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六届大数据世界论坛
（BDWF 2016）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六届大数据世界论坛 （BDWF 2016）将于2016年07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创办最早  专业受众规模最大  年度重磅大数据盛会



大数据产业界的各位同行：

一年一度的“大数据世界论坛”即将在北京再次开幕。作为创办最早、专业受众规模最大的年度大数据重磅盛
会，2016第六届大数据世界论坛将”应用激发行业需求，分析创造商业价值”作为年度主题，将全面覆盖金融、电
信、医疗、政府、电商与互联网、能源和公共事业、媒体与营销、零售、交通、物流等对大数据与分析技术与解决
方案有巨大需求的重点行业与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的专业人士共同交流大数据领域前沿技术与发展趋势。我们诚
挚邀请大数据产业界的各方代表齐聚一堂，聚焦前沿资讯，分享应用经验，拓展专业人脉，发现商业机会，共同见
证大数据在2016的爆发式产业成长与市场发展机会。

￭ 2016第六届大数据世界论坛联席主席：
宁家骏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Roger Strukhoff, Executive Director, Tau Institute

同期举行：2016大数据技术与实践超级训练营

奖项评选奖项评选

2016年度大数据世界奖项评选旨在鼓励具有技术创新和行业应用潜力的大数据相关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同时促
进大数据生态系统的构建，推动大数据市场和产业的健康发展。2016大数据世界奖项评选公开征集各奖项候选名
单，通过网上初评，并经由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媒体及咨询机构代表等各方人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讨
论评选出各奖项入围名单，经评议和投票，最终产生年度获奖名单。

2016年度大数据世界奖项评选标准包括：

• 创新性：2016年度大数据世界奖项评选鼓励创新，参评的大数据相关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应具有卓越的技术创
新性，市场、品牌、人物类奖项也需要体现创新潜力、能力与精神。

• 成长性：2016年度大数据世界奖项评选将向业界推广应用潜力的大数据相关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推动高成长
性的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更好地应用于行业实践。同时也通过奖项评选推动优秀的大数据市场、品牌和人物活动更
大的发展空间。

• 影响力：2016年度大数据世界奖项评选将促进大数据生态系统的构建，推动大数据市场和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
行业和市场影响力的关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以及市场、品牌、人物将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
展之道。



分论坛

大数据营销峰会：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467189019.html

2016年Hadoop亚太峰会：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467188640.html

2016年Spark亚太峰会：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671873651.html

2016政企大数据峰会：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146718665.html

2016社交媒体大数据峰会：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671862201.html

2016电信业大数据峰会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18507915.html

医疗大数据与智慧医疗峰会：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146718440.html

2016年度金融业大数据峰会：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467182657.html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6第六届大数据世界论坛（BDWF 2016）将全面覆盖对大数据与分析技术与解决方案有巨大需求的重点行业与
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的专业人士共同交流大数据领域前沿技术与发展趋势，探讨如何有效选择大数据与分析技术
与解决方案，规划大数据战略，以促进业务升级，发掘商业价值，驱动产业变革。

7月月28日日   上午上午 主论坛主论坛

09:00-09:30 “十三五”大数据发展战略取向与推进策略

国与国的竞争焦点正从对资本、土地、人口、资源的争夺转向对大数据的争夺上，“制数权”成为继制陆权、制海权、
制空权滞后的新制权。国家着力规划大数据战略中长期路线图与实施重点、目标、路径，统筹布局，抢占新全球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战略的机遇期。作为《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主要研究者和起草专家，介绍国家大数据战
略相关政策研究的工作背景与落实推进情况，分析我国“十三五”信息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阐述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核
心任务与推进策略。

单志广单志广 国家大数据部际联席会议秘书长

09:30-10:00 洞察经济与数字化转型
一场革命即将来临，无论您身处哪个行业，这都将对您的世界造成冲击。这场革命会影响每一种产品和服务，它会
彻底改变各个职业、行业、企业和角色，它会颠覆商业模式，这次革命的驱动力是高级分析和物联网，以及认知计
算，它是洞察经济的开端。知识经济结束了工业时代，技术发展和互联网带来了数字时代，而洞察经济将再次改
变社会，这次变革的驱动因素是以空前的速度不断生成的海量数据。洞察是新货币，洞察是创造价值的新途径，洞
察是全新的竞争优势。

