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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莞企助力“百城千屏”计划
共同助推我国
“5G+4K/8K”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
东莞时报讯（全媒体记者 向
连）近期，为落实《超高清视频产
业 发 展 行 动 计 划（2019- 2022
年）》和《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工信部、中宣部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开展“百城千屏”超高清
视频落地推广活动的通知》。
东莞两家企业被纳入名单
通知指出，
“百城千屏”
超高清
视频落地推广活动以
“点亮百城千
屏 炫彩超清视界”
为主题，
将大力
推进实施“公益宣传平台传播工
程”
，
促进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和文化产业整体实力提升，
通过以
超高清视频产业建设为中心的
“大
屏改造与新设、
内容播放与传输、
产
业支撑与整合、
组织服务与带动”
等
组织形式开展，
加速推动超高清视
频在多领域的融合创新发展。
此前，
“ 百城千屏”8K 超高清
视频落地推广活动在 2021 世界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会开幕式
上正式启动。大会上，中国超高
清视频产业联盟发布了《
“百城千
屏”首批公共大屏接入候选名录》
与《国内 8K LED 显示屏制作商
名录》。东莞阿尔泰显示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尔泰”
）和东
莞中麒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被纳入
“百城千屏”8K LED 显示屏制作
商名单，共同助推
“5G+4K/8K”
超

东莞阿尔泰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安装巨型 LED 显示屏

高清视频产业发展。
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依托“5G+4K/8K+AI”战略布局，
积极开展媒体应用创新，超高清
视音频制播，顺利完成 8K 超高清
电视频道试验和春晚 8K 直播，推
动我国 8K 超高清电视跨越式发展
的进程，
东莞企业作为央视主屏供
应商参与其中，对全球 8K 超高清
电视发展具有引领和示范意义。
相关领域莞企占据优势地位
在微间距显示领域，近年来，
东莞企业牢牢占据了市场优势地
位。以阿尔泰为例，AET 阿尔泰
作为一家集 Mini/Micro LED 设

受访企业供图

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央视大
型节目的主屏供应商已持续助力
近 40 次 。 该 企 业 通 过 创 新 性
Mini/Micro LED 产 品 的 硬 实
力，不断突破前端技术与材料科
研，持续推动超高清视频显示创新
应用的进展，加快推进超高清“制
造、内容、网络、应用”产业链联动
协调发展，
促进超高清视频内容制
作和行业融合应用开展，
协助构建
5G+超高清视频融合创新发展生
态体系与关键技术指标统一标准
建立，使 Mini/Micro LED 带来
的超高清视觉效果的传播力、影响
力和发展活力更上一层楼。

东莞挂牌成立全省地市首家老年教育网络学院

线上教学惠及广大老年学员
东莞时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
晓敢）11 月 10 日，东莞市老干部
大学以建校 20 周年为契机，揭牌
成立全省地市首家正式挂牌的老
年教育网络学院——东莞老干部
大学（老年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揭牌仪式在东莞市老干部大
学莞城校区举行。
据悉，东莞市老干部大学在
2020 年秋季学期启用“旗山云学
堂”
开展线上教学。经过一年多实
践，
线上教育不仅确保了老年学员
“旗山云学堂”开展线上直播教学
通讯员 钟颖倩 供图
停课不停学，
而且也推动了老年教
程。学校搭建功能各异的直播
学课程体系。网络教学不仅要让
育向基层延伸，为缓解老年教育
学员们能“进来学”，更重要的是
“一位难求”问题探索了新路径。 间，满足不同的课程需求，购置了
全新的专业化录制器材，
组建专
“学得进去”
。
东莞市老干部大学（市老年大学）
业策划与摄制团队。开展全员深
东莞市老干部大学表示，擦
网络教育学院呈现出线上教学
“专
度网络教学培训，涉及技术应用、 亮
“旗山云学堂”
教学品牌。
业化”
“特色化”
“品牌化”
特点。
教学模式分享、上镜礼仪等方方
今年，
该大学还计划在现有网
打 造“ 专 业 化 ”线 上 教 学 队
面面。开课期间，教师当“主播”， 络课程基础上，开创云展播、云展
伍。市老干部大学从一开始就定
工作人员任“网管”，教职工队伍
演、云展览、云讲座等活动，
并邀请
下“趣味性、实用性、互动性”的网
名师名家携手打造
“名家课堂”
，
继
络教学方向，进行大量摸底调研， 工作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此外，
制定
“特色化”
线上教
续加强
“旗山云学堂”
的品牌建设。
专门设置适合开展线上教学的课

推动食品销售行业强化自律

东城全力保障群众
“菜篮子”安全
东莞时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志
斌 通讯员 东城宣）为压实食品超
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升辖区肉
菜安全质量水平，今年，东城市场监
管分局持续坚持“以创建促监管，以
点带面促提升”工作方法，全力保障
群众
“菜篮子”
安全。
在继续巩固前 2 期“放心肉菜
超市”创建成果的基础上，东城新增
培育广东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东莞东
城万达店、广州市好又多（天利）百
货商业有限公司世博分公司、广东
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东莞东城国贸中
心店、东莞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东
城新世纪学前路店、东莞市嘉荣超
市有限公司东城碧桂园苹果店等 5
家超市开展创建，推动食品销售行
业加强自律，合法诚信开展经营活
动，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

便民又暖心
长安这些路段
“亮”了
东莞时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甘
劼伟）在长安镇富山居旁恒泰路经
营水果生意的刘先生最近发现，自
从店前马路装了路灯后，晚上来店
的客人多了，
“ 现在到处亮堂一片，
夜晚出行就安全多了。人气旺了，
也带旺了我们的生意”
。
据了解，今年以来，长安积极开
展城市照明“暗区”专项整治行动，
着力解决道路有路无灯、有灯不亮、
亮度不够等问题，切实保障市民出
行安全，照亮居民回家之路，不断提
升市民的幸福感、安全感。
富山居小区地处繁华路段，周
边企业、学校、住宅区、商铺遍布，现
有住户 1172 户，共约 4000 人，
但该
小区旁边的恒泰路却是多年来没有安
装照明设施，
每到晚上便漆黑一片。
今年 7 月，长安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分局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照明
“暗区”全面排查，发现该路段没安
装路灯。考虑到周边居民、
企业员工
的实际需求，该部门迅速行动，并于
8 月在该道路单边人行道安装了 15
套
“庭院灯”，结束这里多年“有路无
灯”
问题，切实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安装了路灯后，比以前确实亮
堂很多，我们夜晚出行也方便和安
全多了。”在恒泰路开店有 6 年的钟
爱兰表示，城管部门非常给力，除了
在该路段人行道新装路灯外，还对
两旁树木进行修整，让路灯照明范
围更广，是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
据了解，除了在恒泰路新装路灯
外，今年以来，长安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分局还对长兴街、长怡路、靖海
东路、振安东路及新河路新装、加装
路灯近 150 套，进一步保障市民群
众出行安全，消除城市照明
“暗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