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全球云计算大会暨国际网络
通信展览会·中国站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五届全球云计算大会暨国际网络通信展览会·中国站将于2017年09月在上海召开。

大会内容大会内容

随着云计算服务在各行各业的应用热度递增，云计算产业蓬勃发展，由博闻中国（UBM China）主办，并获得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指导的第五届全球云计算大会·中国站将于2017年9月5日-7日全新亮相上海世博展览馆。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云计算活动之一，今年，大会将迎来第五个辉煌展示时期，首次引入拥有逾三十年历史、全球
网络通信市场最大盛会之一的Interop（国际网络通信展览会），国内外两大品牌展示会强强联手，不论在展览规模
还是会议嘉宾阵容上均有更大提升，将是企业全方位展示自身品牌的绝佳机会。

Interop自创立以来，不仅成为了业界最盛大的展会之一，也是全球网络通信市场发展的风向标，今年其迈出国门，
首次登陆中国，为促进国内外企业技术创新及交流互补打开了通道。此次展示规模近10000平米，同时配有每年全
球云计算大会·中国站的品牌特色活动，包括主题演讲、技术研讨会、专题论坛、“云鼎奖”评选，企业CIO研讨会、商
务配对等，在去年吸引了3272名参会者的基础上，今年的两大盛会参观参会人数将再创新高，预计将达到6000人，
涉及金融、电商、制造业、快消、零售、教育等诸多热门领域的核心决策人。

 

观众规模：观众规模：6000人

展览面积：展览面积：10，000平米

 

为什么参加为什么参加

参加参加Cloud Connect China，您将可以：，您将可以：

▶ 绝佳的培训机会，深度探索云技术

▶ 聆听行业领袖的“干货”分享，掌握业界最新趋势

▶ 与国际顶尖企业汇聚一堂，了解新一代云计算技术产品

▶ 与同行沟通交流，建立并强化专业联系



9月月5日日

第一天: 2017年9月5日(周二)

时间

一号会议室A

研讨会A - IBM 云领创新·智创未来

09:00-09:30 早茶 & 签到

09:30-09:40
欢迎致辞

姜天豪，南中国区总经理，IBM Cloud

09:40-10:10
IBM Bluemix云平台概述

陈谷，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IBM

10:10-10:50
IBM Bluemix车库创新模式介绍车库创新模式介绍

胡香冬胡香冬，，Bluemix Garage架构师，架构师，IBM Cloud Bluemix Garage

10:50-11:30
IBM Bluemix私有云平台介绍

黄英杰，Watson与云平台资深架构师，IBM

11:30-12:10
IBM Bluemix公有云平台介绍

蒋旭春，云计算部门技术经理，IBM中国

12:10-12:20 问答及结束致辞

时间

一号会议室B 

研讨会B - 有孚 / 有孚网络“云构未来”发展论坛

13:00-13:30 签到注册

13:30-14 :30
产业互联网和云架构安全

吕鑫，执行副总裁，有孚网络

14:35-15:30
面向智能化的企业大数据发展规划

赵继胜，首席技术官，上海孚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5:30-16:00 抽奖和茶歇

16:00-16:30
  智慧城市之智慧城市之-整合的社区养老与医疗云平台整合的社区养老与医疗云平台

顾备顾备，交付运维部高级总监，有孚网络，交付运维部高级总监，有孚网络

16:30-17:00
未来，与未来，与“云云”无关无关

程思程思，总经理，阳光互联，总经理，阳光互联



17:00-17:30
协同时代的专业主义

沈立民，总监，物流电商行业中心，有孚网络

17:30-18:00 答谢和抽奖

9月月6日日

第二天: 2017年9月6日(周三)

时间

主会场

开幕式 & 云战略与实践主题演讲

8:00-9:00 签到注册

09:00-

09:20

开幕式：
主办单位UBM领导致词
政府领导致词  

 09:20-

09:50

指数级增长下的隐忧指数级增长下的隐忧

Eric Hanselman, 首席分析师首席分析师, 451 Research

09:50-

10:20

企业级专有云认知与实践企业级专有云认知与实践

臧云峰臧云峰，，CTO，上海有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有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0:20-

10:50

运营商切入行业云的机遇和策略运营商切入行业云的机遇和策略

沈可沈可，副总经理，副总经理, 中国联通上海市分公司中国联通上海市分公司

10:50-11:10  抽奖+赞助商开幕致辞

安柯，执行总裁，上海有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刘里奥，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浩云网络股份

11:10-

11:40

一个构架多种云，高速认知引擎一个构架多种云，高速认知引擎

张永健张永健, 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云业务总经理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云业务总经理, IBM

