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IEC 2017全球互联网经济大会-北
京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GIEC 2017全球互联网经济大会-北京将于2017年09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全球互联网经济大会GIEC2017秋季峰会暨2017全球万物智能大会定于2017年9月5日至9月6日继续在北京国际会议
中心举办。大会将围绕“万物互联万物互联 聚变未来聚变未来”为主题，同期举办全球互联网领袖峰会、万物智能峰会暨展览会、大数
据峰会、互联网金融科技峰会、跨境电商峰会、互联网投资峰会、互联网医疗峰会、互联网经济年度大奖颁奖盛
典、中国电子商务博览会等多项活动。

2017年全球互联网经济大会邀请行业人士及专家，讨论新形势下如何利用互联网创新促进各领域智能化渗透、如何
加强产业链上下游、软硬件各环节的整合协同，共同探讨与分享智能&共享经济所带来的科技与产业革新新机遇。
超过150位独角兽及知名互联网企业大咖将分享和探讨未来万物互联与智能时代的创新与趋势！来自全球各地超过
8000位行业人士现场参会与参观交流，共襄科技与产业革新带来的新机遇。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互联网领袖峰会互联网领袖峰会

第一会议室

9月5日上午

万物互联 聚变未来

09:00-09:10 特邀嘉宾启动大会开幕仪式

09:10-09:20 主题演讲 北京电子商务中心区建设办公室兼北京市大兴区京南物流基地管委会书记、主任 刘学勇

09:20-09:40 主题演讲 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 韦青

09:40-10:00 主题演讲 IBM大中华区万达合作项目与云服务业务副总裁 李新

10:00-10:20 主题演讲 平安科技保险云平台总裁 顾青山

10:20-10:40 主题演讲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刘松

10:40-11:00 主题演讲 特斯联副总裁 谢超

11:00-11:20 主题演讲 金天国际集团副总裁 祖威

11:20-11:40 主题演讲 中细软CEO 王波涛

11:40-12:00 互联网经济大奖年度盛典

新零售峰会新零售峰会 

第一会议室9月5日下午

全链路 新生态



13:30-13:50主题演讲 易车高级副总裁 刘晓科

13:50-14:10主题演讲 瑞金麟CEO 周颖

14:10-14:30主题演讲 上品折扣副总裁 朱宇

14:30-14:50主题演讲 微东到家CEO 刘鑫

智能峰会智能峰会

二层第一会议室9月5日下午

智能的聚变

14:50-15:10 主题演讲 千寻位置副总裁 李戈辉

15:10-15:30 圆桌对话 北京大学教授 吴霁虹/360智能、智能家居兼车联网总裁 邓邱伟/千寻位置运营总监 洪烈

                    板牙科技CTO 杨盛/Momenta COO 郝景山/智众互动CEO 罗飞/悟空租车、悟空自驾游创始人 胡显河

15:30-15:50 主题演讲 腾讯智慧物联首席专家 张磊

15:50-16:10 主题演讲 爱泊车总裁 刘武战

16:10-16:30  主题演讲 乂学教育CEO 周伟

16:30-16:50 主题演讲 智联宝生态CEO 汪洋

16:50-17:30 主题演讲 快兔出行CEO 马越雷 

数字商业峰会数字商业峰会 

201会议室9月5日下午

数聚融合 智创未来

13:30-14:00 报告发布 品途智库总经理 连昱

14:00-14:30 专家解析 国家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 林至颖

14:30-15:00 应用前瞻 深兰科技CEO 陈海波

15:00-15:30 实战分享 尚品宅配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郭子骞

15:30-16:15 圆桌论坛 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电商部总经理 江其/春晓资本投资合伙人 何文

豆果美食CEO 王宇翔/云像数字数据运营中心负责人 王峰

16:15-17:00 瑞雪发布SHOW 透过虚拟看现实 HoloLens解析未来管理 瑞雪科技CEO洪斌

平安云专场平安云专场

第二会议室A9月5日下午

智慧金融 从此不同

14: 00-14:05 主持人开场

14:05-14:30 连接智能化保险生态 平安科技保险云平台总裁 顾青山

14:20-14:40 平安云点亮仪式 领导及嘉宾

14:40-15:05 AI在远程技术上的革命 平安科技远程创新平台副总经理 汪滔

15:05-15:25 互联网营销之微信银行流量经营 泰隆银行互联网金融部副主任 徐赟

15:25-15:45 联络云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平安联络云事业部CTO 蒋辉



15:45-16:05 智能消息 未来已来 平安科技集团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 张为

16:05-16:25 “稳定、安全、好用”的平安云之道 平安云首席架构师 樊磊

金融金融科技峰会科技峰会

第二会议室B9月5日下午

金融变革 科技赋能

13:30-13:50主题演讲 鹏润金控常务副总裁 任江鹏

13:50-14:10主题演讲 360首席反诈骗专家 裴智勇

14:10-14:30主题演讲 宜信副总裁翼启云服总经理 刘恬敏

14:30-14:50主题演讲 平安科技酷保云事业部COO 李晓琳

14:50-15:10主题演讲 易宝支付CEO 唐彬

15:10-15:30主题演讲 中国电信综合平台流量宝副总经理 刘筱晔

15:30-15:50主题演讲 亿玛COO兼精准营销事业群总裁 秦令今

15:30-16:30圆桌对话—大数据驱动的金融创新 亿玛COO兼精准营销事业群总裁 秦令今 /丰瑞祥联合创始人 李紫建

草根投资CEO 金忠栲/中国电信灯塔大数据产品线总监 孙静博/竞技世界资深数据挖掘专家 巴川 

跨境电商峰会跨境电商峰会

第二会议室C9月5日下午

互联网创新与跨境电商

13:30-13:50 嘉宾介绍与主办方致辞

13:50-14:10 共享经济下的人力资源商业模式创新 BOSS聘副总经理 卢景明

14:10-14:30 共享IT技术人才 构建IT服务云生态 北京神州光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峰

