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F-GAIR 2017全球人工智能与机
器人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CCF-GAIR 2017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将于2017年07月在深圳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办，CCF-GAIR 2017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即将召开。本届峰会重点聚焦“计算
机视觉与NLP、自动驾驶、医疗机器人、金融科技、机器人与自动化”五大领域的深度交流。

作为国内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最重量级的行业盛会，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将出席本次大会。大会现场，全球范围
内最顶尖的学术专家、企业领袖、明星创业团队和风险投资人们将在大会现场共同探讨四大领域的未来趋势和产学
研发展方向。



7月月7日日

HALL A/B/C

开幕式开幕式

主持人：杜子德，CCF秘书长

09:00-09:10

开场致辞

高文，指导委员会主席、CCF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09:10-09:20

开场致辞

深圳市领导

 

09:20-09:30

开场致辞



徐扬生，大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IEEE Fellow

 

09:30-09:35

启动仪式

 

人工智能前沿专场人工智能前沿专场

Session A

主持人：徐扬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09:35-10:20

大会报告

潘云鹤，中国工程院院士

 

10:20-10:30

中场休息

10:30-11:15

大会报告

谭铁牛，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IEEE Fellow、IAPR Fellow

 

Session B

AI学术前沿学术前沿

主持人：杨强，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

11:15-12:00

大会报告

Subbarao Kambhampati，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AAAI主席

 

12:00-13:45

午休

13:45-14:30

大会报告

金出武雄 Takeo Kanade，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IEEE

Fellow、ACM Fellow、AAAI Fellow

 

14:30-15:00

主题演讲

汪军，伦敦大学学院教授



 

15:00-15:10

中场休息

 

Session C

AI产业前沿

主持人：张宏江，源码资本投资合伙人

15:10-15:40

主题演讲

傅盛，猎豹移动CEO

 

15:40-16:10

主题演讲

马维英，今日头条副总裁、IEEE Fellow

 

16:10-16:40

主题演讲

孙剑，旷视科技(Face++)首席科学家

 

16:40-17:10

主题演讲

颜水成，360首席科学家、IEEE Fellow、IAPR Fellow

 

17:10-17:40

主题演讲

徐茂栋，星河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7月月8日日

HALL A

机器人专场机器人专场

Session D

机器人前沿研究机器人前沿研究

主持人：朱晓蕊，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

09:00-09:45

大会报告



杨广中，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IEEE Fellow、中国“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09:45-10:30

大会报告

陈义明，南洋理工大学教授、IEEE Fellow、ASME Fellow

 

10:30-10:40

中场休息

10:40-11:00

主题演讲

陈士凯，思岚科技CEO

 

11:00-11:45

大会报告

Oussama Khatib，斯坦福大学教授、IEEE Fellow

 

11:45-12:15

圆桌

机器人改变行业
主持人：夏泽洋，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陶伟，博创联动CEO

赵信宇，大道智创CEO

 

12:15-14:00

午休

 

智能助手专场智能助手专场

Session E

从声学智能到语音智能从声学智能到语音智能

主持人：杨兴义，门罗机器人CEO

14:00-14:30

主题演讲

黄江吉，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

 

14:30-15:00

主题演讲



陈孝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声智科技创始人

 

15:00-15:30

主题演讲

戴帅湘，蓦然认知CEO

 

15:30-15:40

中场休息

15:40-16:10

主题演讲

刘耀平，暴风TV CEO

 

16:10-16:40

圆桌

智能助手改变生活
主持人：杨兴义，门罗机器人CEO

吴义坚，元趣CEO

戴帅湘，蓦然认知CEO

谈毅，积木智能创始人

 

Session F

Bonus Session

主持人：朱晓蕊，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

16:40-17:25

大会报告

Vijay Kumar，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工程学院院长、IEEE、ASME Fellow

HALL B

金融科技金融科技专场专场

Session G

Techfin：金融应用技术：金融应用技术

主持人：陈邦道，深圳市和信中欧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

09:00-09:45

大会报告

Bill Roscoe，牛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

 

09:45-10:15



主题演讲

经济学家眼中的金融科技创新
张晓泉，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10:15-10:30

对话

银行业的挑战和机遇
主持人：陈邦道，深圳市和信中欧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
Bill Roscoe，牛津大学教授
张晓泉，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10:30-10:40

中场休息

10:40-11:10

主题演讲

肖京，平安科技首席科学家

 

11:10-11:40

主题演讲

齐鹏，智融集团CTO

 

11:40-12:10

主题演讲

 

12:10-14:00

午休

 

