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中国国际云计算技术和应用
论坛 （Cloud China 2017）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五届中国国际云计算技术和应用论坛 （Cloud China 2017）将于2017年05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
的意见》及《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等有关政策与措施，抓住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的重要机遇
期，积极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模式，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充分发挥云计算、大数据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引领支撑作用，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
合会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主办，北京中工信
信息技术中心协办的“中国国际”云计算技术和应用展览会暨论坛（Cloud China）“自2013年创办以来，为推动我国
云计算产业新业态的创新发展和各地云计算建设应用，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同时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先后邀请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信息化专业咨询委员会、中国工程院、北京市政府、中国电子信息行业
联合会等相关领导及院士专家到会致辞指导。活动由最初的一场展览、一场论坛发展为一场展览、十余场论坛、多
个系列活动。四年来，先后共有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微软、思科、甲骨文、HGST、戴尔、联想等超
过5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专业观众规模达10000多人。

随着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数据等国家战略及政策措施的实施，云计算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由此，在
前四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Cloud China 2017将延续往届优势，并不断开拓创新，继续举办第五届。

时间：时间：2017年5月3日-4日

地点：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

（一）展览展示。（一）展览展示。

活动现场分社 云计算技术、行业应用；大数据技术及应用；物联网、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智能穿戴、智能制
造、智能硬件等七大展示主题，汇集国内外新兴产业相关领域优秀企业，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解决方
案，及现场体验相关领域的服务和应用。邀请各行业信息化应用机构主管领导、试点智慧城市规划及建设部门领
导、行业企业用户现场参观，搭建政企合作交流平台。

（二）论坛研讨。（二）论坛研讨。

活动期间将安排一场主旨论坛，若干场专题论坛，围绕云架构；云安全；大数据分析应用；数据中心运维；云存
储；云服务（公有、私有、混合）；基于云模式和数据驱动的新型软件服务；ICT；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的行业应用
（金融、政府、电信运营商、制造业、教育、医疗）等，从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推动行业应用落地、关注行业技术
焦点出发，邀请业界著名专家、龙头企业、专业观众互动交流，共同探讨产业发展热点问题。

（三）奖项评选。（三）奖项评选。

本次活动将继续评选：年度云计算行业突出贡献企业/人物奖；年度云计算应用优秀实践单位奖；年度云计算优秀解
决方案/产品奖；年度云计算十大最具影响力企业奖；年度云计算十大最具成长力企业奖；年度云计算十大品牌将，
共七大奖项。本次评选旨在充分发挥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和带动作用，推
举业界优秀企业，分享成功经验。

（四）系列活动。（四）系列活动。



活动将2017年定为“数据云上创新年”，期间举行“数据 * 云 * 计算”的沙龙活动，并以“大数据创新应用”为主题，举办
多场路演活动，同时启动：数据资产管理培训工作。

（五）产业汇聚。（五）产业汇聚。

活动期间，邀请各行业信息化应用机构主管领导、试点智慧城市规划及建设部门领导、行业企业用户到场，以拜
会、座谈、发布、路演等形式，根据新兴产业技术和发展趋势，结合企业的优势、特点和实际需求，挖掘政企合作
机会，务实推动新兴产业领域有序发展。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时间：2017年5月3日-4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第一部分 全体大会

 全体大会

时间：2017年5月3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时间时间 主要议程主要议程 嘉宾嘉宾

08:30-08:50 签到入场  

08:50-09:00 介绍嘉宾  

09:00-09:40 领导讲话

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09:40-10:00 解读云计算“十三五”发展规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软司