14:30-14:50 垂直一体化电商助推集团企业华丽转身 北京全网数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欢

14:50-15:10 打造世界级的,组织管理神器 北京九思协同软件有限公司CEO 王海波

BOSS聘副总经理 卢景明/北京神州光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峰

15:10-15:30 圆桌论坛-互联网创新与场景运用 北京全网数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欢/北京九思协同软件有限公
司CEO 王海波

YeahmobiYeahTargeter商务总监 张敏

15:30-15:50 跨境电商行业大揭秘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秘书长 曲延明

15:50-16:10 跨境电商如何挑起新消费默模式的大梁 洋码头党支部书记、副总裁 朱文华

16:10-16:30 eBay 重新定义跨境电商零售出口 eBay大中华区商务拓展经理 刘晗

16:30-16:50 中国卖家如何决胜于亚马逊平台 亚马逊中国北方区高级经理 李智

16:50-17:10 如何助力外贸企业打造网上丝绸之路 敦煌网副总裁 张建兴

17:10-17:30 数字营销助力中国制造业杨帆出海 谷歌中国北方区总监 汤琳

大数据峰会大数据峰会

第二会议室9月6日上午

DT时代的数字化创新



09:20-09:40主题演讲 华夏幸福基业副总裁 叶珺

09:40-10:00主题演讲 百卓采购网CEO 夏宇

10:00-10:20主题演讲 创蓝253CEO 钛牛

10:20-10:40主题演讲 权大师CEO 孟潭

10:40-11:00主题演讲 API Cloud创始人兼CEO 刘鑫

11:00-11:20主题演讲 UMKA中国区副总裁 Sofia

11:20-11:40主题演讲 顺联动力CEO 郭洪安

电竞新生态峰会电竞新生态峰会 

201会议室9月6日上午

电竞时代 全新生态

09:00-09:15 致辞 华体集团副总裁 魏卫革

09:15-09:30 致辞 腾讯大燕网总裁 陈筱岚

09:30-09:50 2017中国电竞发展报告 企鹅智酷专家

09:40-10:00 中国电竞生态进化 电竞行业专家

10:00-10:20 华燕“T立方”计划发布 华体电竞总经理 栗坦

10:20-10:40 腾讯大燕网&华体电竞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10:40-11:00 中国体育场馆协会电竞场馆分会发起筹备工作说明会 中国体育场馆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杨东旭

11:00-12:00 圆桌对话——共建电竞全新生态产业链

智慧生态发展峰会智慧生态发展峰会 

第二会议室9月6日下午

智联万物 慧享未来

13:30-14:00 致辞 腾讯网媒体拓展总经理 王永治

14:20-14:40 新局•新变 互联网+智慧城市 腾讯智慧互联首席专家 张磊

14:40-15:00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实现互联网视频飞跃 爱奇艺首席科学家 王涛

15:00-15:20 旅游城市与大数据 腾讯政务旅游总经理 舒展

15:20-15:40 中兴智慧万盛 开启全域旅游数据运营时代 中兴旅游研究院执行院长 孙文

15:40-16:00 智慧警务创新模式 海淀公安智慧警务负责人

16:00-16:20 面向服务的大数据架构体系 京东数据平台部负责人 刘业辉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成荣
阿里巴巴

云事业群运营总监  

裴智勇
360网络完全

专家相关教学大纲的主要… 

朱宇
上品折扣
副总裁  

刘松
阿里巴巴集团
副总裁

唐彬
北京易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刘鑫
微东到家

CEO  

陈海波
快兰科技

CEO  

郭洪安
顺联网络
董事长

杨娅
YeahMobi

电商业务总监  

余彬晶
创蓝文化

CEO  

王海波
九思协同软件
董事长  

陈幸笙
快兔出行

CEO

刘晓科
易车

高级副总裁  

巴川
竞技世界专家  

刘鑫
APICloud

创始人兼CEO  

孟潭
权大师
董事长

洪斌
瑞雪科技

CEO  

王波涛
中细软
CEO  

刘恬敏
宜信
副总裁  

周伟
乂学教育

CEO



汪洋
智联宝生态

CEO  

刘武战
爱泊车
总裁  

孙文
中兴旅游研究院
执行院长  

刘筱晔
中国电信

流量宝副总经理

李晓琳
平安酷保

云事业部COO  

刘业辉
京东

大数据平台部负责人  

邓邱伟
360

智能家居总裁  

顾青山
平安科技

保险云平台总裁

连昱
品途智库
总经理  

祖威
金天国际集团
副总裁  

舒展
腾讯政务旅游
总经理  

王涛
爱奇艺公司
首席科学家

任江鹏
鹏润金控
常务副总裁  

韦青
微软(中国)

产品策略总经理  

周颖
瑞金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

CEO  

吴霁虹
北京大学
访问教授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VIP早鸟票早鸟票 ：：980元元/人人

售票时段：即日起至2017-06-30。含大会会议全套资料，大会会议会场入场通行券及会议两天午餐券。

VIP通行票通行票 ：：1280元元/人人

售票时段：2017-06-30起至2017-07-31。含大会会议全套资料，大会会议会场入场通行券及会议两天午餐券。

VIP嘉宾票嘉宾票 ：：1980元元/人人

售票时段：2017-07-31至2017-09-06。含大会会议全套资料，大会会议会场入场通行券及会议两天午餐券。



退票说明：门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退票说明：门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