2%

需求提振 前5个月外贸亮出高分成绩单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海关总署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5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4.76万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28.2%， 比2019年同期增长21.6%。 其

中，出口8.04万亿元，同比增长30.1%，比2019

年同期增长23.6%；进口6.72万亿元，同比增长

25.9%， 比2019年同期增长19.2%； 贸易顺差

1.32万亿元，同比增加56.2%。

专家预计，未来进出口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势头。 出口份额提升是大概率事件，内外需共

振将继续提振进口需求。

出口增速仍处高位

数据显示，5月，按美元计，我国出口同比

增长27.9%，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仍处于

高位。

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分析了5

月我国出口保持高增长的原因：一是海外需求

旺盛，消费品出口维持在高位。 “除了经济修

复、需求回升外，支撑中国出口高增长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海外主要经济体供需错位，需求恢

复得快，但生产跟不上。 ” 二是当前海外需求

持续修复，在需求的带动下，生产修复趋势相

对确定，机电产品、通用机械等与生产相关的

商品出口表现不俗。

李奇霖表示，5月出口表现不佳的项目主

要是防疫物资。 随着全球疫苗接种，对防疫物

资的需求明显回落， 且因为高基数的原因，防

疫物资出口在5月出现了下滑。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表示，海外主

要经济体的制造业PMI均位于高景气度区间，

为5月我国出口增长提供了较好外需条件。 不

过，需警惕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挤压小型企业

盈利空间，进而降低出口产业链上小型企业的

生产及接单意愿。

出口增势有望延续

“往后来看， 出口有望继续保持较好增

长。 ” 李奇霖说，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受益于全

球经济复苏，海外需求有望继续增加；二是海

外主要经济体供需缺口扩大，对进口依赖度提

高；三是疫情在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扩散，致使

这些国家的生产迟迟难以恢复，相应延缓了我

国出口份额高位回落的进程。

李奇霖特别提到，海外频繁出现的疫情，进

一步凸显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全球产业链加速向中国集聚， 突出表现为外商

直接投资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超预期走高。

东吴证券宏观研究员赵艺原表示，鉴于海

外主要经济体地产销售对中国家电、家具类出

口具有领先性，预计年内中国地产相关产品出

口将维持良好表现。全年中国出口份额继续提

升是大概率事件。

进口需求逐渐释放

5月， 按美元计， 我国进口同比增长

51.1%，增幅较上月有所扩大。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从进

口需求角度来看，5月PMI数据显示国内制造业

仍处扩张区间，服务业消费升温，建筑业景气回

升、扩张动力增强，内需修复继续支持进口需求

释放。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表现持续强劲，对相关

原材料和中间品进口也形成较强拉动效应。 此

外，受需求向好、价格上涨和供给偏紧等预期

影响，部分企业提前备货，加大原材料采购力

度，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当期进口需求。

在李奇霖看来，基数效应对进口同比走高

形成明显支撑。 去年5月，疫情在全球蔓延，多

国生产陷入停滞，导致2020年5月进口同比下

滑16%。 此外，大宗商品涨价继续推动进口金

额同比增速走高。 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市场

流动性宽松等，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继续走高，

5月虽然国内黑色系金属价格出现大幅回调，

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有色金属、原油等商品的

价格进一步走高。

王青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国内经济将维持

修复态势， 消费和服务业回升的潜力仍然较

大，“碳中和” 带来新型基建和设备升级需求，

出口料将保持强劲，内外需共振将继续提振进

口需求。

四万亿风口呼之欲出 超高清视频千帆竞渡

●本报记者 杨洁 张兴旺 高佳晨

“日新月异、一日千里。 ”京东方副总

裁、显示事业TV� SBU总经理王闰企这样

描述近年来超高清显示产业升级换代的

情景。

中国联通日前获得《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经营许可证》。至此，三大电信运营商均

已获得该许可证。 超高清产业链长，投资

大。 其中，超高清视频将是5G重要应用领

