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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国家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2004-2020

COME TOGETHER, STAND STRONGER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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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2011年于深圳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300232），是全球领军的LED
光显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作为首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完整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体系和全球最大的LED
智能制造基地，独立工业园区达40万平米；并始终秉承“显示光彩世界，照明幸福生活”的企业愿景，为全球客户提
供高质量、高性能的LED光显产品及解决方案。

洲明一直专注产品和技术创新，在业内引领小间距、LED超级电视、光通信、智能照明、量产Mini LED等技术潮
流。旗下ROE“黑玛瑙”、Unano、UHPⅡ、BELUGA等系列产品多次荣获德国IF金奖、 “红点至尊奖” “红点设计
奖、美国工业设计优秀奖等国际大奖，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制造的认知。

公司也斩获颇多荣耀，一路获得宝安区区长质量奖、深圳市市长质量奖、广东省政府质量奖、国家工信部绿色工
厂、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荣誉。2018年，被国家工信部评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企业，2020年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

洲明光显产品和解决方案广获客户认可，成立以来业绩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16-2020年销售额复合增长率高达
33%。光显产品及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160余国际或地区，涵盖安防监控中心、军队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广电控
制系统、能源调度系统、体育赛事等领域。

未来，洲明将持续致力于科技创新，成为全球LED光显领导者，并坚守“工匠精神”， 坚定产业报国志向，开启
昂首挺胸迈向国际化、奋勇当先争创世界一流的新征程！

洲明福海总部大楼
Fuhai Headquarters Building

洲明大亚湾科技园
Daya Bay Scuence & Technology Park

洲明坪山科技园
Pingshan Science & Technology Park

洲明简介
Unilumin Profile 一 洲明与建党100周年

洲明与中广电设计院，承接了科技部“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点专项科研任务《高新视频-沉浸式视频系
统在文体影视领域的应用示范》课题，同时与求是
网、中央党校、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合作。

洲明专注产品和技术创新，在业内引领小间距、LED
超级电视、光通信、智能照明、量产MINI LED0.9等
技术潮流。产品先后斩获众多国际大奖，改变了世界
对中国制造的认知。

沉浸式互动体验，超越红色教育时空限制，深化党员学习教育成果。

⑦开展群众性主题宣教活动

④举办大型主题展览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⑤举办文艺演出 ⑥召开理论研讨会和座谈会

③开展评优评选表彰

LED大屏 P1.2/1.5 4K洲明匹配解决方案： ① LED大屏 P1.2/1.5 4K+沉浸式平台系统② ④ ③ ⑥⑤ ⑦ 智慧党建一体机+党建平台系统

①举行庆祝大会

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

科研创新 产品技术创新

洲明数字化场景方案，平战结合，战时庆祝建党100周年，平时服务党建活动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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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明数字化解决方案：
高效、动态、逼真、互动展示建党百周年成果；全方位智能服务党员教育、党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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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到位，无需装修，快速标准化部署！

43寸多点触控电容屏+UHUB旋钮+全新人机交互系统+4K/8K LED显示屏，解决了用户缺乏动态展示、沉浸式互动体验等痛点。 

特殊主题虚拟展厅自动导览 四史内容学习 党员先进事迹 线上与线下党建学习相结合 。。。 内容可定制

会议室 尺寸小达不到沉浸式效果

阵地现状

二 阵地现状 方案展示 方案亮点
洲明建党百年数字化解决方案

大堂 静态装饰 展厅 缺乏沉浸式互动体验报告厅 投影显示效果不理想

1，党史、党建沉浸式互动系统

迎接建党百年，洲明用数字化场景讲好党的故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03

展示空间“无界限”
不受有限的空间限制，通过沉浸式场景打造，将有限的展示

面积无限扩大。

可容纳图片、视频、地图、空间视角等全方位展示内容，更

具视觉冲击力。

展现时间“100年”
时间无限拉长，可将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重大

决策、英雄人物都具体呈现。

可根据各自单位从建立那天开始，结合自身单位发展历程中党

员的先锋作用，先进事迹以及未来发展规划进行全方位展示。

智慧党建 十九大 历史的丰碑 新时代中国 七十周年成就

四十周年成就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信仰的力量 反腐倡廉 利剑巡视

大国外交 强军兴军 众志成城 同心抗疫 脱贫攻坚

一个阵地，一块屏幕，一套软件 ⸺“沉浸式体验百年活动”

十二大主题虚拟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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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内容权威/全面
党 建 内 容 由求是、中央党校、人民日
报、新华社党建专家合作指导；内容涵