Jeff Spicer IBM大数据与分析全球首席营销官

10:00-10:30 当我们谈论数据治理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数据治理已经成为大数据掘金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然而，业界对于数据治理的认识却又存在诸多似是而
非、模糊不清。本演讲将回顾国际与国内的数据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介绍国际数据管理知识体系对数据管理职能的
定义及应用，并为数据从业者个人职业发展和企业首席数据官提出数据治理工作建议。
刘晨刘晨 国际数据管理协会中国分会副会长

10:30-10:40 2016年度大数据世界奖颁奖典礼 | 展览 | 交流

10:40-11:10 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机遇与挑战
在企业用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等大数据技术获取商业价值的同时，黑客也在利用这些大数据技术向企业发起攻击。
随着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防病毒、防火墙、入侵检测、Web安全网关、DLP等安
全设备的部署帮企业解决了常规安全问题，但面对大数据时代，企业这些独立的安全设备没有能力应对海量数据集
中分析处理和对整体安全威胁的预防及感知，传统信息安全系统已无法应对大数据时代全新环境下的网络安全威
胁。

沈昌祥沈昌祥 中国工程院院士 

11:10-11:40 2016中国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产业演进与机遇
随着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在历经60年的起伏之后，如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形成新一轮的抢位
发展态势，发达国家纷纷吹响探索大脑奥秘的号角。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在全球浪潮推动下，也在快速发展。赛迪
顾问针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大浪潮，提出了人工智能产业概念界定，并对产业链进行了深度剖析。对全球和中国人工
智能市场规模和结构进行了判断，并详细梳理了全国各省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利好政策和具体举措。

向阳向阳 赛迪顾问高级咨询师赛迪顾问高级咨询师

11:40-12:00 互动讨论：构建数据驱动型组织与发展模式
• 数据驱动：从社会到企业
• 数据驱动企业业务转型与价值再造
• 构建新一代数据驱动型商业与经济发展模式

参与嘉宾：参与嘉宾：

吉燕勇吉燕勇 IBM中国开发中心分析开发总经理中国开发中心分析开发总经理

陶波陶波 猎豹移动技术副总裁猎豹移动技术副总裁



刘晨刘晨 国际数据管理协会中国分会副会长国际数据管理协会中国分会副会长

向阳向阳 赛迪顾问高级咨询师赛迪顾问高级咨询师

7月月28日日  下午下午
首席数据官分论坛首席数据官分论坛 
大数据金融分论坛大数据金融分论坛

14:00-14:30 大数据时代CDO角色与定位
真正的CDO应该是一位既懂商业运营又懂技术架构的数据分析与架构专家。CDO真正关注的是系统架构中所承载的
内容，而并不关心架构是如何构成的。CDO的定位不仅仅体现在对数据的处理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其在企业管理决
策层中起到的纽带与粘合剂的作用。企业通过CDO可以使商业运作与信息技术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让信息与技
术更好的为企业运营而服务。

史建刚史建刚 比邻弘科联合创始人兼比邻弘科联合创始人兼COO

14:30-15:00 赋于用户洞察全部数据的能力
企业已经在大数据转移和存储上进行了很多投资，但是这些投资并没有真正转化为商业价值。 这是因为用户仍然在
使用小的数据集和静态报表，这些并不具备帮助用户了解业务全貌的能力。现在用户需要一个直观的分析平台，它
需要具有高性能和访问所有相关数据的能力。通过此次演讲您将了解Qlik 如何帮助企业组织授权他们的用户看到他
们的数据中原委，了解整个数据的全貌和价值，这将会大大帮助到企业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

