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DS 2017第四届中国国际大数据
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CBDS 2017第四届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将于2017年09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一、大会背景：一、大会背景：

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全面推进，数据驱动的创新不断向经济社会各行业领域应用，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数字经
济快速增长，不断扩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创新的关键力
量和重要方向。同时，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进程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掀起新一
轮的技术革命，催生发展新机遇，带来增长新动能，。

为促进我国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助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人民邮电出版社定于9月26-27日在京举办2017第四届中
国国际大数据大会。本届大会以“数据驱动，智能引领——共享数字经济新机遇”为主题，聚焦大数据全产业链创新与
发展，务实推进大数据在各行业的落地应用，深化产业交流对接，引导产业与行业的融合合作，助推数字经济快速
发展。

在此诚邀各界人士莅临出席，共议新发展，共享新机遇。

 

二、关于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二、关于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

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China International Big Data Summit简称：CBDS）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大数据行业峰会。
每年举办一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成为行业内覆盖全产业链，集聚众智的品牌性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大会吸
引了来自通信、金融、互联网、IT、工业、旅游等大数据产业链上下游5000+行业领袖的参与，为业界呈现了二百
场精彩演讲，引起业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对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将于9月26日-27日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为“数据驱动，智能引领——共享数字经济新机
遇”。本届大会围绕“发展篇：数字经济崛起与可持续增长；应用篇：务实推进大数据行业应用落地；创新篇：突破边
界，创新探索与融合；转型篇：数据驱动转型下的产业创新升级，”四大核心篇章展开，举办峰会、论坛、高端对
话、创新展、案例评选等系列活动，横向深入产业融合与可持续增长，纵向聚焦垂直领域应用创新落地与合作，展
示大数据最新的技术创新与成就，探索新革命浪潮下的产业责任和发展方向。

 

三、组织机构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人民邮电出版社

协办单位：信息通信大数据产业联盟

承办单位：《大数据》杂志、数创汇

 

四、大会概述四、大会概述

大会主题：数据驱动，智能引领——共享数字经济新机遇



时    间：2017年9月26-27日

地    点：中国·北京

五、五、大会议题

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与实施进展

国内外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展望

大数据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大数据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数据安全与支撑保障体系建设

数据开放共享与数据治理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发展

数据交易与隐私保护

大数据技术发展与创新产品方案

大数据在工业、金融、旅游等行业应用与创新

 

六、参与单位六、参与单位

1、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委领导；

2、两院院士、专家学者、国内外大数据畅销书作者；

3、各部委、办、局信息中心、各大央企信息化部门代表

4、各省市主管部门领导、大数据试验区及运营单位代表

5、国内外大数据行业协会、产业联盟、机构组织领导

6、国内外知名IT、互联网、人工智能、软硬件企业高层

7、国内外大数据技术、系统、平台等解决方案厂商高层

8、工业、金融、交通、旅游等行业应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9、行业媒体记者代表

 

七、会议亮点七、会议亮点

1、大数据产业顶级年度盛会、大数据产业顶级年度盛会

自2014年以来每年举办一届，全球大数据领先者与行业精英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最精彩的演讲最精彩的演讲

