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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

液晶显示
不是过剩
是还不够

现场，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谈及“5G+4K、
8K”，将带给新型显示产业机遇与挑战。“5G来
了，会给液晶显示和OLED显示带来机会，其中
液晶显示最主要就是4K、8K，带给OLED就是柔
性显示机遇。”欧阳钟灿介绍，4K、8K显示内容
丰富，从拍摄到播放是一个全产业链，“这里面
有很多机遇，包括卫星网络、固定网络、播放显
示环节。”

欧阳钟灿说，市场预测液晶显示2020年将
爆发性增加，需求超过300多万台，“超高清技术
不仅应用于电视产业，将来更是AI、医疗显示、数
字标牌、安防等重要方面的需要。”

4K、8K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需要做很多数
字芯片，那就是叫做高动态范围的摄影跟广播技
术。“现在商店卖的部分4K、8K电视，其实是伪
4K、8K，因为它们没有用这个技术。”

欧阳钟灿鼓励企业加快在4K、8K显示面板
上进行创新。“中国4K、8K在播放传输上很有优
势，但拍摄和内容制造有弱点。”欧阳钟灿介绍，
现在创维、海信、长虹、康佳等企业都已经推动8K
电视，京东方显示在全国很有地位，从现在来看
有10条代线，为整个国家开展4K、8K做了广泛的
基础。

液晶显示会不会过剩？“不是过剩，还不够。”
在欧阳钟灿看来，“全国几亿台电视，如果都更新
为4K、8K电视，那需要多少显示面板作为支撑？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新型显示产业产能谈过剩还
早，再新建几条生产线，我都是投赞成票的。”

新型显示新型显示容量如容量如何何？？
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
5G将给新型显示产业带来机遇

中科院院士郑有炓表示，光电显示是实现人
机互联和信息显示的窗口，掌握新显示屏技术就
掌握终端产品命运。作为“次世代显示技术”，
Micro-LED是战略性新技术，将引领显示技术的
创新发展。

什 么 是 Micro-LED？记 者 获 悉 ，Mi-
cro-LED以微米量级LED作为像素元，具有功
耗低、亮度高、解析度高、色彩饱和度高、响应
速度快、工作寿命长等显示优势，适用于超大
屏幕终端显示和VR/AR等小尺寸智能移动终
端高品质显示。

郑有炓介绍，Micro-LED的模块化特征，可
无缝拼接任意尺寸、任意形状的超大屏幕终端
显示屏，满足数字电影院、高端商务会议、指挥
调度中心、高端数字告示、商业中心展示、广电
制作级产品的显示需求。Micro-LED推动LED
显示技术大变革，小间距LED、mini LED和Mi-
cro-LED协同发展，可以引领LED显示技术从个
户外高端应用走向主流民用市场，为LED显示
产业开拓巨大商机。

现场，成都新型显示行业协会正式成立，全
国80多家企业和单位成为首批会员。

记者获悉，成都新型显示产业在10年时间里
取得突破性发展，以中电熊猫、京东方、天马等为
代表的新型显示产业项目纷纷落户成都，拉动了
成都玻璃基板、光学膜、掩膜版、偏光片、OLED
材料等上游原材料产业的发展，并推动了下游应
用产品的开拓，使成都成为国家重要的新型显示
产业基地。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吴胜
武介绍，新型显示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
略性和基础性产业。近年来伴随着5G、人工智
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可能，可穿戴设备、车载显示、AI等新型需求不
断释放，为新型显示技术创新带来更为广阔的
发展空间。

吴胜武介绍，截至目前，中国信息显示产业
累计投资万亿元，2018年新增投资3954亿元，我
国已经成为全球新型显示的重要一极。“工信部
将一如既往支持新型显示产业发展，支持新型显
示技术研发，增强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技术趋势技术趋势是什么是什么？？
中科院院士郑有炓：
Micro-LED是战略性新技术

成都新型显示行成都新型显示行业协会成立业协会成立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吴胜武：
将支持新型显示技术研发

新型显示趋
势是什么？未来有
哪些机遇？

昨日，2019海
峡两岸（成都）新
型显示产业峰会
暨首届成都新型
显示合作洽谈会
在成都举行。这是
该峰会成功举办5
届后，首次移师成
都。院士、专家们
汇 聚 成 都 ，畅 谈