域，预计2022年产业规模将超4万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4K显示

产品已基本完成对上一代产品的替代，

8K产品具备快速上量条件。 超高清显示

产业硬件已经成熟，但内容不足成为影响

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8K产品出货加速

王闰企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5年前

京东方4K及以上分辨率显示产品出货量

内部占比只有9%， 而今年一季度国内出

货占比超过70%，尤其是55英寸及以上大

尺寸产品的分辨率基本都是4K及以上

的，“成长速度惊人，4K已经基本完成对

2K、1K的替代” 。

京东方2015年在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协助合作伙伴发布110英寸8K超

高清液晶显示电视以来，超高清产业链各

环节逐渐走向成熟，4K、8K超高清显示产

品走进千家万户。

8K显示产品出货进入加速期。 “8K

面板出货量增长非常快。2020年TCL华星

在全球8K面板市场占有率不到1%， 今年

有望接近8%。” TCL华星光电面板技术开

发处总监肖军城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TCL华星已于2020年4月完成55英寸、65

英寸、75英寸60Hz� 8K产品对国内外一

线品牌客户的规模出货。

在显示面板产业上游，集创北方提供

显示驱动芯片等零部件。公司CTO李卓认

为， 分辨率提升带来芯片需求量成倍增

加。 “超高清并不只是分辨率提高，刷新

率、广色域等方面均有相应的提升。 对于

芯片层面而言，需要处理的数据量成倍增

加，需在接口传输、功耗控制等层面进行

技术革新，以适配显示面板的需求。 除了

显示驱动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TCON芯

片、TV� SOC等都需要升级。 ” 李卓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

随着超高清显示产业链各环节的成

熟，成本逐步下降。王闰企介绍，按照显示

面板迭代规律， 当成本进入上一代产品

1.5倍区间时，上量速度将大幅加快。

据了解，目前京东方和华星光电的8K

面板已进入4K面板成本的1.5倍区间，之

前是二至三倍。8K面板已具备快速上量条

件。“希望在2021年年底，8K面板产品的

成本降至4K产品的1.2倍。 ”肖军城说。

王闰企预计， 今年全球8K产品出货

量可能突破100万台。 “这是一个重要门

槛， 之后将进入加速增长期，2025年全球

8K产品出货量预计超过1500万台。 ”

超高清视频产业链加快升级换代，推

动视频制播、 网络传输等环节创新发展。

视频制播方面，芒果超媒、东方明珠（投资

了索贝数码）、 号百控股 （投资了4K花

园）等企业开展了相关业务，而当虹科技、

数码视讯是超高清编解码产品提供商。

超高清显示终端方面，四川长虹、海信

视像、深康佳等家电企业以及京东方、TCL

（华星光电） 等上游显示面板企业均为主

力厂商。核心元器件方面，韦尔股份旗下豪

威公司、格科微等企业发力CMOS领域。

内容建设恰逢其时

从消费终端看，4K产品已完成对上一

代产品的替代。 小米集团电视业务负责人

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1080P分辨率电

视产品销售占比下降，逐渐由4K分辨率电

视替代。 除了少部分小尺寸产品外，小米

电视基本上都采用4K分辨率面板，小米盒

子在售产品也全部支持4K分辨率解码。

小米集团电视业务负责人也坦言，目

前8K电视销售占比仍较低。 2020年小米

推出首款8K+5G电视———小米电视大师

82寸至尊纪念版，售价高达49999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国美电器位于深

圳市南山区的门店发现，店内已有TCL、三

星等家电厂商的8K电视出售，三星的某款

65英寸8K超高清电视售价为18999元。

“8K产品都贵，也没有内容，买回去目前只

能看4K的内容。 ”门店工作人员说。

“内容缺乏会影响超高清产业发展。除

了硬件成本下降， 还要建立引领画质的标

准和方向。 ”肖军城介绍，他们的8K面板产

品主要卖给三星和索尼， 应用主要在北美

市场。“国内不少消费者早期更关注尺寸大

小，现在也开始关注画质和体验了。 ”（下

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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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亿美元

5月外储规模小幅上升

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5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218亿美元， 较4月末上升236亿美元，升

幅为0.74%。 专家表示，今年我国经济总体

延续稳定恢复态势， 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将

继续为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A04

A股寻“牛” 记：

核心资产何时王者归来

6月7日，军工、科技、酒类板块轮番表现，

助力沪指探底回升。此外，春节后大幅回调的

各类行业“茅”走势均有所回升。分析人士预

计，A股大概率延续核心资产牛市而非普涨牛

市。 6月起，市场进入中报披露窗口期，建议投

资者锚定核心资产的长期投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