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BN2016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
网络展览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CCBN2016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将于2016年03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支持，广播科学研究院、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
司主办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厅共同承办的“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
览会（CCBN2016）览会（CCBN2016）”将于2016年3月24-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广播影视技术设备展览会、世界排名首位的数字电视与宽带网络行业盛
会，CCBN吸引了来自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展出面积60000平米，占用了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全部展馆和1个室外展场。参观观众来自全国各级广电局、电视台、电台、有线网络公司以及
各相关部委、大专院校等专业参观人士超过10万人，并接待来自欧美、非洲、亚太等国外参观机构达400家。

历经二十多年磨砺，CCBN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广电的行业盛会、展示交流的平台、国际知名的展会品牌，
为中国广播影视的发展、民族工业的繁荣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CCBN2016将以“云
聚全媒体 智汇新视听”为主题，将设置更多专业展区，将汇集全球范围内广播电视领域数字化、网络化、高
清化、信息化的创新成果，为整个行业提供一个最直接、最便捷的沟通交流平台。

主题报告会作为CCBN的开幕盛典与核心组成部分，将于2016年3月23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主题报告会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发布行业方针政策与发展战略的首选平台，是跨国公司与中国企
业发布前沿技术与年度发展规划的首要时机，也是全行业领略世界广播影视最新进展的最佳舞台，已经成为中
国广电发展趋势和国际相关技术发展走向的风向标。主题报告会上将颁发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2014年度科
技进步奖、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金帆奖)和广播节目技术质量奖(金鹿奖)。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国际广播影
视发展论坛(CCBN-BDF)，该论坛以创新、合作、发展为宗旨，为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专家学者等提供一
个共商中国广播影视产业未来的产业引导、产业发展、技术发展等专题研讨和技术交流的平台。

CCBN2016主题报告会简介CCBN2016主题报告会简介

 

CCBN2016主题报告会将于2016年3月23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CCBN2016主题报告会将于2016年3月23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预计超过5000人的专业代表
参会。作为CCBN的开幕盛典与核心组成部分，主题报告会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发布行业方针政策与
发展战略的首选平台，是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发布前沿技术与年度发展规划的首要时机，是全行业领略世界广
播影视最新进展的最佳舞台，历年CCBN主题报告会，都是广电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总局领导、知名专家在会
上作的主题报告都受到广大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此外，多家行业领先厂商结合自身企业运营经验，对当前业
内热点话题也将做精彩演讲。

此届主题报告会依旧在原主论坛举办的同时，增设主题报告分论坛，专题设置包含业内最为热门的新技术
观点。主题报告会分论坛的设立的目的是把业内最热点的话题作为CCBN的主体会议活动来凸显，并方便专业
代表参会。



 

CCBN-BDF论坛简介CCBN-BDF论坛简介

 

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发展论坛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发展论坛期望以创新、融合、发展为宗旨，为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专家学者等提
供一个描绘中国广播影视产业未来，共商产业引导、产业发展、技术发展等相关问题的高级对话平台，推动中
国广播影视行业内的经验交流、技术交流、协调合作以及国内相关行业的交流，同时面向世界，增强中国广播
影视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CCBN-BDF论坛嘉宾及观众组成】【CCBN-BDF论坛嘉宾及观众组成】

CCBN-BDF的观众总计超过7000人，
主要涵盖：

1．广电总局及其下属单位
2．全国各级广电局、电视台、网络公司、电台等机构
3．业内厂商
4．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机构
5．各类媒体代表

CCBN-BDF的演讲嘉宾百余人，
主要涵盖：

1．广电总局及下属单位领导
2．全国各级广电局、电视台、网络公司电台等机构领导
3．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专家
4．国内知名企业技术负责人
5．通讯及互联网行业相关机构负责人 �

【CCBN-BDF会议室布局及介绍】【CCBN-BDF会议室布局及介绍】

 

会址提示：由于此次盛会活动会场安排较多，具体详情请查看会议日程每场活动相对应的会场。会址提示：由于此次盛会活动会场安排较多，具体详情请查看会议日程每场活动相对应的会场。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CCBN2016 整体日程安排CCBN2016 整体日程安排

 

3
月22
日

全
天报到

报
到地点

五洲大酒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北辰汇源公寓酒店贵宾楼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渔阳饭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西里中街18号

凤展大酒店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乙57号

丽都饭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6号

住
宿地点

五洲大酒店  北辰汇源公寓酒店贵宾楼  渔阳饭店  凤展大酒店  丽都饭店

接
站安排

北京西站、北京站（7:00-20:00）、首都机场（9:00-22:00）。凡预先（3月
17日之前）将到站车次、航班告知组委会的代表，均安排（3月22日）接站   注：
北京南站必须提前告知预约（3月17日之前）

3
月23
日

主
题报告
会

时
间

上午9:00-12:00（8:00开始入场），下午13:30-17:00

地
点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3
月24-
26日

 

参
观展览

时
间

9:00-17:00。各酒店门前上午8:00发车前往参观，下午16:30-17：00，从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发车，返回酒店

