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钛媒体T-EDGE年度国际盛典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钛媒体T-EDGE年度国际盛典将于2017年12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

我们度过了没有新物种的一年

互联网已经是基础设施

传统产业反而正在成为新兴力量

新旧世界已经开始重新排列组合

没有大热点 没有新风口 没有新竞争

仰望星空的人 脚踏实地

站在风口的人 回归初心

T-EDGE作为钛媒体旗下面向全球前沿创新者的国际交流平台

希望与所有的科技商业领袖一起

直面浮躁 思考真正的商业逻辑

静水深流 积蓄更多的爆发能量

用一颗小纯真的心迎接新的一年

继续站在巨变的前沿

回归纯真 感受未来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T-EDGE x 未来创投峰会T-EDGE x 未来创投峰会

12月15日



1000+投资领袖引领未来风口

10+科学家创业尖端早期项目亮相

20+新酷公司PITCH活力竞演

潜在投资年报发布

 

T-EDGE x T-EDGE x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产业峰会产业峰会

12月16日

人工智能悲观派VS乐观派大论辩

AIx新金融 AIx新零售 AIx新物流

AI x 新医疗  AI x 新物联

AI x 新教育  AI x 新地产

 

T-EDGE x 国际智造峰会T-EDGE x 国际智造峰会

12月17日

汽车科技高峰论坛

T-EDGE汽车科技指数排名公布

智造高峰论坛

真中国智造的变革本质

往届日程往届日程

12月8日12月8日
上午上午

关键时刻关键时刻

时代变革的关键时刻，产业的关键时刻，个人人生的关键时刻，2016年度每一个前沿的关键时刻都值得T-EDGE记时代变革的关键时刻，产业的关键时刻，个人人生的关键时刻，2016年度每一个前沿的关键时刻都值得T-EDGE记
录，开启两天触不及防的风暴，时刻准备好迎接未来。录，开启两天触不及防的风暴，时刻准备好迎接未来。

主会场主会场

08:50 - 9:00开场



09:00 - 11:30

邓亚萍 - 奥运冠军，乒乓球大满贯得主，投资人

张  晔 - 易果集团董事长兼CEO

李  亚 - 一点资讯CEO

郎永淳 - 前央视著名主播、找钢网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胖猫创投合伙人

彭永东 - 链家网CEO

体验展区

11:30 - 12:30

硅谷明星编程机器人Dash&Dot前沿舞蹈秀

智能吉他&钢琴创意表演秀

全天互动体验

08:00 - 18:00

秦始皇兵马俑VR体验

RoboMasters机器人战车开战体验

硅谷明星编程机器人Dash&Dot编程体验

智能乐器玩乐体验

 

12月8日12月8日
下午下午

Daydream 创想革命

Daydream是不去讨好用户的创新者独白，不需要商业模式，不需要资本青睐，只靠单纯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通
往未来之前先做的一场白日梦，在颠覆世界之前先发起的一场创想革命。 Google发布的Daydream平台不仅仅是平
台，更是一种理念，T-EDGE将把Daydream创意驱使的理念搬上前沿舞台，推动创想革命。

主会场

14:00 - 16:30

Michael Sturtz - 斯坦福大学创意实验室主任，创意思维全球化倡导者

Shanie Keysar - 以色列能源物联网解决方案公司Sol-Chip创始人兼CEO

Gilad Lederer - 以色列万用手写笔公司OTM联合创始人&联合CEO

陈学军 - 全时创始人&CEO

陈静娴 - 业余飞行员、律师、第一位挑战环球飞行的中国女性

赵磊明 - 中体飞行CEO

张严琪 - ofo COO、原Uber中国西区总经理

杨  峰 - 天仪研究院CEO

体验展区

16:30 - 17:30

硅谷明星编程机器人Dash&Dot前沿舞蹈秀



智能吉他&钢琴创意表演秀

全天互动体验

08:00 - 18:00

秦始皇兵马俑VR体验

RoboMasters机器人战车开战体验

智能乐器玩乐体验

 

12月8日12月8日
晚上晚上

T-EDGE前沿领袖闭门晚宴T-EDGE前沿领袖闭门晚宴

本届T-EDGE年度大会中外嘉宾强势聚集，深度交流前沿趋势，共同融合T-EDGE前沿理念。本届T-EDGE年度大会中外嘉宾强势聚集，深度交流前沿趋势，共同融合T-EDGE前沿理念。

主会场

18:30 - 21:00 T-EDGE前沿领袖演讲嘉宾

 

12月9日12月9日
上午上午

AI降临AI降临

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影像识别，前沿科技正在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人工智能解锁人类潜能，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影像识别，前沿科技正在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人工智能解锁人类潜能，无人机无人机拓宽想象拓宽想象
疆界，T-EDGE聚焦最前沿的科技力量，为你预知未来。疆界，T-EDGE聚焦最前沿的科技力量，为你预知未来。

主会场主会场

09:00 - 11:30
Raffaello D'Andrea - 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专家、无人机教父、亚马逊机器人Kiva 系统创始人
王  坚 -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
David Mendlovic - 以色列智能手机双镜头公司Corephotonics CEO
李志飞 - 出门问问（Mobvoi）创始人 & CEO

赵  勇 - 格灵深瞳创始人

吴甘沙 - 驭势科技CEO、前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的第一位首席工程师

曹  翔 - 自然人机交互国际专家、小小牛创意科技创始人

米  磊 -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光学博士、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联席CEO

体验展区

11:30 - 12:30

硅谷明星编程机器人Dash&Dot前沿舞蹈秀

智能吉他&钢琴创意表演秀

全天互动体验

08:00 - 18:00

秦始皇兵马俑VR体验

RoboMasters机器人战车开战体验



硅谷明星编程机器人Dash&Dot编程体验

智能乐器玩乐体验

 