11:40-

12:10

云享未来，构建云享未来，构建IDC全球互联新生态全球互联新生态

黄潇颖黄潇颖，副总经理，浩云网络股份，副总经理，浩云网络股份

12:10-

12:40

人工智能主导下的无线网络人工智能主导下的无线网络

Ajay Malik, 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Lunera; 前谷歌首席架构师前谷歌首席架构师

12:40-
午餐



13:30

时间

主会场

时间

分会场B

时间

分会场C

 云战略与实践主题演讲 企业CIO闭门研讨会
上海联通云联网

大会

13:30-

14:00

中国移动云网融合助力智慧政务中国移动云网融合助力智慧政务

段翔段翔，云计算产品部总经理，中国移动苏州，云计算产品部总经理，中国移动苏州

研发中心研发中心 

13:30-

13:40

上海首席信息官联盟秘书长致欢迎辞上海首席信息官联盟秘书长致欢迎辞

徐龙章，徐龙章，秘书长，上海首席信息官联盟秘书长，上海首席信息官联盟

13:30-

17:00

上海联通云联网
大会

14:00-

14:30

云集数据云集数据 加速未来加速未来 -北京供销大数据集团云战北京供销大数据集团云战

略发布会略发布会

王帅宇博士王帅宇博士，，CEO，北京供销科技，北京供销科技

13:40-

14:30

圆桌讨论：圆桌讨论：

主持：主持：Agatha Poon, 亚太区市场研究总亚太区市场研究总

监监, 451 Research

成员：袁炜成员：袁炜，信息管理部总经理，上海纺，信息管理部总经理，上海纺

织集团织集团

周钰周钰，区块链负责人，中国银联研究院，区块链负责人，中国银联研究院

赵刚赵刚，技术总监，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技术总监，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张瀚文张瀚文，大中华区终端产品总监，霍尼韦，大中华区终端产品总监，霍尼韦

尔尔

14:30-

15:00

云网融合使能全球业务直连云网融合使能全球业务直连

张宇峰张宇峰，首席技术官，互联港湾，首席技术官，互联港湾

14:30-

15:10

券商云计算的探索与实践券商云计算的探索与实践

晏强晏强，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光大证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光大证券