10:00-10:40 全球云计算态势及展望 中国工程院院士

10:40-11:00 面向未来的云服务 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

11:00-11:20 云产业链新生态构建 中国联通云数据公司

11:20-11:40 创新创造云存储未来 希捷中国

11:40-12:00 数字经济时代的超级连接与运算 SAP中国研究院

12:00-13:30 午休、自由活动午休、自由活动  

时间时间 主要议程主要议程  

13:30-13:40 签到入场  



13:40-14:00
加快云计算应用，推动产业升级变
革

中国工程院院士

14:00-14:20 未来云就绪，简化云架构 戴尔大中华区

14:20-14:40 开放云战略 引领全价值链互联网化 苏宁云商集团

14:40-15:00 DT时代的企业云化之路 IBM大中华区

15:00-15:20
云计算、大数据推进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

国家信息中心

15:20-15:40 开放云平台助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京东集团

15:40-16:00
开启超融合之门，助力客户向云转
型

海航云

16:00-16:20 城市级视频监控云服务 湖北三峡云计算中心

16:20-16:40 创新智安全、融合云IT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40-17:00 云计算技术演进与标准化趋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7:00 第一天会议结束

第二天  全体大会

时间：2017年5月4日上午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时间时间 活动名称活动名称  

08:30-08:50 签到入场  

09:00-09:20 领导讲话 工业和信息化部

09:20-09:40 领导讲话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09:40-10:00 政策解读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

10:00-10:20 主题报告 中国工程院院士

10:20-10:40
极简网络助力新一代云化数据中心建
设 锐捷网络

10:40-11:00
打造应用开发新模式——优克普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PaaS开发平台

11:00-11:40
“数据数据•云云•计算计算”

——2017 “数据云上创新年数据云上创新年”主题沙龙主题沙龙

11:40-12:00 年度年度“云帆奖云帆奖”表彰与授牌表彰与授牌  

12:00 午休、自由活动午休、自由活动  

    

注：以上过程中有调整，最终议程规划请以大会现场安排为准。

第二部分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1：云架构论坛议程

时间：5月3日下午13:00-17:00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13:00-13:40 代表签到、入场  

13:40-14:00 融合架构引领云计算创新 知名专家

14:00-14:20 云计算基础架构与大数据应用实践 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

14:20-14:40 大型云平台的规划与构建 京东云

14:40-15:00 云架构重塑业务流程 新宏昌重工集团

15:00-15:20 随需应变的IT新架构 深信服公司

15:20-15:40 数字化转型的基石——云和网络
互联网域名系统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15:40-16:00 企业私有云平台实践之旅 苏宁集团

16:00-16:20 云架构的灵活部署与创新 上海爱可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20-16:40 混合云基础架构创新 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监

16:40-17:00
公有云平台如何构建全新的运维和运
营体系

大型企业CIO

17:00 论坛结束、自由参观论坛结束、自由参观  



注：以上过程中有调整，最终议程规划请以大会现场安排为准。

专题论坛2：金融云计算与大数据论坛议程

时间：5月3日下午13:00-17:00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13:00-13:40 代表签到、入场  

13:40-14:00 云计算、大数据助力金融创新 国家级知名专家

14:00-14:20 云网融合,安全可信 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

14:20-14:40 建设金融服务云，开启服务新模式 太平洋保险公司

14:40-15:00
从实践者到服务者 京东云数知构建大
数据生态

京东云

15:00-15:20 云化IT系统的智能化运维 交通银行

15:20-15:40 SmartCMP混合云管理平台最佳实践 骞云科技CloudChef

15:40-16:00 商业银行走向云计算的必由之路 知名专家

16:00-16:20 平安云的构建和运维实践 平安科技

16:20-16:40 消费金融与大数据 马上消费金融

16:40-17:00 云计算赋能互联网金融 泰康资产

17:00 论坛结束、自由参观论坛结束、自由参观  

注：以上过程中有调整，最终议程规划请以大会现场安排为准。

专题论坛3：健康医疗云与大数据论坛议程

时间：5月3日下午13:00-17:00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13:00-13:40 代表签到、入场  

13:40-14:00 健康医疗十三五展望 国家级知名专家

14:00-14:20 大数据与精准医疗 北大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



14:20-14:40 戴尔助力医疗信息化建设 戴尔中国

14:40-15:00
精准医学时代的医疗健康大数据研究
与应用

国家级知名专家

15:00-15:20 互联网+健康医疗 春雨国际医疗

15:20-15:40 新网络平台下的远程医疗 解放军总医院远程医疗中心

15:40-16:00 云时代医院网路转型 锐捷网络

16:00-16:20 医疗可穿戴设备与云服务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

16:20-16:40 互联网+”时代集成平台的新特性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16:40-17:00 传统医疗如何实现弯道超车 掌上药店