盖18大，19大以来党的理论成果，重要

思想，决策方针。

占地几平米，可展示数万平米的党建展

厅，一分钟安装调试，免去实体展厅装

修建设高昂投入，很少投入就可以实现

亿元展厅的学习效果。

节约成本/方便快捷

体验式学习
新型党建学习模式，更加方

便生动，互动性强，学习效

率高。

外观形式多样化
互动系统可根据实际场地情况，搭配全

高清LED显示屏，显示效果更逼真。虚

实结合，场景迁移

内容可定制  
党建展厅接受定制化服务，可结合地

方党建特色，建设地方党建特色展厅

与VR党建结合展示
学习机预留VR党建硬件与软件接口，可

增加VR党建学习，带来沉浸式的学习体

验。

可应用于大堂、会议室、报告厅、展厅等。

            福海街道办大堂            福海街道办大堂

应用场景

党史、党建沉浸式互动系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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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级大堂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单位级党群服务中心 党员学习中心

街道办大堂 报告厅 展馆/规划馆/博物馆接待大堂 展厅

党建可视化,基于大数据，通过采集多维度、多渠道的数据，使用党员驾驶舱实时查看党员多种不同类型的信息，获取党员画像和党务成果等信息，从而为党建管理和组织决策提供切实有效的依据。
多类型数据可视化，实时呈现   数据展示内容可自主编辑，按需呈现。

2，党建可视化

一屏总览，实时呈现 ⸺“更直观、更准确”
根据客户需求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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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智慧党建一体机
T1 108”/ 135”

智慧党建融屏，独家权威理论资源，全方位智能服务党员教育和党建活动⸺“看得见的党建”

热点推荐：党日学习实时热点推荐（每日更新）

理论新境界：求是实时理论学习+独家解读

学习要闻：时事政治要闻+学习笔记PPT

党务风采：党组织自主宣传窗口（图片、视频）定时轮播

学习新思想：求是半月刊习近平重要讲话+求是独家理论解读+理论微视频

组织学习：党章+党规+习近平系列讲话+学习笔记PPT+中央党校专业课程（选配）

组织活动：百套可下载、可编辑活动模板（党日活动、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

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请示报告等）

党日专题：百年沿革+百年记忆（建党百年专题纪录片）+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红色经典（百部经典红色电影）

3，智慧党建一体机

主页面

洲明智慧党建组织学习方案

党建活动

党日专题 组织学习

LED智慧党建一体机
T1 108”/ 135”

超窄超薄结构节省空间 一体化方案使用便捷更贴心 简易安装省时更省心

1、中央党媒求是内容全面支撑+中央党校专业课程：权威、高效、有高度

优势

2、覆盖基层党组集体学习，内容全面、流程完整、模板丰富

3、党日专题：海量建党百年专题纪录片、影片

4、党建活动发起简便：扫码签到+云视频会议+PPT模板（可快速发起活动）

5、给党组织提供自主宣传的窗口

6、数据可视化：无需人工干预，自动分析活动数据、形成报表，方便汇报

最大功耗(W) 平均功耗(W) 对比度 刷新率(Hz) 操作系统

一体机配置说明

2412*1386*462 1600 480

5000:1 3840 标配安卓7.1

45015003012*1724*462

音响+摄像头+麦克风+遥控器+安装背架+党建软件基础版

显示尺寸(inch) 分辨率 外形尺寸(mm)

108

135

配套配件

1920*1080

SPA专利技术节能环保 高清、高刷、高对比度，高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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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及党建沉浸式互动系统建议配置

智慧一体机（融屏）建议配置

沉浸式互动系统（软硬件 +内容）LED大屏 党建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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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配置建议

LED大屏 P1.2, 4K（13.39平）和党建可视化

LED大屏 P1.2, 4K（13.39平）和党建沉浸式互动系统（含12套主题内容）

LED大屏 P1.5, 4K（20.92平）和党建可视化

LED大屏 P1.5, 4K（20.92平）和党建沉浸式互动系统（含12套主题内容）

套餐

套餐A

套餐B

套餐C

套餐D

产品配置建议

LCD 86寸 党建融屏（一体机）
（含党建学习平台系统）

UTV LED108寸 党建融屏（一体机）
（含党建学习平台系统）

UTV LED135寸 党建融屏+党建沉浸式互动系统
（含12套主题内容，党建学习平台系统）

套餐

套餐F

套餐G

套餐I

三 应用案例

某街道办大堂 某央企大楼大堂

某城管局指挥中心

某机场党员会议室

某市人大会议室

广西某厅会议室

上海某出版社书展

某行政学院会议室

上海市某区委指挥中心
洲明标准化党建一体机快速覆盖省、市、地、县、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