15:00-

15:30

智慧系统智慧系统: FPGA技术优化云端工作负载技术优化云端工作负载

Alexander Grbic, 编程解决方案事业部副总编程解决方案事业部副总

裁裁, Intel

15:10-

15:50

互联网银行创新实践分享互联网银行创新实践分享

邝谧邝谧，信息科技部总经理，华瑞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华瑞银行

15:30-16:00 休息 15:50-16:20 休息

16:00-

16:30

SDN最后的前沿与未来网络系统：可编程转最后的前沿与未来网络系统：可编程转

发平面发平面

Prem Jonnalagadda, 产品管理总产品管理总

监监, Barefoot Networks

16:20-

17:00

传统架构下的上云之路：来伊份上云经历传统架构下的上云之路：来伊份上云经历

分享分享

张爱军张爱军，信息中心总监，来伊份，信息中心总监，来伊份

16:30-

17:00

零售即服务零售即服务-京东云提供零售行业的基础架构京东云提供零售行业的基础架构

杨海明杨海明，首席架构师，京东云，首席架构师，京东云

17:00-

17:10
CIO论坛闭幕致辞

17:00-

17:30

云驱动下的安全自动化与未来启示云驱动下的安全自动化与未来启示

Jim Reavi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云安云安

全联盟全联盟

18:00-

21:00
 第四届"云鼎奖"颁奖盛典



9月月7日日

第三天-2017年9月7日(周四)——专题分论坛

时间
分会场A

时间
分会场B

时间
分会场C

物联网+ 云原生技术与实践 行业应用

9:15-9:45

物联网与边缘计算物联网与边缘计算

Ajay Malik，创始人兼首席技，创始人兼首席技

术官术官, Lunera；前谷歌首席架；前谷歌首席架

构师构师

9:15-9:45

从DevOps角度看待Kubernetes与安

全提升

Chris Van Tuin, 北美区首席技术

官，红帽

9:15-9:45
乐视视频云生态战略及实践乐视视频云生态战略及实践

张晓东，张晓东，云战略发展部总经理，乐视云云战略发展部总经理，乐视云

9:45-

10:15

根云根云: 机器推动社会进步机器推动社会进步 工业工业

互联网赋能模式创新互联网赋能模式创新 

黄路川黄路川，副总裁，树根互联，副总裁，树根互联

9:45-

10:15

一站式软件交付一站式软件交付: 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世界五百强企业中

的的DevOps转型之道转型之道

马致杰马致杰，中国区创始人兼总经理，杰，中国区创始人兼总经理，杰

蛙科技蛙科技

9:45-10:15
混合云服务全球化布局战略及实践混合云服务全球化布局战略及实践   

罗欣罗欣，，PSDC高级总监，互联港湾高级总监，互联港湾

10:15-10:30 休息     

10:30-

11:00

云里雾里的物联网云里雾里的物联网

李晶李晶，合伙人，上海物联网创，合伙人，上海物联网创

业基金业基金

10:30-

11:00

华为开放云平台战略及实践华为开放云平台战略及实践

侯勇侯勇，中国战略，中国战略MKT云生态业务总云生态业务总

监，华为监，华为

10:30-

11:00

数据技术在能源行业的应用数据技术在能源行业的应用

林嵩林嵩, 项目经理项目经理/数据科学家数据科学家, 中国石油中国石油

11:00-

11:30

传统行业如何利用物联网技术

实现智能化？

荆天为，市场副总裁，Ruff

11:00-

11:30

云环境下分布式存储的性能优化实践云环境下分布式存储的性能优化实践

钱明钱明，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思，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思

华科技华科技

11:00-

11:30

云计算应用多活数据中心部署
邓志祥，董事副总经理，浩云
网络股份

11:30-

12:00
展区参观

11:30-

12:00

高性能公有云平台的实践
汤伯榕，副总裁，盛大比格
云

11:30-

12:00

小云如何在夹缝中成长小云如何在夹缝中成长

丘子隽丘子隽, 云平台团队总监云平台团队总监, 平安科技（深平安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圳）有限公司

12:00-12:30 休息

时间

分会场A

时间

分会场B

时间

分会场C

云网安全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与云管理

平台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

12:30-

13:00
展区参观

12:30-

13:00

(会场供应
午餐盒)

软件定义的国科云软件定义的国科云

陈锋陈锋，云计算中心经理，苏州国科数，云计算中心经理，苏州国科数

据中心据中心

12:30-

13:00 (会
场供应午餐
盒)

以海量个体行为数据为视角的社会大数以海量个体行为数据为视角的社会大数

据分析与应用据分析与应用

赵玺赵玺，大数据算法与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大数据算法与分析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社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中心主任实验室社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中心主任

13:00-

13:30

构建云环境下的安全防护新体构建云环境下的安全防护新体

系系  

黄继根黄继根，解决方案总监，有云，解决方案总监，有云

13:00-

13:30

灵动时代灵动时代——让大象跳舞让大象跳舞

曾琎曾琎，云计算高级产品经理，烽火通，云计算高级产品经理，烽火通

信信

13:00-

13:30

大数据管理平台大数据管理平台

杨正洪博士杨正洪博士，首席信息官，北京供销大，首席信息官，北京供销大

数据集团数据集团



13:30-

14:00

如何实现企业云计算中的可视如何实现企业云计算中的可视

性性

曹智锋曹智锋，中国区总经理，，中国区总经理，Ixia

13:30-

14:00

云级网络：让云网协同云级网络：让云网协同, 随您所愿随您所愿

鲁子奕鲁子奕，首席技术官及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及联合创始人，

大地云网大地云网

13:30-

14:00

跨平台数据整合分析，以数据洞察提升跨平台数据整合分析，以数据洞察提升

业务决策支持业务决策支持

熊梓锴熊梓锴，总裁，北京开数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北京开数科技有限公司 

14:00-14:30  休息

14:30-

15:00

混合云环境下的安全挑战和解混合云环境下的安全挑战和解

决之道决之道

周凯周凯，副总裁，绿盟科技，副总裁，绿盟科技

14:30-

15:00

新形态下云数据中心的运营转型新形态下云数据中心的运营转型

方礼方礼，创始人，创始人 & CEO，上海骞云信，上海骞云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息科技有限公司

14:30-

15:00

TiDB as a HTAP Database 

申砾申砾, 工程部副总裁，工程部副总裁，PingCAP

15:00-

15:30

多云环境下的应用安全考量多云环境下的应用安全考量

张振伦张振伦，大中华区技术总，大中华区技术总

监，监，F5  

15:00-

15:30

打造企业级融合云平台打造企业级融合云平台

沈阅斌沈阅斌, 研发副总裁研发副总裁,  上海殷泊信息上海殷泊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有限公司

15:00-

15:30

大规模容器集群上的分布式机器学习实大规模容器集群上的分布式机器学习实

践践

石颖石颖, 资深架构师资深架构师, 京东云京东云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如同一公司有如同一公司有3人及其以上注册，可享受团体折扣折上人及其以上注册，可享受团体折扣折上8.5折折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