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大会将于2017年08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背景背景

1

大数据大数据已成为国策已成为国策

2016年12月发布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中将大数据列为国家重点的发展工程和任务。2017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
部正式印发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全面部署“十三五”时期大数据产业发展工作，加快建设
数据强国，为实现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

2

大数据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大数据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大数据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以及在业务、生产、管理、商业模式等各环节的创新，是大数据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
关键。

3

国家将会加快加大对国内大数据龙头企业的扶持，大数据企业将迎来发展良机国家将会加快加大对国内大数据龙头企业的扶持，大数据企业将迎来发展良机

在工信部的指导下，联盟将继续开展“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地图”调研工作，并撰写发布“2017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
白皮书”，同时通过调研梳理出2017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和有力支撑。

4

大数据已进入行业落地应用期大数据已进入行业落地应用期

近两年的发展进程中，大数据已在部分行业成功落地并产生了巨大价值，在生产、业务、管理等各环节，成功的大
数据应用案例不断涌现。联盟将在2017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大会上推出《大数据应用典型案例集》并进行“中国大
数据优秀应用成果展演”，集中将优秀的应用成果面向政府及广大的行业用户针对性推荐。

5

大数据生态圈正在建立大数据生态圈正在建立

大数据产业发展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形成完整健康的大数据生态体系，共同推动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和创
新。目前国内的大数据产业生态圈正在建立中，搭建完备的展示、沟通平台是促进大数据上下游了解与合作的有效
途径。

价值价值

中国大数据产业最盛大、最具专业性及深度的行业聚会

政府主管领导、行业专家、企业领袖、知名投资人汇聚一堂，深入探讨大数据产业融合创新发展之道

国家最新大数据政策的权威解读

每年一度中国大数据领域最全面、最系统、最专业的活动项目，涉及调研、奖评、会议会展、专著出版 等全
系列高价值内容



行业影响力巨大，企业树立知名度和美誉度，全方位展示宣传、寻求合作发展机会的最佳平台

增强大数据领域企业市场活跃度和品牌知名度的难得机遇

中美大数据企业对瞰最前沿权威的大数据实践及商业模式分享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

联合承办单位：联合承办单位：《软件和集成电路》杂志社、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工信部赛迪智库、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赛迪
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现场拟参会嘉宾现场拟参会嘉宾3000人，在线拟邀请参会嘉宾人，在线拟邀请参会嘉宾10000人，现场参会嘉宾主要包括：人，现场参会嘉宾主要包括：

——政府主管领导政府主管领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领导、中国软件行业协会领导、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领导、中
国信息化推进联盟领导

——行业与家、知名学者行业与家、知名学者

——国内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高管国内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高管

独立软件开发商、系统集成商、IT技术和外包服务商、增值代理商、产业园区 高层代表，特邀参会2017中国大数据
产业生态地图调研的1000家业内主流大数据企业高管。

——行业用户行业用户 主流行业用户高层代表主流行业用户高层代表--CIO、信息化主管、信息化主管

——与业投资机构与家与业投资机构与家

——知名媒体代表知名媒体代表 国内知名与业媒体、行业媒体、网络媒体等国内知名与业媒体、行业媒体、网络媒体等

DAY 1

DAY1:MORNING 主论坛主论坛
国内外专家权威解读国内外专家权威解读 优秀实践全行业展演优秀实践全行业展演



8:30-9:00 

嘉宾签到，展览展示

9:00-9:1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卢山院长致欢迎辞

9:10-9:20 

领导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

9:20-9:40 

主旨报告：北京大学教授、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 杨学山

9:40-10:00 

主旨报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

10:00-10:20 

主题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

10:20-10:40

主题报告：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讲座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智能维护系统产学合作中心主任李杰

10:40-10:45 

战略签约-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智能维护系统产学合作中心

10:45-11:0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樊会文-《2017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地图暨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

11:05-11:10 

2017大数据发展五星城市揭晓
中国大数据人材培养联合倡议书签署
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专家、理事会员单位颁发证书

11:10-11:30 

主题演讲：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昼

11:30-11:50 

主题演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终身正教授黄广斌

11:50-12:10 

揭晓榜单，隆重表彰
“2017中国数据英雄榜”

“2017中国数据大工匠”

12:10-13:30 

大数据VIP午餐会（封闭会议、受邀出席）

DAY1: AFTERNOON　军民融合大数据分论坛　转型　军民融合大数据分论坛　转型·变革变革·创新创新

13:00-13:30 

嘉宾签到，展览展示

13:30-13:40 



领导致辞

13:40-14:00 

军民融合政策及趋势解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信息中心

14:00-14:20 

军民融合发展路径探析—国家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

14:20-14:40 

大数据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北京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研究员栾大龙博士

