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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安军团”快速崛起 打造新型显示产业集群
文 / 徐宏

聚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新阵地
华夏幸福在河北省固安、霸州等区域已构建了新型显示产业集群，
下一步将在江苏、安徽、河南、广东等重点区域陆续谋划产业集群。

继亮相日本后， 固安新型显
示产业集群近日在特区深圳大放
异彩。
2018 年 4 月 9 日 ， 以“智 领
新时代，慧享新生活”为主题的
第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下
称“CITE”）在深圳会展中心拉开
序幕。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的 展 示 平 台 ，CITE 集 中 展 示 了
全球电子信息产业最新产品和
技术，吸引了各大企业前来同场
竞技。 这当中，集聚了多家新型
显示龙头企业的华夏幸福固安
产业新城展区，成为现场备受瞩
目的焦点之一。
这支来自河北省的新型显示
产业“固安军团”让人眼前一亮。
云谷科技、京东方、鼎材科技、翌
光科技均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
位， 这些固安新型显示产业集群
的代表企业分别展示了各自的最
新科研成果， 产业集群优势得到
了充分彰显。

华夏幸福展区，充满科技感的新型显示产品引来观众驻足观看。

华夏幸福已是产业“
老兵”，拥
有多年开发运营产业新城的经验，
在全国多地产业新城打造的百余
个产业集群，成为引领中国制造向
中国智造转型升级的一个个新阵
地。按华夏幸福执行总裁赵威的说

法，每一个产业集群都是中国智造

持续地发展。

集群。 按照计划，到 2025 年，固安

的
“
梦之队”，华夏幸福为区域提供
产业发展的全流程综合解决方案，

新型显示产业“固安军团”，
是华夏幸福众多产业集群中的佼

产业新城将打造千亿级“全链条、
全要素、全生态”的智能硬件产业

促进产业链核心环节在空间上高
度集聚， 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可

佼者之一。目前，固安产业新城正
在 加 快 构 建 新 一 代 OLED 产 业

集群， 成为全球新型显示产业集
聚区。

新型显示“固安军团”亮相 CITE
固安产业新城展区能在其中吸引业界高度关注，与新型显示产业“固安军团”的强大实力不无关系。
笔者在现场看到，CITE 开幕
当日， 华夏幸福固安产业新城展
区人气热烈， 充满科技感的新型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巨头的京
东方也是固安产业新城的排头兵

业，目前 OLED 材料技术和产品质
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同时也
是国内最早从事彩色光刻胶产品

科技的 OLED 材料设计产能为年

显示产品引来了很多参展观众驻
足观看。

之一。扎根园区 12 年来，京东方在
固安产业新城的投入已超过 30 亿

领域技术开发的团队之一。 鼎材

吨级以上。

CITE 由国家相 关 部 门 与 深
圳市政府共同举办，是全球电子信
息领域科研成果的一个重要竞技

元，自主开发新产品百余款。 早在
2016 年底， 固安产业新城京东方
科技集团移动显示系统项目二期

场， 也是引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本届展出面
积逾 10 万平方米， 吸引了 1600
多家企业参展。 固安产业新城展
区能在其中吸引业界高度关注，

建成投产， 具备了年产中小尺寸
TFT-LCD 显示模组 1.55 亿片的
能力，客户群体涵括华为、OPPO、
小米、 三星电子、vivo 等国内外知
名手机厂商。