Jeremy Sim Qlik亚太亚太制造制造业和高科技解决方案总监业和高科技解决方案总监

15:00-15:30 大数据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大数据时代，理解数据、运用数据、相信数据，将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企业管理者迫切需要掌握的一项能
力。当前全社会多领域正经受着大数据浪潮的洗礼，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也无法置身事外。人作为企业中动态变化的
一大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对人进行描述与评价一直以来都是企业管理中的一大挑战。

单艺单艺 猎聘网首席数据官猎聘网首席数据官

15:30-16:00 超大规模企业关系网络挖掘的实战与创新
通过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聚合、数据建模、数据产品化为一体的大数据解决方案，可以唤醒超线程的数据价
值。关系发现平台的价值在于能够快速、准确地将个人与企业的投资关系，让企业信息查询、商业线索发现、经济
调查等等的效率实现革命性的提升。基于政府公共数据的开放和共享，依托一体化的大数据解决方案，打造全面、
智能、便捷的关系发现平台。

柳超柳超 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CEO

16:00-16:30 互动讨论：CDO推动技术与商业融合创新
• 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CDO

• CDO聚焦技术创新与商业价值挖掘
• 大数据时代CDO

参与嘉宾：参与嘉宾：

史建刚史建刚 比邻弘科联合创始人兼COO

Jeremy Sim Qlik亚太制造业和高科技解决方案总监 

单艺单艺 猎聘网首席数据官

柳超柳超 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CEO

14:00-14:30  大数据风控三部曲
传统征信模式面临的难题是征信数据不全、平台上传数据积极性低、更新不及时、接入门槛高等问题。而大数据征
信模式，其优点在于数据来源广泛，弥补传统征信覆盖面不足的缺陷;数据类型多样化，不局限于信贷数据，更能全
面反映个人信用情况。但难点在于：信息过多引起的数据杂乱，整合多方数据困难，且数据相关性分析需要较长时
间和实践来检验。

刘艳刘艳 信和汇诚信用常务副总经理信和汇诚信用常务副总经理

14:30-15:00  海量日志搜索分析技术及金融行业案例



IT运维分析是近年兴起的把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分析IT运维产生的大量数据，数据来源主要有日志、网络流量、植入
代码、布点模拟监控等。过去使用数据库处理日志无法支持大数据量，后来出现了使用
Hadoop/Storm/SparkStreaming等开发框架来处理日志，及最新的使用实时搜索分析引擎来对日志进行实时处理。
现如今使用Hadoop/Storm/SparkStreaming等开发框架来处理日志已经在各大公司被广泛的运用。

陈军陈军 日志易创始人兼日志易创始人兼CEO

15:00-15:30  大数据与金融支付创新
互联网的影响正在从线上延伸到线下，从虚拟经济延伸到实体经济，从IT行业影响到所有传统行业。金融是商业的
血液，支付是金融的核心，数据就是支付的基础。大数据如何引领支付创新？支付大数据有什么特点？基于移动支
付的大数据成为行业掘金利器，移动支付或将迎来新发展。

陈斌陈斌 易宝集团易宝集团CTO

15:30-16:00  供应链金融基础数据可信建设新模式
供应链金融是在对供应链内部的交易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自偿性贸易融资的信贷业务。验证远程数据真实
性是在线供应链金融技术产品努力的重要方向，基础数据的“真实“获取依赖于如何掌控产业核心供应链系统，但对于
角色较多的供应链金融产业链，金融机构难以获得值得信赖的基础数据，除非依托核心企业授信或直接推出自己的
供应链系统。

王强王强 金联汇金联汇通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新部总监息技术有限公司创新部总监

16:00-16:30   互动讨论：金融大数据与大数据金融
• 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技术应用 

• 大数据技术助力金融创新 

• 大数据时代金融行业新生态

参与嘉宾：参与嘉宾：

刘艳刘艳 汇诚信用常务副总经理

陈军陈军 日志易创始人兼CEO

陈斌陈斌 易宝集团CTO

王强王强 金联汇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新部总监

7月月29日日   上午上午
技术创新分论坛技术创新分论坛

09:00-09:30 大数据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
大数据时代，在创新资源相关数据的获取和融合效率方面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围绕大数据环境下的企业技术创新
与管理决策，应构建起大数据环境下的技术创新与决策的技术框架体系，依据技术创新”双向决策模型”，通过数据的
在线收集与预处理、大数据存储与预处理技术体系、创新资源数据的可视化技术与决策技术方法和创新应用工具的
实施，结合企业研发与技术创新实践，帮助企业实现更加精准的技术创新决策。