主管部委领导、院士专家权威政策、标准、趋势解读；领军企业、顶尖大牛精彩主题分享

最前沿的思想碰撞最前沿的思想碰撞

重磅大咖、行业新秀，最具价值信息传递，最热门行业话题探讨、最前沿创新思维碰撞

最新产品发布最新产品发布

汇聚创新行业应用与技术产品，研究机构行业报告



最高效商务对接最高效商务对接

从需求征集、对接到“大数据之夜”，从VIP拜访到Connecting Time，为参会企业与嘉宾打造多维度交流、合作空间

最具影响力的产业平台最具影响力的产业平台

产业参与度最高、认可度最高的大数据全产业链盛会，为企业提供业内发声、品牌展示的最佳平台。

2、大数据、大数据产业园区产业园区论坛：论坛：最务实落地，最深入交流、最高效对接 同时配套地方大数据集中展示区

主要邀请嘉宾：代表性地区的经信委、大数据局、招商局相关主管部门领导或主管大数据工作人员、大数据产业园
区、试验区及运营单位代表

主要参与嘉宾：大数据技术、系统、平台等解决方案厂商

3、大数据之夜、大数据之夜 （（VIP专项闭门活动）专项闭门活动）

出席人员：各部委、办、局信息中心、各大央企信息化部门代表、地方经信委、大数据局、招商局等部门领导或负
责人、特邀企业嘉宾

4、、“数享家峰会数享家峰会”—重磅大咖助阵重磅大咖助阵 大数据创新思想分享会强势回归，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蜕变大数据创新思想分享会强势回归，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蜕变

主题：思维觉醒

5、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精彩碰撞、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精彩碰撞——智能智能“创创”想想

6、聚焦纵向垂直领域应用，助力行业品牌打造，探索未来发展、聚焦纵向垂直领域应用，助力行业品牌打造，探索未来发展

   从论坛到年度创新成果展示与盘点，深入垂直领域应用，激发行业可持续发展创新能力

 

八、合作方式八、合作方式

本届大会秉持“开放合作 创新服务 深化对接”理念，全面深入产业对接，聚焦企业定制服务，打造产业“最需要”的活
动平台，广泛连接资源、透视企业需求、创新服务形式，丰富合作内容、深化产业对接。

CBDS历届历届

2016 CBDS

2016年9月27—28日，由人民邮电出版社主办，信通传媒、数创汇承办的2016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在京盛大开幕，
本届大会主题为“数聚新动能 数创大未来”，汇聚了来自主管部委、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大数据厂商、IT、互联网
企业、应用单位、行业组织、科研院所等大数据产业链各环节共2000多位代表出席，百位发言嘉宾为业界带来关于
大数据政策、标准、市场、技术、产品、应用、安全、交易等产业热点话题的精彩演讲，全面深入解读我国大数据
产业当前态势与发展。
　　大会规模再创新高，影响力与日俱增，活动内容形式不断创新；新增大数据双创路演、首个TED形式的数享家
峰会、发布多份行业报告等，干货内容直击行业最热话题，推进大数据产业交流与合作，为大数据融合落地，行业
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2016 CBDS大会日程

开幕式暨全体大会
大数据技术与安全论坛
大数据助力政府致力于智慧城市发展论坛
运营商大数据论坛
大数据双创路演
数享家峰会
大数据应用论坛
互联网+大数据峰会
大会发布
大数据交易与市场营销论坛
金融大数据与正信论坛



2015 CBDS

2015年8月26—27日，以“大数据+”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在京召开。大会秉承高起点谋划、高规格打
造、高质量执行和产业交流服务平台——“三高一平台”的理念宗旨，透析在“互联网+”战略全面推进的新形势、新思
维下，大数据产业面临的热点、难点话题，通过高峰论坛、专题论坛、主题活动、展览考察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
交流探讨，更好的宣讲展示国内外大数据技术应用和经验成果，为大数据发展建言献策，促进大数据向更深更广的
领域融合应用，助力大数据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作为《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发布后的我国首个大数据产业大规模高规格产业活动，本届大会受到政产
学研用各界高度重视支持，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解读战略政策，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产业发展建言献
策。

2015 CBDS大会日程

开幕式·高峰论坛
政府大数据与智慧城市论坛
通信大数据论坛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论坛
互联网+大数据峰会
金融大数据论坛
大数据市场与商业价值论坛