与新型显示产业“固安军团”的强
大实力不无关系。
其中，云谷科技在固安产业
新城投资建设的云谷 （固安）第
六代全柔 AMOLED 生产线是焦

成立于 2015 年的翌光科技，
则是一家致力于“以科技创新重
新定义光与照明”的高科技企业，
目前已在有机半导体照明领域打
通了制约技术产业化的关键技

点之一。 项目已于 2017 年 3 月
全面开工、2017 年 8 月完成主体

术， 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了多项技
术突破， 并成功将产品应用于家

封顶， 并于 2018 年 1 月工艺设
备安装调试， 计划 2018 年建成
投产。

用照明和车载照明领域，是
OLED 照明行业的先驱者。
鼎材科技的实力同样深厚。

此外，正在建设的云谷（固安）
第六代全柔 AMOLED 生产线，是
国内第六代全柔 AMOLED 生产

公司是我国 OLED 有机发光材料
及彩色光阻材料领军企业， 由一
批具有清华、 北大技术背景和显

线，也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重大高科技产业项目，技术性能位

示领域行业背景的专家、 技术人
员组建而成。 在 OLED 有机发光

居世界前列。
而作为云谷（固安）项目技术

材料及彩色光阻材料两大主营业
务上， 鼎材科技有着举足轻重的

团队， 维信诺是国内主导柔性显
示国际标准的企业， 已多次主导
制定 OLED 产业的国际标准、国

行业地位。
在 OLED 有机发光材料业务
领域，鼎材科技是国内较早具备实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荣获了“国家

际量产经验及销售实绩的材料企

产 3 吨级以上， 彩色光阻等其他
电子新材料设计产能为年产 1000

华夏幸福是中国领先的产业新
城运营商，秉持“以产兴城、以城带

业，华夏幸福在河北省固安、霸州等

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系统化

下一步将在江苏、安徽、河南、广东

发展理念， 通过创新升级“政府主
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的 PPP 市

等重点区域陆续谋划产业集群。
那么，产业集群会有哪些效应，

场化运作模式， 探索并实现所在区
域的经济发展、 城市发展和民生保

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什么助益？
“企业到一个地方去，首先要

障，有效提升区域发展的综合价值。
在华夏幸福看来， 产业是经济
增长的动力之源， 是产业新城的立

有一个好的产业链环境， 如供货的
高效和快速。 供货的上游材料厂家
就在附近， 这给我们的支持是很大

根之本。 因此，华夏幸福把“产业优
先”作为核心策略，主要聚焦电子信
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

的。”严若媛认为，在协同研发方面，
随着中国 OLED 产业水平的提升，
企业之间需要更多的紧密联合，“
大

天、新材料、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
10 大产业， 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
源，并凭借约 4600 人的产业发展团
队为合作区域提供全流程产业发展
解决方案， 通过促进产业链核心环

家就在同一个园区， 可以更加高效
地进行相关配合， 也有利于企业技
术能力的提升”。

节在空间上的聚集， 已经为合作区
域打造了近百个产业集群， 实现区

者表示，翌光科技作为 OLED 产业
链中间的模组生产企业， 身处产业

域高质量发展。
为了促进产业聚集， 华夏幸福

集群中，在产业链、物流成本、技术
交流以及吸引高端人才方面， 都会

坚持构建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的
宜居产业新城，通过城市的规划、设

带来一定的帮助。
固安鼎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

计、建设和运营“四位一体”的完整
发展体系，以战略前瞻的规划引导，

监徐勇对笔者称，在固安产业新城，
鼎材科技作为云谷科技的配套企

“多专协同” 的设计支撑，“精益高
效”的建设实施，精细综合的运营体

业，有着频繁的互动交流。 云谷（固
安） 第六代全柔 AMOLED 生产线

系，持续完善所开发区域内商业、教
育、医疗等相关配套，不断提升城市

准备量产，在生产线良率爬坡阶段，
鼎材科技提供的有机材料是屏体中

的魅力、吸引力、竞争力和承载力，
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的关键材料， 双方通过定期和及时
交流，快速解决当中的一些问题，为

近年来， 华夏幸福多个产业新
城 PPP 项目相继被国家相关部门列

产线顺利量产提供了保证。
“这只是举个案例， 实际上，固

为典型案例或示范项目，有力地证明
了这一市场化运作模式取得的巨大

安产业集群形成规模化的效应后，
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云谷科技单个企

成功。 笔者在上述展区也看到，除了
加速产业升级，固安产业新城同时也
在不断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为园区提
供商业、医疗、教育、文化等生活配
套，产城融合效果十分明显。

业的竞争力， 而是整个产业集群的
竞争力， 从而提升固安产业新城的
竞争力。 ”徐勇表示，该生产线实现
量产以后，在物流、服务等方面，企
业方面也会感受到产业集群效应带

