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Of Tech 2016企业安全技
术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World Of Tech 2016企业安全技术峰会将于2016年06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大会总览大会总览

企业安全管理与企业安全管理与运维运维
网络安全管理并不管理一台防火墙、路由器、交换机那么简单。本论坛将分享如何以体系化的设计思路进行通盘考
虑，统一和规范网络安全管理的内容和流程，提升风险运行维护的自动化程度，实现风险可视化、风险可管理、风
险可处置 、风险可量化。

工控安全与工控安全与物联网物联网安全安全
漏洞挖掘与分析在信息安全领域中日趋重要，本论坛将对漏洞挖掘的含义、作用以及主要技术进行分析与探讨。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1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1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41/


安全管理工具和方法安全管理工具和方法
数据存量的爆炸性增长、传统的安全藩篱被打破，核心数据亟待安全保障，风险安全责任全员化，数据库安全已是
重要运维责任，系统架构，可靠、安全、可扩展、易维护越来越引发广泛关注。

移动与Web安全移动与Web安全
本论坛将分享如何去发现潜藏在移动应用和Web应用中的安全漏洞，毕竟懂得这些安全漏洞是如何产生的，才能让
我们在防护的过程中得心应手。

云安全与云安全与大数据大数据安全安全
在大数据时代下，云安全究竟如何定义，云安全内容包括哪些方面，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而从大数据和云计算之
间互动关系来看，只有为数据建立了最为严格的安全标准，大数据才能够不断地享受着由云计算提供的可扩展性、
灵活性和自动化。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6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0/


金融金融与电子商务安全与电子商务安全
如今，人们的衣食住行处处可见网络身影。在此形势下，商业银行面对的客户不再是孤立的线下客户或企业个体，
而是通过互联网、供应链紧密相连的客户群体，他们的金融互联网化需求日趋迫切。但显然，满足这些需求的同
时，要先保证安全。

威胁情报与攻击防护威胁情报与攻击防护
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 要做到检测，防御，预警，响应。并将整个攻击事件作出预测结果。但这一切的核心都是数
据，海量的数据。只有拥有海量数据，加上高效的关联分析，才能更精准的预测出整个事件走向，或许通过本论坛
的分享，你可以找到最佳实践方案。

漏洞挖掘与分析漏洞挖掘与分析
万物互联时代，各种热门智能设备漏洞频发，不仅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可穿戴等热门设备的高曝光，工控系
统的安全问题也被提及，本论坛将分享物联网及工控安全如何构筑安全壁垒，让安全不在是物联网和工控网发展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0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62/


的"拦路虎"。

安全测试与应急处理安全测试与应急处理
本论坛将分享如何形成科学有效、反应迅速的处置机制，提高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保
障系统的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和运行安全。

会议名称：World Of Tech 2016企业安全技术峰会会议名称：World Of Tech 2016企业安全技术峰会

会议时间：2016年6月24-25日会议时间：2016年6月24-25日

会议地点：北京珠三角JW万豪会议地点：北京珠三角JW万豪酒店酒店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时间 会场 议题 拟演讲人

6月24日
上午

主会场

 

郝叶力 互联网协会  （拟）

平安银行  （拟）

肖新光 （拟）

罗森林 （拟）

冼嘉乐  普华永道中国网络安全服务合伙人

汤锦淮 腾讯  （拟）

IDC 武连峰 （拟）

中电 张兴   （拟）

李雨航  CSA大中华主席、华为首席网络安
全专家

6月24日
下午

企业安全管理与
运维

企业SDL最佳实践（拟） 刘明浩  （拟）

安全管理: 以人为本
钱晓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安全业务TMG
主任

案例分析（拟） 陈小兵，北京网监高级工程师

企业安全管理人才的培养策略及选拔技巧 张敬，山东安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

云安全与大数据
安全

 道哥（吴翰清），阿里巴巴资深总监

大数据安全分析SaaS化的挑战与机遇
万晓川 Justin Wan，瀚思（HanSight）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

云安全的理想与现实 郝轶，百度资深安全专家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安全

云计算安全与容灾漫谈

孙文明，北京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应急容灾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

私有云 安全体系架构（拟） 童宁 亚信安全 总监（拟）

威胁情报与攻击
防护

 360宫一鸣 （拟）

 微步在线 薛锋 CEO 

 赵武 三个白帽（拟）

 瑞数公司（拟）

 金湘宇 （拟）

 肖新光 安天公司（拟）

 CNCERT （拟）

6月25日
上午

安全测试与应急
处理

 58同城，非零解，吴圣 （拟）

安全与取证（拟）
公安三所 董建博士 （企业应急处理）（陈
亮老师）

测试（拟） 国测（拟）

代码审计与安全测试（拟） SDL、Cnseay PHP代码审计（拟）

 云测（拟）

金融与电子商务
安全

金融行业安全风控模型（拟）
林鹏，万达商城  万达电商安全信息部 总
经理

 oneapm (商业)

如何防御P2P行业诈骗（拟） 平安金融“戴鹏飞”（拟）

网络金融安全态势 曹岳，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院 副处长

京东安全体系建设之路 李学庆，京东商城 安全管理部经理

支付安全（拟） 阿里/腾讯微信（拟）

安全管理工具和
方法

数据防泄漏（拟） 明朝万达 （拟）

APP认证、二维码认证（拟） 飞天诚信（拟）

传统证书（拟） 信安（拟）

27001安全体系（拟）
毛宇，普华永道风险及控制服务高级经理/
普华永道财务学院首席IT专家讲师

管理工具（拟） 樊山（拟）

泰合管理平台（拟） 启明星辰 叶蓬（拟）

云管理平台（拟） 臧铁军 vmware（拟）

 证券类用户（拟）

 李鸿培 360 （拟）

 赵粮绿盟（拟）

6月25日
下午

物联网安全与工
控安全

智能硬件安全风险（拟） 启明星辰 （拟）

 匡恩 （拟）

 卢佐华，梆梆安全研究院院长 

 电力用户分享（拟）

 
杨坤，长亭科技 联合创始人（前蓝莲花成
员） 

 王得金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16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00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71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1/


移动与Web安全

web安全体系化建设 （拟） 搜狐的吴建强/去哪儿网的郭添森（拟）

WEB安全规律特征及关联分析  潘立亚，江南天安 安全研究员  （商业）

 电力和石化的用户 （拟）

OWASP Mobile Top10 陈亮，OWASP北京负责人

漏洞挖掘与分析
（老杨）

前沿漏洞挖掘思路及监控方法（拟） 百度“小雨”（拟）

高危漏洞防御最佳实践（拟） 腾讯“马三”（拟）

 董樾威客安全联合创始人兼COO

WEB漏洞挖掘 （拟） 盘古 （拟）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谢超首
(ISC)2

中国区业务发展主管  

窦喆
运维帮社区

创始人  

吴翰清
阿里巴巴
资深总监  

王培
IDC中国

企业级系统与软件研究部分…

杨文飞
51CTO
总编辑  

郝轶
百度

资深安全专家  

陈亮
OWASP

中国区负责人之一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票种 04/19--05/06 05/07--05/31 06/01--06/25

A票（含餐） 1600 1800 2000

B票（不含餐） 1200 1400 1600

技术管理专场（不含餐） 200 200 200

 

说明
1.团购≥5张，享每张减100元优惠券，团购≥10张，享受每张减200元优惠.
2.以上价格不包含往返交通及住宿费用。
3.收到票款后票务组工作人员会与您联系。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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