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IEC 2017全球互联网经济大会-北
京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GIEC 2017全球互联网经济大会-北京将于2017年09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全球互联网经济大会GIEC2017秋季峰会暨2017全球万物智能大会定于2017年9月5日至9月6日继续在北京国际会议
中心举办。大会将围绕“万物互联万物互联 聚变未来聚变未来”为主题，同期举办全球互联网领袖峰会、万物智能峰会暨展览会、大数
据峰会、互联网金融科技峰会、跨境电商峰会、互联网投资峰会、互联网医疗峰会、互联网经济年度大奖颁奖盛
典、中国电子商务博览会等多项活动。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互联网领袖峰会互联网领袖峰会

时间：2017年9月5日09:00-16:30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规模：1500人

主题：万物互联 聚变未来

09:00-09:20  领导致辞及启动仪式

09:20-09:45  智能制造中国化进程——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09:45-10:10  家电智造的国际化之路——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生

10:10-10:35  互联网驱动的服务升级——58同城CEO姚劲波

10:35-11:00  互联网医疗的智能基因——桃谷科技董事长CEO张守川

11:00-11:25  传统企业的转型之路——酒仙网CEO郝鸿峰

11: 25-11:50  汽车出行的商业解析——神州租车CEO陆正耀

11:50-12:00  年度互联网经济大奖颁奖盛典

 

13:30-13:50  解构生活服务电商的商业逻辑——新美大CEO王兴

13:50-14:10  全渠道的新零售之路——中粮我买网CEO赵平原

14:10-14:30  新零售的商业变革——大润发飞牛网CEO袁彬

14:30-14:50  O2O新零售正值风口——多点CEO林捷

14:50-15:10  电商百货的进化方向——良品铺子CEO杨银芬

15:10-15:30  微商在变革中寻求发展——韩束CEO陈育新



15:30-16:30  圆桌对话-新零售时代的商业机遇与挑战 本来生活副总裁戴山辉/爱鲜蜂CEO张赢/天天购物总裁鞠传国/

天天果园副总裁牟西军/微东到家CEO刘鑫/许鲜网CEO徐晗/妈妈网副总裁高广英

万物智能峰会万物智能峰会

时间：2017年9月5日09:00-16:30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

规模：1000人

主题：智能的聚变

智能生态

09:00-09:20  开放式创新，全球分享中国荣耀 —— 华为高级副总裁艾伟

09:20-09:40  开启小米的智能生活 —— 小米高级副总裁王翔

09:40-10:00  U+平台的智慧 —— 海尔集团副总裁赵峰

10:00-10:20  智慧家庭新概念 —— 鹏博士副总裁张光剑

智能出行

10:20-10:40  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终端 —— 特斯拉汽车全球副总裁任宇翔

10:40-11:00  未来出行方式 —— 乐视控股CMO、易到用车总裁彭钢

11:00-12:00  圆桌对话-车联网的智能场景 —— 阿里千寻位置消费者事业部总经理易祥/百度自动驾驶工程副总经理
孙勇义 智行者CEO张德兆/小蚁科技CEO达声蔚/合众思壮CEO郭信平

智能硬件

13:30-14:30  科技产品秀——企业产品发布：机器人、无人机、智能家电、AR/VR

14:30-14:50  机器人的智能场景 ——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总经理于振中

14:50-15:10  智能家居的构想 —— Broadlink CEO刘宗孺

15:10-15:30  让机器人像电脑一样普及 —— 康力优蓝CEO刘雪楠

15:30-16:30  圆桌对话-虚拟现实的进化方向 —— 暴风魔镜CEO黄晓杰/大朋VR CEO陈朝阳/蚁视科技CEO覃政 / 睿
悦信息联合创始人刘峰瑞/亮风台CEO廖春元/Realmax 高级副总裁赖毅

大数据峰会大数据峰会

时间：9月6日09:00-16:30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

规模：1000人

主题： DT时代的数字化创新

开放云生态

09:00-09:25  数字化时代的商业创新 —— 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韦青

09:25-09:50  大数据驱动互联网转型 —— 联想集团副总裁田日辉

09:50-10:15  云+未来,让生活更精彩 —— 腾讯云副总裁刘克鸿

10:15-10:40  云连万物,开启工业的服务时代 —— 百度开放云副总经理管瑞峰

10:40-11:05  深挖数据背后的人和场景 —— 京东云基础云事业部总经理王直



11:05-11:30  直击移动IM之痛 —— 网易云信&网易七鱼总经理阮良

11:30-11:55  企业级服务是资本寒冬下的优质资产 —— 环信CEO刘俊彦

数字营销

13:30-13:50  开启共享经济云计算时代 —— 网心科技CEO、迅雷联席CEO陈磊

13:50-14:10  大数据助力精准营销 —— Akamai中国区董事长凌洁

14:10-14:30  大数据让营销决策更高效 —— 360公司副总裁栾天

14:30-14:50  通过云服务实现合作共赢 —— 秒针系统CEO祝伟

14:50-15:10  数字化营销新趋势 —— 快友股份CEO林森

15:10-15:30  技术驱动营销 —— 璧合科技CEO赵征

15:30-16:30  圆桌对话-大数据驱动新经济 —— 天互数据总经理苏清宝/新智云数据总经理杨瑞/名片全能王副总裁陈
飒 / 上海有孚网络执行总裁安柯/九九无限CEO张莉/全景图片CTO徐文