区域已构建了新型显示产业集群，

对此， 翌光科技有限公司销售
经理雷博方也持相同观点。 他向笔

对于大力推动的新型显示产

来的便捷。

产业新城异地复制收效明显
华夏幸福 2017 年新增签署产业新城和产业小镇 PPP 项目协议
21 个，其中 20 个来自于非京津冀区域。

4 月 9 日，第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在深圳开幕，图为华夏幸福展区。

推动区域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以固安产业新城为代表的中国新型显示产业高地快速崛起，已成为全球显示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
地处北京天安门正南 50 公里
的固安产业新城，在县域经济转型
升级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产

值得关注的是，固安产业新城
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在河北省的重
大发展战略文件中屡次被“点名”

资、千亿产值、百亿利税”的新型显
示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笔者还获悉，河北

条；在 2021 年，重点引入智能终端
龙头企业， 两大产业集群协同，完
成研发、中试、生产（面板、终端、配

业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开发建设
的国内产业新城， 也是河北京南·
固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下称
“固安高新区”）的主体和核心。
2002 年 6 月，河北省固安县政
府引入华夏幸福，正式拉开了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帷幕，固安产业
新城的发展就此按下了
“
快进键”。
近 16 年发展期间， 华夏幸福
不断导入优质产业资源，着力培育
新型显示、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三
大产业集群。 其中，以固安产业新

支持，肩负着推动区域产业升级和
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
笔者在河北省政府官网了解
到，河北省 2017 年 2 月发布了《加
快发展“大智移云”引领产业升级
行动计划（2016—2018 年）》，其中
提及新型显示是固安县所在城市
廊坊的重点发展产业之一。
文件提到，全力推进新一代光
电显示产业项目建设。 具体来看，
政府层面将会强力推进以第六代
AMOLED 面板生产线、AMOLED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也于 2018 年 2 月正式启动。
文件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
新型显示产业是其中的一个主要
部分。
在该行动计划中，做大做强新
型显示产业是重点任务，将加快建
设第六代 AMOLED、触控一体化
显示模组、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等
一批重大项目， 支持 OLED 发光
材料、新型液晶材料、偏光片、光学

套）全面布局，打造成为京津冀规
模较大的高世代新型显示研发和
生产基地；到 2025 年，打造千亿级
“全链条、全要素、全生态”的智能
硬件产业集群，成为全球新型显示
产业集聚区。
在 2018 年，总投资 262 亿元、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谷 （固安）
第六代全柔 AMOLED 生产线将
于 2018 年年中建成投产， 从而填
补河北省新型显示产业的空白，也
将使得我国 AMOLED 产业规模、

城为代表的中国新型显示产业高
地快速崛起，已成为全球显示市场
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

显示模组和京东方二期等为龙头
的大项目建设，着力解决项目建设
中用地、用水、用电、环评、融资等

薄膜等核心配套产业发展，大力发
展手机屏、平板电脑屏、仪器仪表
屏、商业显示屏等器件。

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提高
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作为云谷科技的技术方，维信

作为华夏幸福与地方政府以
PPP 模式合作建设运营的第一座

各方面问题，力促项目早日投产见
效，建成全国的 AMOLED 面板和

目前，固安产业新城正在紧紧
抓住这一时代发展机遇，加快构建

诺执行副总裁严若媛告诉笔者，云
谷（固安）第六代 AMOLED 生产

产业新城，固安产业新城紧跟创新

显示模组生产基地，打造河北省战

新一代 OLED 产业集群， 在龙头

线实现投产意义重大，一是我国将

型产业发展的国际前沿趋势，积极
布局以 AMOLED 技术为代表的
新一代显示产业， 已集聚云谷科
技、京东方、鼎材科技、翌光科技等
多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头企
业，OLED 产业链条逐步完善。

略性新兴产业(新型显示)示范基
地，带动核心材料、关键设备、玻璃
基板、偏光片及手机、电脑、VR、车
载、可穿戴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向廊
坊聚集，构建完整的新型显示产业
链，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千亿投

带动、 全产业链布局的发展路径
下，借助华夏幸福专业的优质产业
资源导入能力，加速建设国内先进
的新型显示产业基地。
按照计划， 固安产业新城
2018 年 将 初 步 健 全 显 示 产 业 链