17:00 论坛结束、自由参观论坛结束、自由参观  

注：以上过程中有调整，最终议程规划请以大会现场安排为准。

专题论坛4：云安全论坛议程

时  间：5月4日上午08:30-12:00   地  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08:30-09:00 代表签到、入场  

09:00-09:20 云计算安全态势与对策 中国工程院院士

09:20-09:40
加强网络安全保障 创造安全环
境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

09:40-10:00 天翼云信息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电信云计算分公司

10:00-10:20 云计算引发的安全机遇与挑战 希捷科技

10:20-10:40 安全大数据进一步思考 中科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10:40-11:00 云计算安全标准化进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

11:00-11:20 云计算时代的安全威胁对抗 京东云

11:20-11:40 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困与忧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11:40-12:00
企业私有云安全防护实践与探
索 大型企业CIO

12:00 论坛结束、自由参观论坛结束、自由参观

注：以上过程中有调整，最终议程规划请以大会现场安排为准。

专题论坛5：电子政务云论坛议程

时  间：5月4日上午08:30-12:00   地  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08:30-09:00 代表签到、入场  

09:00-09:20 政务云顶层设计与规划 国家信息中心

09:20-09:40 “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 国家税务总局电子税务管理中心

09:40-10:00 政务云建设路径探索 联通云数据有限公司

10:00-10:20 智慧城市治理新实践 威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10:20-10:40 政府互联网数据合作探索 京东云

10:40-11:00
如何规划建设新一代政务信息
系统暨智慧城市中枢管理服务
平台系统

北京大学数字研究院信息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
心

11:00-11:20 云平台下的视频大融合 北京视联动力公司

11:20-11:40
互联网+电子政务顶层设计案例
分享

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

11:40-12:00 政务云服务创新趋势 国脉研究院

12:00 论坛结束、自由参观论坛结束、自由参观

注：以上过程中有调整，最终议程规划请以大会现场安排为准。

专题论坛6：教育云与大数据论坛议程

时  间：5月4日上午08:30-12:00   地  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08:30-09:00 代表签到、入场  

09:00-09:20 中国大学MOOC发展 北大MOOC推进工作组专家

09:20-09:40
打造教育云平台，全面推进教
育信息化

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

09:40-10:00 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研究进展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

10:00-10:20 沃云在教育信息化中的实践 联通云数据有限公司

10:20-10:40
互联网+、大数据对传统教学流
程的再造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10:40-11:00
革命与颠覆——智慧教育的未
来之路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

11:00-11:20 大规模在线学习研究与实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20-11:40 教育大数据研发与发展现状 三盟研究院

11:40-12:00 DT数据时代的个性化教育 好未来集团

12:00 论坛结束、自由参观论坛结束、自由参观

注：以上过程中有调整，最终议程规划请以大会现场安排为准。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一、普通门票一、普通门票1080元元/人人

1、票价包括两日会议期间含会议午餐，交通、住宿自理；办理证书需另交证书工本费；

2、享有大会公开资料、全程参与大会所有分论坛及专题研讨（部分封闭论坛除外）；

3、凡团体购票10人及以上为880元/人，5人及以上为980元/人，5人以下无优惠。

二、二、VIP门票门票  6800元元/人人
1、受邀为“Cloud China 2017”大会主席团成员；

2、受邀出席Cloud China 2017”全体大会开幕式，主会场预留VIP坐席；

3、全程参与大会所有论坛（部分封闭论坛除外），协调安排专题论坛发言时段一个；

4、含5月3号中午VIP用餐、电子会议资料（含终端）；

5、推荐参与本次“云计算突出贡献人物”、 “云计算应用优秀实践单位”年度评选；

6、获选后在大会会刊刊登人物及单位介绍、颁发证书。

本次大会不办理退票，当天不售票，请提前购买。本次大会不办理退票，当天不售票，请提前购买。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