地
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BDF
会议

时
间

3月24-25日上午9:20-12:00

地
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办公楼2层（CCBN会议中心）

3
月27
日

代
表返程

代表于中午12：00以前退房。

送站时间为早7:00-12:00，每小时发车一次。

 

 

 



CCBN2016主题报告会日程CCBN2016主题报告会日程

 

CCBN2016主题报告会日程（主会场）CCBN2016主题报告会日程（主会场）

时间：2016年3月23日  时间：2016年3月23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厅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厅

主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院长 邹峰

时 间 演 讲 者 主 题

9:00 CCBN2016主题报告会 开始

9:00-9:30
2015年度广播节目技术质量奖（金鹿奖）、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金帆奖）

及电子学会广播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

9:30-10:3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副局长 主题报告

10:30-11:15 中国工程院院士 邬贺铨 未来互联网规划及前景

11:15-11:35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 王效杰 广电“十三五”规划解读

11:35-11:50 “2015年度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十大科技关键词” 发布仪式

 

13:30-14:00 CCBN年度创新奖颁奖典礼

主持：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俞迁如

14:00-14:40
湖南广播电视台 党委委员/副台长

芒果TV 董事长 聂玫
待定

14:40-15:05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 胡正荣 构建融合媒体产业的生态系统

15:05-15:20 辽宁广播电视台 台长 VR

15:20-15:40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思科全球运营商视频市场副总裁 David Yates
开放的视频网络

15:40-15:55 浪潮 云技术应用

15:55-16:10 创领发现 CEO符国新 虚拟现实行业最新发展



16:10-16:25 索尼（SONY）中国区 总裁 4K技术发展趋势与应用

16:25-16:40 英特尔（Inter） 待定

16:40-16:55 知名技术企业 云应用与技术

16:55-17:10 新奥特
云平台助力融合媒体创新

与发展

  

 

CCBN-BDF论坛日程安排CCBN-BDF论坛日程安排

BDF2016整体日程BDF2016整体日程

序
号

时间 名称 地点
规模

（人）

1
22日全天及23日

下午
有线数字电视运营商国际

峰会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800

2 22日全天 版权生态论坛 皇家饭店大宴会厅 300

3 23日全天 主题报告会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6000

4 23日下午 数据中心论坛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200

5 23日下午 信息安全论坛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200

6 23日下午 虚拟现实论坛 皇家饭店大宴会厅 300

7 24日全天 媒体融合论坛 皇家饭店大宴会厅 300

8
24日上午及25日

全天
云与大数据论坛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办公
楼226

500

9 24日上午 金帆奖观摩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办公

楼201
200

10 24日上午 金鹿奖听评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办公

楼202
80

11 24日下午 科技司专题会议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办公

楼226
500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办公



12 24日下午 公共服务论坛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办公

楼201
200

13 25日全天 数字教育与娱乐峰会 皇家饭店大宴会厅 300

14 25日全天 下一代宽带发展论坛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办公

楼201
200

 

第三届CCBN第三届CCBN

有线数字电视运营商国际峰会有线数字电视运营商国际峰会

3月22日 发展篇 主持：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戈

09:00-
09:30

CCBN有线电视顾问委员会成立仪式

09:30-
09:55

全国有线电视网的互联互通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线公司副总经理曾

庆军

09:55-
10:15

媒体融合背景下有线电视的机遇和挑战 华数集团董事长王健儿

10:15-
10:35

有线数字电视运营现状及发展 歌华有线董事长郭章鹏

10:35-
11:00

待定 永新视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00-
11:20

待定 企业

11:20-
11:40

北美有线电视业务现状及趋势 Comcast 副总裁 Jorge D.Salinger

11:40-
12:00

网络视听运营及未来发展 CableLabs 执行副总裁Chris Lammers

创新篇 主持：广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少君

14:00-
14:20

有线数字电视运营现状及发展 河南有线董事长李保祥

14:20-
14:40

有线数字电视运营现状及发展 东方有线总经理刘九评

14:40-
15:05

行业知名企业 行业知名企业代表



15:05-
15:30

行业知名企业 深圳市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5:30-
15:50

有线数字电视运营及应用 吉视传媒总经理王胜杰

15:50-
16:10

有线数字电视运营现状及发展 重庆有线总经理李晓枫

16:10-
16:35

行业知名企业 Sandisk Corporation

16:35-
17:00

行业知名企业 惠州市伟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月23日 合作篇 主持：广播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盛志凡

13:30-
14:00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和
未来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线公司副总经理吕
建杰

14:00-
14:30

TVOS发展及现状 广播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盛志凡

14:30-
15:00

网络视音频技术发展 合一集团副总裁杜长嵘

15:00-
15:30

行业知名企业 北京宝联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15:30-
16:00

电信宽带网络建设及CDN建设思路与发
展

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市场部总经理杨居
正

16:00-
16:30

行业知名企业 江苏广电网络南京分公司

16:30-
17:00

行业知名企业
行业知名企业代表

 

以上日程大会现场日程为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务费收费标准：会务费收费标准：

2500元/人（标准间两人住），包括：住宿、资料等。

3750元/人（包房一人住），包括：住宿、资料等。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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