2014 CBDS

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的兴起，每个行业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2014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于8月19日—20日在北
京国宾酒店召开， 大会以“融合变革，开放创新”为主题，汇聚了通信、IT、互联网、科技等大数据产业链各环节相
关领域的800多位嘉宾，从大数据顶层规划、政策标准、发展趋势到关键应用等热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分析，洞察
行业走势，共同见证和推动大数据产业创新与发展。
此次大会作为国内首个大数据产业大型活动成功召开，定位大数据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为推动大数据概念普及、产
业初期发展发挥了积极重要的推动作用，得到各界高度肯定和评价。

2014 CBDS大会日程

开幕式
高峰论坛
大数据安全与智慧城市发展论坛
大数据应用发展论坛
大数据与互联网创新高峰论坛
大数据技术与发展论坛
大数据产业政策与趋势报告会

奖项评选奖项评选

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全面推进，数据驱动的创新不断向经济社会各行业领域应用，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数字经
济快速增长，不断扩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创新的关键力
量和重要方向。在此前提下，我们制定并发布大数据领域最高级别、最具权威性的评选体系，助力大数据企业塑造
核心竞争力，构筑国际竞争优势，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创新。

本次年度评选面向大数据全行业，由人民邮电出版社、信息通信大数据产业联盟、数创汇等机构联合行业专家共同
组织完成。

年度创新应用奖
年度影响力奖
年度创新企业
年度优秀平台

1、企业表彰
最佳创新——授予年度在技术研发、业务拓展、模式创新和服务迭代更新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
最具国际竞争力——授予年度践行国际化、成功国际化转型，并具备较高国际声誉和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



最具品牌影响力——授予年度品牌价值上升明显、品牌塑造能力特别突出、品牌影响力快速扩散的企业；
诚信经营——授予年度注重诚信经营，并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的企业。

2、产品技术应用平台表彰
优秀创新产品——授予年度在产品研发、创新及迭代更新方面表现突出的产品；
优秀技术方案——授予年度在大数据行业提供最具价值的技术方案；
创新应用实践奖——授予年度对大数据应用提供最优方案的企业；
明星平台—— 授予年度在规模、运营、服务、开放性和获利能力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平台；

3、企业自主申报
评选条件：
1.创新能力强
2.技术水平先进，具代表性
3.有较好的行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4.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5.产品方案性能安全稳定，服务可靠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大会版块大会版块

9月26日：开幕式暨全体大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

9月26—27日：

发展篇：数字经济崛起与可持续增长发展篇：数字经济崛起与可持续增长

 大数据与数字经济峰会

 大数据安全高峰论坛

大数据助力城市治理发展高峰论坛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论坛—智能“创”想

 大数据与物联网论坛

大数据与云服务论坛

大数据产业园区论坛

大数据与数据中心发展论坛

应用篇：务实推进大数据行业应用落地应用篇：务实推进大数据行业应用落地

 大数据应用峰会

 中国大数据方案商大会（暨大数据方案商 top50发布）

 工业大数据与制造强国建设论坛

大数据与公共服务论坛

数据开放与数据交易论坛

创新篇：突破边界，创新探索与融合创新篇：突破边界，创新探索与融合

 大数据之夜

 数享家峰会

 大数据行业年度评选

 大数据创新展

转型篇：数据驱动转型下的产业创新与升级转型篇：数据驱动转型下的产业创新与升级



 互联网+大数据峰会

 金融大数据论坛

 运营商大数据论坛

医疗大数据论坛

旅游大数据论坛

大数据标准化论坛（电子四所 拟）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嘉宾（部分）拟邀嘉宾（部分）

陈肇雄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

鄂维南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梅 宏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

柴洪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银联执行副总裁

周宏仁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徐   愈  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局长

 

谢少锋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软司司长

陈  静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季仲华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董事长，人民邮电出版社社长

张新红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

信宏业  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  波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院长

田杰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

姚  前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副司长、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

 

高同庆  中国电信副总经理

李正茂  中国移动副总经理

姜正新  中国联通副总经理

田溯宁  宽带资本董事长

周靖人  阿里云首席科学家兼副总裁

王海峰  百度副总裁、AI技术平台体系（AIG）总负责人

朱立强  腾讯云副总裁、金融云负责人

韩永刚  奇虎360企业安全集团副总裁

 