Session H

Fintech：技术改变金融：技术改变金融

主持人：杨永智，阿博茨科技CEO

14:00-14:30

主题演讲

人工智能在智能投行中的应用
罗平，中科院计算所副研究员、微信人工智能顾问、博士生导师

 

14:30-15:00



主题演讲

人工智能投资的最新实践
王政，通联数据CEO

 

15:00-15:30

圆桌

智能投顾应用
主持人：黄晓黎，曦域资本创始人
夏雷，招商银行总行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王蓁，财鲸智能投顾联合创始人
薛昆，通联数据金融工程董事总经理

 

15:30-15:40

中场休息

15:40-16:10

主题演讲

区块链：新计算基础设施
蔡维德，北航区块链实验室主任、天德科技首席科学家

 

16:10-16:40

主题演讲

李雪峰，众安科技CTO

 

16:40-17:10

圆桌

区块链应用
主持人：杨永智，阿博茨科技CEO

蔡维德，北航数字与区块链实验室主任、天德科技首席科学家
周钰，中国银联区块链负责人
李伟，趣链科技CEO

HALL C

AI+专场专场

Session I

AI+内容内容

09:00-09:30

主题演讲

孙茂松，清华大学教授

 



09:30-10:00

主题演讲

刘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10:00-10:30

主题演讲

万小军，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10:30-10:50

主题演讲

康洪文，慧川智能CEO

 

10:50-11:00

中场休息

 

Session J

智能商业智能商业

11:00-11:20

主题演讲

Scott Moura，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

 

11:20-11:40

主题演讲

傅淼，星河互联CEO

 

11:40-12:00

主题演讲

黄鼎隆，码隆科技CEO

 

12:00-14:00

午休

 

AI 创投专场创投专场

Session K



AI 创投创投

主持人：张宏江，源码资本投资合伙人

14:00-14:20

主题演讲

刘玮玮，星河互联人工智能事业部管理合伙人

 

14:20-15:05

圆桌

AI投资的变与不变
主持人：顾旻曼，真格基金董事总经理
韩彦，光速中国基金创始合伙人
岳斌，高榕资本创始合伙人
徐立新，博将资本管理合伙人
王华东，经纬创投合伙人
孟醒，顺为资本副总裁
高天垚，联想之星投资副总裁

 

15:05-15:45

圆桌

新锐创投机构的弯道超车
李潇，愉悦资本创始合伙人
陈昱，云启资本执行董事
高欣欣，将门创投创始合伙人
林恩峰，合创资本副总裁

 

15:45-15:55

中场休息

15:55-16:10

主题演讲

李海峰，华夏幸福产业发展集团市场中心总经理

 

16:10-16:40

圆桌

AI时代的孵化器和早期发现
主持人：刘思齐，复星昆仲投资高级总监
林森，英诺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
高倩，科沃斯投资合作副总裁
陈成强，INNOSPACE+总监、壹诺创投基金创始合伙人

 

16:40-17:25



圆桌

沟通中美，放眼全球
主持人：王星，Comet Labs中国市场负责人
姚海波，昆仲资本创始合伙

7月月9日日

HALL A

未来医疗专场未来医疗专场

Session L

医疗机器人医疗机器人

主持人：陈宗周，《环球科学》社长、总编

09:00-09:45

大会报告

Brad Nelson，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多尺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

 

09:45-10:30

大会报告

孙立宁，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

 

10:30-10:40

中场休息

10:40-11:25

大会报告

席宁，香港大学机器人与自动化讲席教授、IEEE RAS候任主席

 

11:25-11:55

主题演讲

冯源，天琴医疗AI实验室主任

 

11:55-14:00

午休

Session M

医疗人工智能医疗人工智能

主持人：钟宏，清华x-lab健康医疗创新中心主任

14:00-14:45

大会报告



张元亭，中国科学院健康信息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973

首席科学家、IEEE Fellow

 

14:45-15:15

主题演讲

关毅，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15:15-15:45

圆桌

医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产业趋势
主持人：钟宏，清华x-lab健康医疗创新中心主任
周生来，清华大学医学院健康中国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原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
赵地，中科院“百人计划”副研究员、类脑计算课题组组长
杨红飞，火石创造CEO

 

15:45-15:55

中场休息

15:55-16:25

主题演讲

田捷，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Fellow of IEEE，SPIE，IAMBE，AIMBE，IAPR

 

16:25-16:55

主题演讲

陶晓东，科大讯飞智慧医疗事业部总经理

 