宁家骏宁家骏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09:30-10:00 数据科学中的Docker实战应用
容器技术在当今的开源技术中大行其道，不仅仅可以用在持续集成/部署交付，web应用设计服务，服务器管理等内
容上，容器技术的应用在与大数据技术结合上，更加多姿多彩，议题主要讲解docker与数据科学中机器学习的结
合，如何利用容器技术进行实战应用，通过docker的驱动，让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更加灵活，节省成本，同时让机
器学习更加简单，高效。在议题中同时也会讲解使用docker与大数据技术结合的痛点，以及实战技巧。

宋子诚宋子诚 联想创投集团技术总监/开源技术专家

10:00-10:30 Hadoop2.0集群优化管理与大数据未来
Hadoop已经从搜索引擎相关的平台，演变为最流行通用的计算平台，用于解决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它正在快速成为
下一代基于数据的应用程序的基础。Hadoop把任务分成任务片，分布在数千台计算机上，从而进行快速分析，并分
布式存储大量的数据。Hadoop利用大量廉价的计算机，提供了一个可扩展强，可靠性高的机制；并利用廉价的方式
来存储大量数据。Hadoop还提供了新的和改进的分析技术，从而使大量结构化数据的复杂分析变为可能。
 



童小军童小军 红象云腾创始人

10:30-11:00 对医疗大数据进行挖掘与分析 

医疗行业早就面临了海量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挑战。智慧医疗是医疗信息化的升级发展，通过与大数据、云计
算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医疗云数据中心为载体，为各方提供医疗大数据服务。实现医生与病人、医生与护士、大型
医院与社区医院、医疗与保险、医疗机构与卫生管理部门、医疗机构与药品管理之间的六个协同，逐步构建智慧化
医疗服务体系。
 

张明张明 佐治亚大学流行病和生物统计学博士

11:00-11:30 函数型结构化能量数据挖掘分析
全球信息系统的发展使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数据。大量信息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大堆问题：
第一是信息过量，难以消化；第二是信息真假难以辨识；第三是信息安全难以保证；第四是信息形式不一致，难以
统一处理。数据丰富、知识贫乏已经成为一个典型问题。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的目的就是有效地从海量数据中提取
出需要的答案，实现“数据、信息、知识、价值”的转变过程。

赵和平赵和平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主任

11:30-12:00 互动讨论：技术创新推动大数据发展
• 大数据技术发展现状
• 技术创新推动大数据市场和产业发展
•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未来

参与嘉宾：参与嘉宾：

宋子诚宋子诚 联想创投集团技术总监联想创投集团技术总监/开源技术专家开源技术专家

童小军童小军 红象云腾创始人红象云腾创始人

张明张明 佐治亚大学流行病和生物统计学博士佐治亚大学流行病和生物统计学博士

赵和平赵和平 中国中国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主任化科学研究院主任

7月月29日日   下午下午
产业融合分论坛产业融合分论坛 

14:00-14:30 电信行业对大数据的认识与实践
电信运营商拥有名副其实的大数据。如能善用数据，在整体收入增幅日趋放缓的行业背景下，电信业将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电信行业通过在运营中应用大数据，产值增幅贡献更是排在了所有其他行业的首位。I电信运营商已经行动
起来，通过构建行业大数据分析系统具备了大数据分析处理的基本技能，但这只是基础；运营商还需要从企业战略
和经营思维层面改变，发现新的以数据驱动的机遇和模式并付诸实施，才能真正将自己所掌握的大数据资产和大数
据技能转变为商业价值。