“5G + 4K\8K”机
遇。同时，成都新
型显示行业协会
正式成立，全国80
多家企业和单位
成为首批会员。 欧阳钟灿院士

垃圾已清理 以后不准扔

附近的垃圾收集点，名为“青羊区双新路固
体废弃物收集点”，距离堆放垃圾的车库出入口
约有几十米远。“那个门卫室是一个生活垃圾库，
外面扔的是建筑垃圾，我们只负责处理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没管。”该收集点负责人告诉记者。
昨日上午10点，该负责人接到街道办通知，于是
环卫工人们来到堆放垃圾的车库出入口，将包括
建筑垃圾在内的所有垃圾清理掉。记者看到，车
库出入口已经基本打扫干净，地面留有污渍，仍
然散发出恶臭。

该小区车库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只
有200多辆车，出入流量不大，所以只开了一道门
供车辆出入，而堆放垃圾的车库出入口自小区建
立起，便一直处于弃用状态。

记者以业主的身份咨询物业工作人员，得知
物业曾将车库出入口和弃用的门卫室，当做生活
垃圾库，但门卫室外的垃圾疑为路人所扔。“我们
已经贴了两张通知，未来这里都不准堆垃圾、扔
垃圾。”工作人员表示，包括曾经当做生活垃圾库
的门卫室，未来也不会再堆放垃圾。该工作人员
说法和所贴的通知，记者也从当地街道办得到证
实：“这次扫干净，以后都不能扔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图据受访者

昨日上午昨日上午1010点左右点左右，，清洁工们清洁工们
在青羊区双玺小区一废弃车库出在青羊区双玺小区一废弃车库出
入口入口，，将引起民怨的成堆垃圾清将引起民怨的成堆垃圾清
空空，，恶臭直到下午还没散干净恶臭直到下午还没散干净。。小小
区物业方贴出通知区物业方贴出通知，，表明未来此地表明未来此地
再也不准堆放垃圾再也不准堆放垃圾。。

曾有居民投诉称曾有居民投诉称，“，“青羊环卫青羊环卫””
长期将小区车库出口和门卫室当长期将小区车库出口和门卫室当
成垃圾堆放点成垃圾堆放点，，影响生活环境影响生活环境，，而而

不远的几十米处就有垃圾收集站不远的几十米处就有垃圾收集站。。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多方红星新闻记者多方
了解到了解到，，物管曾将门卫室当做生活垃圾堆放点物管曾将门卫室当做生活垃圾堆放点，，但门卫室外的其他但门卫室外的其他
垃圾垃圾，，可能是路人所丢可能是路人所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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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社服务网点申办的社
会保障卡，代办人可携带双方有
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代取。在
银行服务网点申办的社会保障
卡，代取遵从银行的相关规定。

本人长期在外地，
可以代办取卡吗？
需要什么资料？

5

已退休人员激活新卡后，养
老金目前仍是发到之前的银行
卡（存折）上。若参保人员需要打
到新卡上，可到参保社保局更改
养老金发放账户。

此外，针对个体参保人员的
扣费情况，目前，个体参保人员
还是用之前的银行卡代扣费。若
参保人员需要通过新社保卡金
融账户办理代扣，可到就近的社
保经办机构办理更改。

退休人员的新卡激活
后，养老金是不是就直
接打到新卡上了？

7

原则上单位办的由单位经
办人领取。若单位确实倒闭，可
以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前往单位交表的社会保
障卡服务网点领卡。

单位申办的卡，现单位倒闭
了（已经联系不上单位），可
以自己去取卡吗？

6

对于这种情况，可将个人身份信息、社会
保障卡发卡银行以及银行账号等信息告诉村
里相关负责人员。但要通过社会保障卡领取惠
民惠农补贴，须事先在所选择的合作银行全国
任一网点激活金融功能。

若参保者曾在农村申领了社保卡，后因
工作原因将社保卡归属地转移到成都，
以后惠民惠农补贴能否转到这张卡上？

9

异地的卡要先激活才能网上办理卡归属
地转移。不过，社会保障卡激活业务全省通办，
持卡人可在就近的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办理
激活业务。

卡归属地转移，只是将卡片的发卡地，从
一个地方转入另一个地方。卡归属地转入后，
即可持卡享受转入地的参保待遇。但转入之前
（老家）的缴费年限并未转入新参保地，如需要
合并，可办理参保关系转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异地的社会保障卡，需要先激活才能网
上办理卡归属地转移吗？10

新卡激活后，若忘记密码，持卡
人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和社会保障
卡到就近的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重
置密码，代办的还需提供代办人有
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新卡激活后，
忘记密码怎么办？3