郑纬民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高性能计算研究所所长、

《大数据》期刊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尤瓦尔·赫拉利 《未来简史》作者

John E. Hopcroft 约翰·E·霍普克洛夫特  美国康奈尔大学智能机器

人实验室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周  涛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罗圣美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架构师

郭豪翀  华为中国战略与业务发展部部长

孙  丹  希捷科技全球副总裁暨亚太和中国区总裁

郭继军  IBM大中华区副总裁

 

罗华平   NVIDIA中国区CTO

汤炜伟  英特尔人工智能市场负责人

吴甘沙  人工智能专家、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

汤奇峰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CEO

范承工  猎豹移动CTO

张  灏  亚信数据总裁

崔晓波  TalkingData CEO

陈山枝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副总裁

 

范济安  中国联通信息化事业部副总经理、CTO

吕  品  中国电信集团市场部副总经理

焦  刚  中国联通云数据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大数据专委会委员

赵慧玲  中国电信云计算中心主任

赵建军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物联网分公司总经理

陈  维  中国移动物联网研究院院长

何宝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

程学旗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单志广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

江  青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助理

安  晖  赛迪智库互联网所所长

姜  鹏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大数据所所长 

崔辰州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信息与计算中心主任



周德铭  审计署信息办原主任

杨建国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所长

沈文海  中国气象局副总工程师

石  勇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徐海苹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王文胜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王  锐  成都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

肖红叶  杭州长三角大数据研究院名誉院长

周  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书记

刘茂先  黑龙江通信管理局局长

徐  红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市智慧办主任

刘宇斌  陕西省西咸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沣西新城管委会主任

 

刘  鹏  解放军理工大学教授、中国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

黄河燕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教授

王洪添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

马  恒  万物互联产业联盟（CIA）物联网技术及解决方案规划总工

高礼强  Oracle副总裁及EPM/BI中国区总经理

章文嵩  滴滴出行副总裁

周  凯  绿盟科技副总裁

高  昂  京东云战略规划总监

李振军  智慧足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CEO

王  桐  永洪科技高级副总裁

王建民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院长

吴  飞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

王宏志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杜新胜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发言人

张海峰  西安未来国际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郑  军  华云数据副董事长、首席技术官

徐汉华  平安普惠副总裁兼首席市场官 

周厚健  海信网络科技董事长

马晓龙  海信信号控制专家

秦晓东  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雷  涛  天云大数据CEO

樊庆伟  亿阳信通大数据事业部产品总监

熊梓锴  北京开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郭  家  图灵机器人 联合创始人

印  奇  旷视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EO

朱频频  小i机器人总裁兼CTO

张  浩  饿了么技术副总裁

尹大飞  摩拜首席数据科学家

赵  勇  格灵深瞳CEO

马维英  今日头条副总裁

刘  怡  易观智库总裁

刘克鸿  万达网络科技集团万达云计算公司首席执行官

张海峰  苏宁物流集团仓储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邢  雁  机智云副总裁

王永虹  上海庆科CEO

严望佳  启明星辰CEO

雷建军  湖南云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笑博  北京融信数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VIP嘉宾：嘉宾： 2,800 /位位

1. 全部会议参加资格；

2. 会场前排贵宾席位就坐，摆放桌牌；

3. 获得会议演讲资料和文字速记；

4. 获得会后参会嘉宾数据统计；

5. 获赠人民邮电出版社精选大数据畅销书一套；（共2册）

6. 会议期间自助午餐；

 

普通嘉宾：普通嘉宾：680元元/位位

（7月31日前购票136元/位，8月31日前购票340元/位）

1. 全部会议参加资格；

2. 获得会议演讲资料和文字速记；

3. 会议期间工作简餐；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