14:40-15:00 

数字化信息化助力军工企业转型升级— 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00-15:20 

推进大数据技术应用、助力军工企业转型升级—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杜宝瑞

15:20-15:40 

军民融合成果分享-C919 —浙江西子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15:40-16:00 

深挖大数据潜能，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20 

大数据推动军民融合科技创新—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6:20-16:40 

主题演讲： 国内优秀大数据企业领袖

16:40-17:00 

主题演讲： 国内优秀大数据企业领袖

17:00

大会圆满成功，送别嘉宾

DAY1: AFTERNOON　政务大数据分论坛　共享与实践　政务大数据分论坛　共享与实践

13:00-13:30 

嘉宾签到，展览展示

13:30-13:40 

领导致辞

13:40-14:00 

2017大数据发展水平评估报告—工信部赛迪智库互联网研究所、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所长安晖

14:00-14:20 

青岛大数据发展实践分享-青岛市大数据发展促进局副局长张理敬

14:20-14:40 

福州大数据发展实践分享-福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黄建雄



14:40-15:00 

北京大数据发展实践分享

15:00-15:20 

主题演讲-北京润乾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曜令

15:20-15:40 

主题演讲-北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政府事业部总经理孙洋

15:40-16:00 

主题演讲-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20 

主题演讲-天津神舟通用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16:20-16:40 

主题演讲： 国内优秀大数据企业领袖

16:40-17:00 

主题演讲： 国内优秀大数据企业领袖

17:00

大会圆满成功，送别嘉宾

DAY1: AFTERNOON　大数据投资论坛　数通生态　大数据投资论坛　数通生态·融创未来融创未来

13:00-13:30 

嘉宾签到，展览展示

13:30-13:35 

领导致辞

13:35-13:55 

智能时代大数据投资热点—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大数据业务负责人窦勇

13:55-14:15 

企业融资成长经验分享—国内优秀大数据企业领袖

14:15-14:35 

中国大数据产业投资趋势分析—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宋宇

14:35-16:55 

典型大数据创新项目路演及投资人评价
（6-8家大数据公司：项目路演15'+投资机构点评5'）
产业资本及投资机构：
达晨创投、东正证券、经纬创投、平安证券、 复星创投、 东方证券、中信证券、深圳证券、天风证券、 硅谷天
堂、方正证券、洪泰基金…………

16:55-17:00 

大数据项目投资签约

17:00



大会圆满成功，送别嘉宾

DAY 2

DAY2: MORNING 中美大数据企业对瞰中美大数据企业对瞰
风云激荡，中美杰出大数据企业首次同台论道风云激荡，中美杰出大数据企业首次同台论道

8:30-9:00 

嘉宾签到，展览展示

9:00-9:05 

致欢迎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秘书长黄子河

9:05-9:25 

主题演讲： 美国SPLUNK公司全球首席产品官 Richard Campione

9:25-9:45 

主题演讲：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钱晖

9:45-10:05 

主题演讲： 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曾途

10:05-10:25 

主题演讲： 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王志海

10:25-10:45 

主题演讲： GE Digital 工业物联网创新与生态发展负责人 Robert Planar

10:45-11:05 

主题演讲： 昆仑智汇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CEO 陆薇

11:05-11:25 

主题演讲： 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程宏亮

11:25-11:45 

主题演讲： 百分点集团

11:45-12:05 

主题演讲：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凯程

12:05-13:30 

上午会议圆满成功，午休

DAY2: AFTERNOON 中美大数据企业对瞰中美大数据企业对瞰
大师汇聚大师汇聚 ，产业顶级大数据专家共话创新发展，产业顶级大数据专家共话创新发展

13:00-13:30 

嘉宾签到，展览展示

13:30-13:50 

主题演讲：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智能维护系统产学合作中心博士研究员、 北京天泽智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研发副总裁 刘宗长



13:50-14:10 

主题演讲： 科技谷（厦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陈思恩

14:10-14:30 

主题演讲：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曹晓兵

14:30-14:50 

主题演讲： 翱旗创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范一炜

14:50-15:10 

主题演讲： 北京泽塔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查乾

15:10-15:30 

主题演讲： 杭州中奥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骆锴

15:30-15:50 

主题演讲： 北京偶数科技有限公司

15:50-16:10 

主题演讲： 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剑波

16:10-16:30 

揭晓榜单、隆重表彰 — “2017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2017中国大数据专有领域大奖”

16:30

大会圆满成功，送别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单日票：单日票：1200元元

1. 预留当日大会主论坛专属参会席位（8月2日上午或8月3日全天）

2. 参会当日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VIP商务自助午餐1个席位

3. 大会限量版精美纪念礼品一份

双日票：双日票：2000元元

1. 预留8月2日上午和8月3日全天专属参会席位

2. 8月2日、3日两日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VIP商务自助午餐1个席位

3. 大会限量版精美纪念礼品一份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