12月9日12月9日
下午下午

未来企业未来企业

企业的边界正在消失，产业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未来企业，从金融、企业级服务、数据、云企业的边界正在消失，产业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未来企业，从金融、企业级服务、数据、云
服务等方面，全面地解析技术给产业带来的巨变。服务等方面，全面地解析技术给产业带来的巨变。

主会场主会场

14:00 - 17:00

Chaim Ivry - 以色列前沿机器人科技公司NextWave Robotics CEO

lLana Nisky -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生物医疗之智能机器人实验室教授

Blockchain’s influence on future market
Alex Tapscott - 《区块链革命》作者，数字金融权威发言人

邹    胜 - 深交所副总经理、深圳证券通信公司董事长

郑小明 - 硅谷大数据广告技术公司WindyVale CEO

刘    勇 - 美国中经合集团合伙人

张    璐 - NewGen Capital创始合伙人、曾任美国硅谷Fenox Venture Capital 投资合伙人

宁    宇 - 钛易投创始人

Baylor Wei - 全球零食电商平台Snackoo创始人&CEO

彭永东 - 链家网CEO

蒋    海 - 布比区块链创始人兼CEO

黄建国 - 钛合智造创始人、CTO兼首席设计师

全天互动体验全天互动体验

08:00 - 18:00

秦始皇兵马俑VR体验

RoboMasters机器人战车开战体验

硅谷明星编程机器人Dash&Dot编程体验

智能乐器玩乐体验

分会场分会场

13:00 - 17:30

中国好SaaS第二季决赛

 

12月9日12月9日
晚上晚上

BTAwards颁奖典礼&钛媒体四周年庆典晚宴BTAwards颁奖典礼&钛媒体四周年庆典晚宴



BTAwards 2016创新评选BTAwards 2016创新评选

主会场主会场

18:30 - 19:30 BTAwards 2016颁奖盛典

19:30 - 20:30

钛媒体四周年庆典晚宴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峰会三日通票 ：249元，峰会三日通票 ：249元， 原价：￥499 

1. 此门票为2017钛媒体T-EDGE年度国际盛典三日通票，包含15、16、17三日年会。

2. 此门票不包含BTAwards颁奖典礼&钛媒体五周年庆典晚宴。

3. 此门票不包含T-EDGE前沿领袖（闭门）交流晚宴。

峰会三日通票VIP ：999元峰会三日通票VIP ：999元

1. 此门票为2017钛媒体T-EDGE年度国际盛典三日VIP通票，包含15、16、17三日峰会。

2. 此门票享受三日峰会的VIP通道和VIP座席。

3. 此门票包含潜在投资年报一份。

4. 此门票不包含T-EDGE前沿领袖（闭门）交流晚宴。

5. 此门票包含2017BTAwards颁奖典礼&钛媒体五周年庆典晚宴。

峰会三日通票VVIP ：6999元峰会三日通票VVIP ：6999元

1. 此门票为2017钛媒体T-EDGE年度国际盛典三日VIP通票，包含15、16、17三日峰会。

2. 此门票享受三日峰会的VVIP通道和VVIP座席。

3. 此门票包含潜在投资年报一份。

4. 此门票包含T-EDGE前沿领袖闭门午宴（三日）。

5. 此门票包含2017BTAwards颁奖典礼&钛媒体五周年庆典晚宴。

未来创投峰会票 ：99元 （不提供发票）未来创投峰会票 ：99元 （不提供发票） 原价：￥199 

1. 此门票只可于12月15日创投生态峰会当日使用。

2. 此门票不包含BTAwards颁奖典礼&钛媒体五周年庆典晚宴。

3. 此门票不包含T-EDGE前沿领袖闭门午宴。

人工智能产业峰会票 ：99元（不提供发票）人工智能产业峰会票 ：99元（不提供发票） 原价：￥199 



1. 此门票只可于12月16日人工智能产业峰会当日使用。

2. 此门票不包含BTAwards颁奖典礼&钛媒体五周年庆典晚宴。

3. 此门票不包含T-EDGE前沿领袖闭门午宴。

国际智造峰会票:99元（不提供发票）国际智造峰会票:99元（不提供发票）原价：￥199 

1. 此门票只可于12月17日智造年会当日使用。

2. 此门票不包含BTAwards颁奖典礼&钛媒体五周年庆典晚宴。

3. 此门票不包含T-EDGE前沿领袖闭门午宴。

票务相关票务相关

Q:如何获得签到凭证并进行签到？

A:购票成功后，您将收到购票成功的确认邮件和短信，内容包含数字签到码和二维码，请您妥善保管，
活动当日请于现场签到台出示。购票时填写的手机号也可作为签到凭证。

Q:是否可以申请发票？

A:购票时可选择申请发票，发票类型为增值税普通发票，内容为会议服务费，发票快递将在会议结束后
进行。

Q:是否可以退票？

A:本次大会无法办理退票，请您确认好日程和内容后购买。

Q:如何购买团体票？

A:一次性购买正价三日通票7张以上（包含7张）的购票团体，可享受7折优惠，如需购买团体票，请联系
客服。

现场活动现场活动

Q:观众座位是否有预留？

A: 我们为VIP、VVIP观众预留了专属座位，其他到场观众可根据现场指引在指定区域按照入场顺序就
坐。 如您中途离开会场，则不确保继续有座位。

Q:大会现场有同声传译服务吗？

A:峰会现场提供同声传译服务，当天可凭本人身份证到指定地点换取设备。 活动结束后，您需归还同传
设备并取回身份证。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