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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條類六代全柔性顯示屏量產線深圳投產

前海「獨角獸」悄然領航國際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世
界中文報業協會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團 12 日抵達
深圳，在與深圳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李小甘
會面後，前往深圳綜合交通指揮中心、柔宇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柔宇科技」）以及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考察。據介紹，柔宇
科技創立逾 5 年，估值達 50 億美元，是全球成
長最快的獨角獸科技創業公司之一。柔宇科技

■柔宇開發的微型柔性鍵盤讓考察團倍感新奇。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戰略投資總監高翔透露，日前，柔宇科技投資
約 110 億元（人民幣）建設的全球首條類六代
全柔性顯示屏大規模量
產線在深圳正式
點亮投產。

大灣區 快線
3D 移動影院 Royole Moon、戴在手上的
可折疊設計的
可捲曲穿戴手機 FlexPhone、弧形的柔性汽車中控、

可以收縮到鋼筆大小的柔性鍵盤……在位於深圳南山區科
技園的柔宇科技展廳，各種全球首創的柔性電子產品，令
考察團成員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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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參觀前海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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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自主研發量產線
據悉，該項目 2015 年 10 月在深圳籌建，2016 年在深圳
國際低碳城正式動工，建築面積約 40 萬平方米，滿產規
模超過每年 5,000 萬片柔性顯示屏，可支持大量消費電
子、智能交通、智能家居、運動時尚、教育辦公、機器人
等行業應用，並已與國內外行業夥伴展開廣泛合作。
與照搬日韓曲面顯示技術路線的傳統面板廠商動輒投入
幾百億元的代工產線相比，柔宇完全自主研發的全柔性顯
示屏量產線良率更高，投資成本更低，產品的柔性和顯示
性能更加優越，是真正從0到1、從1到N的自主科技創新
的最好證明。

獲過千技術知識產權
高翔介紹，作為全球柔性顯示、柔性傳感、虛擬現實顯
示及相關智能設備的領航者，柔宇科技 2012 年在美國硅
谷、中國深圳及香港同步創立。當時，柔性顯示還是一個
嶄新的領域，被視為「無人區」，學術界和工業界對這個
方向的研究和關注都很少，材料、工藝、器件、電路設計
等許多層面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2014 年柔宇科技發佈了國際業界最薄、厚度僅 0.01 毫
米的柔性傳感器，其捲曲半徑只有 1 毫米，被很多媒體評
價為「科幻變科技」，引領了國際柔性顯示和柔性電子的
新產業潮流。
五年來，隨着柔宇科技不斷推出的各種B2B和B2C柔性
產品和技術，國內外電子企業和傳統顯示廠商對柔性顯示
態度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從漠不關心、懷疑技術和市場成
熟度，到高度重視、大力投入，如今柔性顯示和柔性電子
在國際上已是大勢所趨，成為未來最具有代表性的信息產
業發展方向之一。
據悉，柔宇科技目前已積累了 1,800 餘項核心技術知識
產權，產品已經銷售到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人員也從最
初的三五個人增長到了來自15個國家的1,800餘人。

深圳科研投入 媲美韓國以色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深圳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李小甘12
日上午會見了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粵港澳
大灣區考察團一行，介紹深圳經濟社會
發展的基本情況，就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深港合作、科技創新等方面與團員
們進行深入交流。李小甘表示，在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中，深圳將在科技創新方
面要發揮重要的引領作用。深圳正加快
建設全球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攜手香港
落實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構建全面開放

新格局、建設前海城市新中心、打造灣
區合作新亮點。

去年市產值逾2.2萬億人民幣
李小甘介紹，高科技是深圳最大的
特點。2017 年深圳全市生產總值超過
2.2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8.8%，全
市高科技研發投入佔 GDP4.13%，相
當於韓國和以色列的水平；PCT 專利
申請量佔全國 47%；國家級高新科技
企業達到1.12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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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以大灣區發展規劃建設為
契機，深圳將爭取推動更多項目納入
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基礎設施等
專項實施方案，堅定不移推進深港在
經貿、金融、教育、科技、人才等領
域更緊密合作，對標國際化高標準投
資貿易規則，優化營商環境，發展更
具國際競爭力的開放型經濟。

未來深港合作還看前海河套
在打造灣區合作新亮點上，前海蛇口

深圳智慧交通「大腦」
道路交通事故率降 8 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李望賢 深圳報
道）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團一行
昨日前往深圳市綜合運行指揮中心了解深圳市交
通神秘「大腦」運轉過程。在指揮中心的指揮大
廳，一幅長 30 米、高 6 米的巨型顯示屏可以盡數
顯示深圳民航、鐵路、公路、水運、公交、軌
道、出租車、深圳通等，23類54項交通運輸行業
靜態信息數據。

將建海陸空綜合管控平台
據深圳市綜合交通運行指揮中心副主任陳敏介
紹，該監管系統啟動後，道路交通事故率明顯下
降，較之前減少約 80%。未來，深圳還將建設海
陸空綜合管控平台，提升交通大數據在交通決策