金融金融科技峰会科技峰会

时间：2017年9月5日09:00-12:00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201会议室

规模：500人

主题：普惠金融  

09:00-09:20   蚂蚁金服国内事业群总裁樊治铭

09:20-09:40   平安银行网络金融事业部总裁金晓龙

09:40-10:00   海尔互联网金融CEO王伟

10:00-10:20   百度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杨进

10:20-10:40   京东金融副总裁许凌

10:40-11:00   苏宁金融集团副总裁戴宏

11:00-12:00  圆桌对话-未来支付场景 —— 首信易支付CEO高佳卿/易联支付首席营运官邓云 / 连连支付副总裁姚敏/

易宝支付旅游事业部总经理韩棋/汇元银通跨境业务部总经理黄宇

跨境电商峰会跨境电商峰会

时间：2017年9月5日13:30-16:30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201会议室

规模：500人

主题：外贸新常态

13:30-13:50  跨境电商自营模式并不笨重 —— 网易考拉海购CEO张蕾

13:50-14:10  做平台就要做服务 —— 阿里一达通副总经理肖锋

14:10-14:30  迎接全球购 —— 中国制造网副总经理秦臻

14:30-14:50  中国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 寺库联合创始人宋玉伟

14:50-15:10  平价零售机会来临 —— 卷皮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黄承松

15:10-15:30  有序创新成跨境电商新业态 —— 达令全球购副总裁杨帆



15:30-16:30  圆桌对话-全球化视野 —— 麦乐购CEO马云/母婴之家首席战略官董升/贝贝网副总裁蒋雨辰 /海淘返利
网大中华区总裁戴岩/55海淘创始人兼CEO顾军林/萌店国际电商事业部商务负责人左小牡

互联网投资峰会互联网投资峰会

时间：2017年9月6日09:00-12:00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201会议室

规模：500人

主题：驱动资本新动能

09:00-09:20   启赋资本董事长傅哲宽

09:20-09:40   极客帮资本管理合伙人蒋涛

09:40-10:00   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

10:00-10:20   优联资本董事长王孝华

10:20-10:40   美国云基金CEO Jung yun

10:40-11:00   丰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守彬

11:00-11:20   起源资本副总裁于向龙

11:20-11:40   乐博资本杨宁

11:40-12:00   天鹰资本合伙人王茜

互联网医疗峰会互联网医疗峰会

时间：2017年9月6日13:30-16:30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201会议室

规模：500人

主题：智慧医疗新方式

13:30-13:50   百度医疗事业部总经理李政

13:50-14:10   东软大象就医总经理曹艳龙

14:10-14:30   联想智慧医疗副总经理崔立斌

14:30-14:50   惠每医疗CEO罗如澍

14:50-15:10   春雨医生CEO李光辉

15:10-15:30   掌上药店联合创始人王俊海

15:30-16:30  圆桌对话-智慧医疗与数字人体 —— 好大夫在线创始人兼CEO王航/腾讯医疗行业产品总监/ 卓健科技首
席战略官翟雪莲/平安健康云副总经理张岚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刘克鸿
腾讯云
副总裁  

朱宇
上品折扣
副总裁  

于振中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总经理  

艾伟
华为

高级副总裁

张德兆
智行者
CEO  

刘峰瑞
睿悦信息
联合创始人  

郭信平
合众思壮

CEO  

朱璋
中粮我买网
副总裁

阮良
总经理

网易云信&网易七鱼  

王兴
新美大
CEO  

达声蔚
小蚁科技

CEO  

赵峰
海尔集团
副总裁

李东生
TCL

董事局主席  

王直
京东云基础云事业部

总经理  

郝鸿峰
酒仙网
董事长  

张守川
桃谷科技
董事长

樊治铭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
国内事业群总裁  

任宇翔
特斯拉
高级副总裁  

廖春元
亮风台
CEO  

董明珠
格力电器
董事长兼总裁



姚劲波
58同城
创始人  

黄晓杰
暴风魔镜

CEO  

肖锋
阿里一达通
副总经理  

张光剑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

覃政
蚁视科技ANTVR

创始人  

凌洁
Akamai中国公司

董事长  

刘宗孺
Broadlink

CEO  

陈朝阳
大朋VR

CEO&amp;创始人

韦青
微软(中国)

产品策略总经理  

栾天
360公司
副总裁  

王翔
小米公司
高级副总裁  

张一鸣
今日头条
创始人

赖毅
Realmax

高级副总裁  

陆正耀
神州租车
创始人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VIP早鸟票早鸟票 ：：980元元

售票时段：即日起至2017-06-30。含大会会议全套资料，大会会议会场入场通行券及会议两天午餐券。

VIP通行票通行票 ：：1280元元

售票时段：2017-06-30起至2017-07-31。含大会会议全套资料，大会会议会场入场通行券及会议两天午餐券。

VIP嘉宾票嘉宾票 ：：1980元元

售票时段：2017-07-31至2017-09-06。含大会会议全套资料，大会会议会场入场通行券及会议两天午餐券。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