16:55-17:25

圆桌

医疗影像
刘再毅，广东省人民医院影像科教授
周振宇，飞利浦大中华区临床科学部高级总监
柴象飞，汇医慧影CEO

吴博，宜远智能CEO

 

17:25-17:35

xHealth医疗人工智能专委会成立仪式

HALL B

智能驾驶专场智能驾驶专场

Session N



智能驾驶前沿技术智能驾驶前沿技术

09:00-09:45

大会报告

郑南宁，中国工程院院士、IEEE Fellow

 

09:45-10:15

主题演讲

邵中，耶鲁大学教授

 

10:15-10:45

主题演讲

黄少堂，广汽研究院CTO

 

10:45-10:55

中场休息

10:55-11:25

主题演讲

孙勇义，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副总监

 

11:25-11:55

主题演讲

 

11:55-14:00

午休

14:00-14:30

主题演讲

法雷奥

 

14:30-15:00

主题演讲

邱纯鑫，速腾CEO

 

15:00-15:30

圆桌



自动驾驶的核心技术构建
主持人：张小飞，高工产研董事长、 高工智能创始人
高振海，吉林大学汽车学院教授
邓志东，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
法雷奥

 

15:30-15:40

中场休息

 

Session O

智能智能物流物流

主持人：孙宇，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

15:40-16:10

主题演讲

人工智能引领京东物流
王亚莉，京东X事业部人工智能架构师

 

16:10-16:40

主题演讲

朱礼君，菜鸟网络高级算法专家

 

16:40-17:10

圆桌

智能物流和仓储改变商业未来
主持人：孙宇，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
王亚莉，京东X事业部人工智能架构师
朱礼君，菜鸟网络高级算法专家
郑勇，极智嘉CEO

HALL C

机器学习专场机器学习专场

Session P

机器学习前沿机器学习前沿

09:00-09:30

主题演讲

 

09:30-10:00

主题演讲

城市计算：大数据时代的AI+城市



郑宇，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0:00-10:30

主题演讲

田渊栋，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

 

10:30-10:40

中场休息

10:40-11:10

主题演讲

杨洋，iPIN CEO

 

11:10-11:40

主题演讲

栗浩洋，乂学教育&朋友印象创始人

 

11:40-12:10

圆桌

机器学习的商业应用
陈昊亮，SpeakIn CEO

周守业，小视科技副总裁

 

12:10-14:00

午休

 

CV+专场专场

Session Q

CV+

14:00-14:30

主题演讲

梅涛，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4:30-15:00

主题演讲

盖坤，阿里妈妈精准展示广告技术部

15:00-15:30



主题演讲

林倞，中山大学教授、商汤科技执行研发总监

15:40-16:10

主题演讲

魏京京，图麟科技CEO

16:10-16:40

主题演讲

山世光，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中科视拓董事长兼CTO

16:40-17:10

圆桌

计算机视觉渗透生活
山世光，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中科视拓董事长兼CTO

赵京雷，阅面科技CEO

魏京京，图麟科技CEO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VIP票票 参会门票参会门票 展览票（免费）展览票（免费） 开发者票（开发者票（¥1999））

座位区域 贵宾区 大众区或第二会场 / /

人工智能前沿专场 √ √ × ×

机器人专场 √ √ × ×

金融科技专场 √ √ × ×

机器学习专场 √ √ × ×

未来医疗专场 √ √ × ×

智能出行专场 √ √ × ×

AI+专场 √ √ × ×

AI创投专场 √ √ × ×

CV+专场 √ √ × ×

智能助手专场 √ √ × ×

智能物流专场 √ √ × ×



NVIDIA深度学习课程 × × × √

展览区 √ √ √ √

VIP午餐 √ × × ×

最佳AI雇主评选晚宴 √ × × ×

新智造创新榜晚宴 √ × × ×

*所有票种最终解释权归雷锋网所有。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Q：门票不包含哪些内容？：门票不包含哪些内容？

A：门票仅包含展览及参会资格，不包含餐饮及住宿。

Q：购票可以对公付款么？能开增值税发票么？什么时候可以开具发票？：购票可以对公付款么？能开增值税发票么？什么时候可以开具发票？

A：可以对公转账。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统一在活动结束后14个工作日内寄出。

Q：购票后可以退款么？：购票后可以退款么？

A：未激活的门票可以进行退款操作，操作后一个工作日内有专人进行后台审核，进行退款，退款成功后约三个工
作日内会退到您支付账号。

Q：我的门票可以转赠给别人么？：我的门票可以转赠给别人么？

A：支付成功后您将收到门票的激活码，您可将激活码转赠给他人进行注册激活。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