成都市补贴资金通过社会保
障卡实现“一卡通”发放，将分两
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2019年
7月起，首批实现40类59项补贴资
金“一卡通”发放；第二阶段，2019
年8～12月，逐步实现剩余的6类
11项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今
后新增的补贴资金项目，将及时
纳入“一卡通”发放。为保障群众
及时领取各项补贴资金，符合申
领补贴资金条件的群众需尽快申
办社会保障卡。

7月前已领取社会保障卡并激
活金融功能的，从7月起即可通过社
会保障卡支取享受各项补贴资金；7
月前已领取社会保障卡但未及时激
活金融功能的，请尽快到所选合作
银行全国任一网点激活金融功能，
如因特殊原因未能及时激活金融功
能，补贴资金发放主管部门会将补
贴资金足额发放到补贴对象社会保
障卡，待激活金融功能后即可支取；
7月后申办或领取社会保障卡的，待
领取社会保障卡并激活金融功能
后，补贴资金发放主管部门将及时
足额补发。

申办社会保障卡，也就是新社保
卡，单位参保人员可由单位代办，也
可自行申办。开户银行由参保人员在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储
银行、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中自
愿选择。

在成都市就业或参保的人员
都应申办社会保障卡。未成年人申
办社会保障卡时，应由监护人携带
双方有监护关系的户口簿及监护
人身份证原件代办。老年人可委托
他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在人社服务网点代办。

申办新社保卡，必须单
位代办吗？是否可以自
己申办新卡？小孩老人
必须申办新卡吗？

2

线下查询：申办人可以携带有
效身份证件到全市任一社会保障卡
服务网点或者人社自助服务一体机
查询制卡进度。

线上查询：关注“成都人社局”
微信公众号，点击“微服务-新社
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最后一个
业务节点“可领卡”显示了具体的
领卡地点。

领卡：单位办的找单位领，自己
办的自己领，总之，在哪儿办的在哪
儿领。

若已经申办新卡，
如何查询制卡进度？
在哪里可以领卡？

4

若尚未激活社会保障
卡，是否会影响补贴资
金发放？

1

社会保障卡发行原则为“一人一卡、全国
通用”。若已在省内其他市（州）办理了社会保
障卡，按三种情况分别处理。首先，已领取社会
保障卡的，可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和社会保障卡
到成都市社会保障卡人社服务网点或线上办
理平台办理卡归属地转入。其次，尚未领取社
会 保 障 卡 的 ，请 拨 打 xxx（发 卡 所 在 地 区
号）-12333咨询领卡具体事宜。第三，社会保障
卡遗失的，在原发卡地注销，再到成都申办。

如果已经在其他市（州）办理了社会保障
卡，是否还能在成都重复申办？8

垃圾成堆 臭气冲天

门卫室成垃圾库
业主苦不堪言

垃圾成堆 看到就恶心

青羊区双玺小区北侧路边，一处
废弃车库出入口成堆的垃圾，长期影
响着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28日下午6
点，该小区业主倪先生忍无可忍，将此
地拍照发到微博，说：“垃圾分类不是
分到别人家门口！青羊环卫的，长期将
小区车库出口和门卫室当成垃圾堆放
点！门卫室和收费亭整成啥子样子
了！”倪先生在微博里@了青羊区官方
微博和多名大V。

倪先生拍摄的照片中，写有“青羊
环卫”字样的垃圾运输车停在门卫室一
旁，附近是成堆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将出口堵住。倪先生告诉记者，这儿
还经常堆着过期食物、潲水，散发恶臭，
附近楼层的住户苦不堪言。

倪先生回忆，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
一年多，他曾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
初，两次向小区物业反映，但问题一直
未能解决。小区其他居民也很不解，他
们告诉记者，不远处就有垃圾站，为什
么要堆在这里？到底是谁扔的呢？“过路
闻到恶臭，看到就恶心！”

居
民
居
民//

街
道
办

街
道
办//

十问十答都是你关心的
日前，成都市财

政局发布消息，为让
符合条件的群众更
加方便快捷领取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
金（以下简称“补贴
资金”），从2019年7
月起，成都将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障卡，也就是新换
发的社保卡，分批实
现现有46类70项补
贴资金的“一卡通”
发放（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曾报道）。

这70项补贴资
金具体如何发放？若
尚未激活社会保障
卡，是否会影响补贴
资金发放？办理卡归
属地转移后，补贴还
能不能打到卡上？针
对补贴发放、卡片激
活申领等一系列市
民、参保者关心的问
题，成都市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进行了详
细解答。

70项惠民补贴
7月起社保卡“一卡”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