赵慧玲赵慧玲 中国电信云计算中心主任中国电信云计算中心主任

14:30-15:00 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机器博弈
人工智能意味着新一轮产业创新与变革即将到来，但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即将失去较之于其他生物所独具的生存优
势？机器是否终将颠覆人类定义的规则？有关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的言论甚嚣尘上。几十年来，人工智能飞速发
展，渗透到医疗、军事、航天等多领域内。尤其近年，人工智能已逐渐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融合。机器学习、图像识
别这些人工智能技术更是被用到了普通人的实际生活中。

刘知青刘知青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博弈专委员会副主任

15:00-15:30 产业互联网与大数据创新应用
互联网+的核心是依托消费互联网模式带动和引导传统产业升级转型，互联网的力量从消费侧扩展到了生产侧，从用
户侧扩展到了产业侧、企业侧。下一个百万亿商业时代在哪里？以数据资产为核心的，大数据产业金融技术创新与
应用产业互联网环境下产业链中传统的优势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加强对产业链的控制，从而在产业链中的优势被放
大，“微笑曲线”将会变得更加陡峭。

杜小军杜小军 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总经理

15:30-16:00 大数据在消费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大数据情报系统能够帮助每一个对于消费领域具有高关注度的用户了解品类行业的发展变化规律、 渠道市场构成情
况，并帮助将行业中表现突出的品牌与单品进行着重分析，发现行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通过7×24小时不间断地
提供实时、专业数据分析服务，保证每周定时更新， 第一时间了解所在品类市场的销售整体规模、价格走势等角度
的发展变化情况，为运营决策提供可靠保障。

谷熠谷熠 星图数据创始人兼CEO

16:00-16:30 互动讨论：从“互联网+”到“大数据+”

• 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发展
• 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技术推动产业转型
• 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未来

参与嘉宾：参与嘉宾：

孙静博孙静博 中国电信灯塔大数据研发与运营中心主任中国电信灯塔大数据研发与运营中心主任

刘知青刘知青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博弈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博弈专委员会副主任

杜小军杜小军 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总经理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总经理

谷熠谷熠 星图数据创始人兼星图数据创始人兼CEO

日程时间和内容可能会有调整，以现场安排为准日程时间和内容可能会有调整，以现场安排为准

7月月30-31日日 同期培训同期培训
• 大数据技术开发与应用实践训练营大数据技术开发与应用实践训练营

大数据正在改变IT行业的行业和市场格局，并深刻影响着传统行业，同时大数据也正在催生出新的职业需求。各行
各业的高层管理者越来越重视数据对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数据科学家、数据架构师、数据可视化专家、数据工程师
等新兴高级职位不断涌现。无论你是希望通过大数据支持决策的高层管理者，还是希望在事业和职业更进一步的专
业人才，包括对大数据技术有浓厚兴趣的技术从业者，都可以从“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实践训练营”中获益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现在注册现在注册

不同注册时段票价不同，如确定参会请尽量提前注册以获得最优折扣。

优惠期优惠期 单人参加单人参加 同一家单位同一家单位3人以上人以上 同一家单位同一家单位5人以上人以上 同一家单位同一家单位10人以上人以上

5月20日前
1100元/人（同时参加培训
+2900元/人）

1000元/人（同时参加培
训+2800元）

900元/人（同时参加培训
+2700元）

700元/人（同时参加培训
+2600元）

5月21日-6

月20日
1200元/人（同时参加培训
+3000元/人）

1100元/人（同时参加培
训+2900元）

1000元/人（同时参加培
训+2800元）

900元/人（同时参加培训
+2700元）

6月20日后
1500元/人（同时参加培训
+3500元/人）

1200元/人（同时参加培
训+3400元）

1100元/人（同时参加培
训+3300元）

1000元/人（同时参加培
训+3200元）

说明:如同时参加同期培训《大数据技术与实践超级训练营》《大数据技术与实践超级训练营》，支付费用为参会费+培训费总额；如只参加会议，或
只参加培训，则只需支付相应款项。如：5月20日前报名参会，同时参加培训，支付费用为单人4000元
（1100+2900元）；如只参会支付1100元；只参加培训支付2900元。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