会由此突破由国外厂商垄断柔性
显示屏领域的受制局面，使得中国
终端产品的发展不再被国外厂商
“卡脖子”；二是将有利于提升中国
的有效产能以及在全球市场的占
有率。

华夏幸福 2017 年财报显示，华
夏 幸 福 在 2017 年 营 业 收 入 为

年， 华夏幸福产业新城模式异地复
制收到巨大成效。数据显示，华夏幸

596.35 亿元，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87.81 亿元， 同比分别
增长 10.80%、35.26%。 截至报告期

福 2017 年新增签署产业新城和产
业小镇 PPP 项目协议 21 个， 其中
20 个来自于非京津冀区域。 投资运

末，公司总资产 3758.65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70.95 亿元，

营的园区 2017 年新增签约入园企
业 635 家， 新增签约投资额约为

同比分别增长 50.4%、46.27%。
值得一提的是， 华夏幸福销售
额达 1522.1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50.6 亿元，同比增长 47%，而非京
津冀区域项目新增签约投资额占公
司整体新增签约投资额的 53%。

26.5%。据克而瑞统计，华夏幸福销售
额在房地产行业位居第九位， 跻身

此外，非京津冀区域 2017 年的
销售额占比从 2016 年的 7%大幅提

房地产企业前十强， 公司战略前瞻
性和模式优越性得到了充分验证。
收益方面， 华夏幸福 2017 年加

升至 23%。 而以嘉善产业新城为标
杆的（环）杭州区域和以来安产业新
城为标杆的（环）南京区域则分别以

权净资产收益率为 31.4%，较 2016 年
度增加 1.86 个百分点； 每股收益则
从 2016 年度的 2.22 元增加至 2.83
元，同比增长 27.48%。 若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每股收益增幅可达 29.76%。
为积极回报股东，华夏幸福拟
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95494670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9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6.59 亿元，现
金分红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29%。
长远来看，大额预收账款为华
夏幸福的后续增长提供了强劲支

3 年和 2 年的时间销售额双双超过
百亿元。
中银国际证券分析师认为，考
虑到华夏幸福结算资源充足， 异地
复制成效逐步显现， 预收账款和签
约额可保证未来两年业绩 30%以上
的增速。
为在产业新城业务上谋求更大
发展， 华夏幸福采取了全面开放合
作的抱团策略。
2017 年 11 月， 华夏幸福与合
作方成立的、 规模达 75.01 亿元的
中国产业新城基金（京津冀一期）正
式落地， 业务涉及固安新兴产业示

撑。据了解，预收账款因在产品交付
后便可计入主营收入，已被认为在

范区 4.96 平方公里的产业新城建
设开发及目标企业股权投资。 这是

相当程度上能够反映一家上市公司
未来业绩增长势头的重要指标。
截至 2017 年底，华夏幸福预收
款项余额达 1324.76 亿元， 同比增

华夏幸福第一次引入合作方直接参
与公司产业新城业务。
2018 年 1 月 31 日， 华夏幸福
在首届产业新城合作伙伴大会发出

长 29.18%，预计将在未来 3 年内逐
步结转为公司的营业收入与利润，
有利于锁定公司未来几年持续高增
长的经营业绩。
快速增长的产业新城业务，同
样也是华夏幸福未来实现持续高速

“共同搭建合作平台，共同推进全面
合作，共同构建阳光环境”三大合作
倡议， 邀请合作伙伴为产业新城事
业共同担当、共同奋斗。
在 2017 年财报中，华夏幸福表
示，2018 年公司将持续聚焦深耕核

增长的坚实后盾。 2017 年，华夏幸
福产业新城业务收入为 284.56 亿
元，同比增长 65%，占营业收入总额
比重为 48%， 较 2016 年提升 16 个
百分点，业务结构继续优化。
目前，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业
务已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在 2017

心城市群，坚持以 PPP 模式推动产
业新城开发建设运营，坚持“
诚意正
心干好产业新城”，充分发挥产业新
城模式的优势， 加快异地复制的步
伐，贯彻全面合作开放的策略，搭建
开放的产业新城平台， 牵手各方力
量，加速产业新城业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