感受大灣區「柔性之美」
把手機彎曲起來，像手環一樣戴在
手腕上，是不是很方便？塔高 600 米
的廣州塔，卻有個柔美的名字「小蠻
腰」；港珠澳大橋以柔美的身段依偎在南海之上……行走
於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廣深兩市，處處可感柔性之美。
把屏幕穿戴在身上，不久將成現實，這是深圳柔宇科技
帶來的全新體驗。傳統上結實耐用的電子產品逐漸變得難
以想像的輕薄，作為柔性顯示、柔性傳感、虛擬現實顯示
及相關智能設備領航者的柔宇科技，首提「柔性+」理
念，能廣泛應用到各行各業，與人工智能和萬物互聯深度
融合。
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對於產業佈局的定位和人才引進的
政策也顯出頗為柔性的一面。深圳處於灣區核心地位，將
在科技創新方面發揮重要引領作用。廣州到深圳高速沿線
正在打造「廣深科技創新走廊」；港深之間的河套地區也
將搞科技園和創業園，吸引香港企業家來創業和年輕人創
業就業。
深圳前海自貿區推出的吸引更多港資進入的舉措令人印象
深刻。前海現代服務業體制機制創新區是現代服務業發展集
聚區、香港與內地緊密合作的先導區、珠三角產業升級的引
領區。重點發展金融、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及其
他專業服務四大產業。對人才技術的引進是迫切的，而當地
政府在人才的稅收、住房、醫療、教育保障方面推出了人性
化的柔性政策。在創新引領方面，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廠為港
澳青年創新創業提供了一站式服務。
世界各灣區經濟深深吸引着創業夢想者，灣區優惠的政
策、優美的環境和各種條件，處處感受到柔美的舒適感。
一路走來，廣州塔「小蠻腰」、美麗的珠江穿城而過，開
放的人文環境，這一切都將讓粵珠澳大灣區重構人、自
然、經濟社會的關係。
一天行程細雨相伴，深圳更顯柔美。粵港澳大灣區正輕
柔地彎下身段，歡迎八方尋夢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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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樂購柔宇智能手寫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
報道）在傳統紙張上用普通筆芯書
寫、繪畫的內容可以在手機、Pad 等
智能終端和雲端實時精確保存和動態
同步呈現，還可便捷分享到微信、微
博、Facebook、Snapchat 等社交平台
及 Evernote 印象筆記等其它類別應
用，竟有這樣的國產「手寫神器」？
在柔宇科技的展示廳，智能手寫本
「柔記」（RoWrite）引發考察團員
的興趣，紛紛爭相購買。

手寫文字秒變文本

工作人員介紹，柔記於 2017 年 12
月上市，在柔性電子技術的支持下，
將樸素、原始的真實紙筆書寫體驗與
便捷、高效的數字化智能體驗結合，
用戶只需要用普通筆芯在放置於柔記
上的普通紙張上自然書寫，所有軌跡
包括筆鋒、標點符號等都能被柔性電
子傳感器實時感知，同步在手機、
Pad 等智能終端或雲端形成數字化文
檔。
在書寫過程中，用戶還可以在 APP
中調整筆觸（鋼筆、鉛筆、馬克筆、
毛筆）、編輯顏色（色彩、透明度
等），讓簡單的紙筆有了更多變化，
最終呈現效果比在真實紙張上的內容
更加豐富。

自貿區、河套地區是深港合作的重要平
台，深圳將把前海建設成為城市新中心
之一，制定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方案，
推動出台前海深港金融創新政策，設立
深港科創基金，提升深港青年夢工場發
展水平，新引進一批總部企業，新增港
企 2,000 家，為更多香港青年創新創業
提供支持。同時，深圳還將加快與香港
共同推動河套地區開發，加緊深港科技
創新特別合作區建設，推進園區土地整
備和更新改造。

支持、行業檢測預警和公眾信息服務方面的資源
利用價值，營造智慧交通出行環境。
團員們紛紛就網約出租車監管平台和交通運輸
行業 GPS 及智慧化監管平台等提出問題。據悉，
目前，該系統共接入 13.9 萬台營運車輛的實時動
態 GPS 數據、6.93 萬道路監控視頻數據，面向行
業應用需求，搭建了「1+4」 智能交通應用體系
框架，即 1 個綜合交通數據中心，智能公交、智
能設施、智能物流、智能政務 4 大平台。依託營
運車輛 GPS 監控平台，對全市出租車、長途客
車、危險化學品運輸車和重型自卸車等進行監
測，實現對車輛超速、GPS 掉線等違規行為的實
時掌握；及時發現車流及客流擁堵情況，提供情
報推送等。

前海：
「萬千百十」工程推進深港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郭若溪 深圳報道）世界中文報業
協會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團一行昨
日下午抵達前海，探訪前海的獨
「特」之處和深港合作情況。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毗鄰港澳，地處廣州、深圳、澳
門、珠海、東莞、中山等城市一
小時交通圈內，被稱為「特區中
的特區」。 2012 年 12 月 7 日，習
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後離京
視察第一站就到前海，對前海開

發開放作出重要指示。

港企獲近半前海經營用地
作為深港合作最重要的平台之
一，前海就加強與香港合作，推
出了「萬千百十」工程，全力服
務香港產業結構優化，鼓勵港企
投資項目採用香港建設管理機制
體制，探索「港人、港資、港服
務」的開發運營新模式，並向港
企全面深度開放市場。截至 2018
年 4 月，在前海註冊的港資企業超

過 8,000 家，註冊資本 8,937.26 億
元人民幣。目前前海已出讓經營
用地 31 宗，其中港企取得 15 宗，
土地面積佔已出讓土地面積接近
一半。
據悉，前海的功能定位為現代
服務業體制機制創新區，現代服
務業發展集聚區，香港與內地緊
密合作的先導區，珠三角產業升
級的引領區。重點發展金融、現
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及
其他專業服務四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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