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IS 2017中国（上海）大数据产
业创新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CBIS 2017中国（上海）大数据产业创新峰会将于2017年11月在上海召开。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关于大会关于大会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风起云涌，大数据技术日新月异，我们获取信息从未如此广泛而便捷，大数据
的广泛应用也已开启了人工智能的时代。对人工智能而言，数据科学的作用是增强和加速人类的决策判断而不是取
代它。智能数据技术将持续针对解决特定问题的机器学习和AI功能产品化，不断增强的机器学习能力所产生的价值
跨应用场景地分享到不同的企业级用户中去，有利于打造规模经济效益。

    恰逢国务院刚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当口，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上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的
指导下，2017中国（上海）大数据产业创新峰会，由上海大数据联盟、chinahadoop共同划策主办，将于2017年
11月30日、12月1日举行。在去年大会成功举办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持续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的
产业化发展，打造并呈现数据与智能融合创新的顶级盛会，提升相关行业整体竞争力与影响力。

    本次活动将汇聚主管部门领导、两院院士、企业领袖、行业专家、国内外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组织以及媒
体资源等广泛参与。本届大会将通过资源共享、协同行动和集成发展，有效推动大数据应用和产业发展，围绕“数
据+智能、产业+数据、技术+人才、品牌+市场、应用+发展”相继展开话题讨论。

大会规模大会规模

本届大会议程设置为两个全天。单日参会人数规模为1000人。一共将进行50场演讲和研讨。参会企业达到300多
家。是华东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研讨最深入并贴近传统产业的大数据产业会议。

活动宗旨及特色活动宗旨及特色

♦  聚焦数企结合，构筑产业生态链

♦  打造应用楷模，传播行业典范案例

♦  引领跨界融合，驱动企业数据转型

♦  关注创新创业，推动行业加速成长

♦  探究技术趋势，关注行业热点规律

活动时间：2017年11月30日-12月1日

活动地点：上海宝华万豪酒店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指导单位：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上海大数据联盟   chinahadoop.com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数唐(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

学术支持单位：学术支持单位：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

合作单位: 合作单位: ebay，华为，微软，IBM，Intel，Oracle，VMWare，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中国电信，上海大数据
交易中心，百分点，帆软，Mellonax，Hortonworks，Cloudera，万达信息，拍拍贷，九次方，携程网，1号店，
爱奇艺，宝信软件等

合作媒体：合作媒体：

    人民网、新华网、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凤凰网、千龙网、中新网、中国网、中华网、光明网、中关村在
线、和讯、慧聪网、硅谷动力、天极、IT世界网、站长网、IT商网、CSDN、Donews、CIO时代、速途网、互动百
科、比特网、51CTO、南方网、物联网世界、金融界、证券之星、中国经济网、手机中国、手机之家、畅享网、IT
实验室、e-works、机房360、蜂鸟网、Ib资讯、软信网、计算机行业网；上海热线、青岛新闻网、海南在线、浙江
在线、四川新闻网、北方网、太原新闻网、东北新闻网、苏州热线、福建之窗等地方政府网站。赛迪网、《互联
网经济》、《中国计算机报》、《中国电子报》、《通信产业报》、《中国工业评论》、《机器人产业》、《中国
信息化周报》、《工业经济论坛》、IT168、中国计算机报、网络世界、YNet、科技日报、电脑报、ZDNet、华夏
时报、北京青年报、最科技、计世网、中国信息主管网、科学网、中云、C114、TechTarget、ChinaITLab、中文
科技资讯、中国软件资讯网、飞象网、CNW网界、DOIT、懒汉互联、互联网周刊、科学中国、TechWEB、中国
IDC圈、物联中国、计世资讯、PCHome、eNet、赛迪网、硅谷网、PCOnline、YesKy、小熊在线……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7中国(上海)大数据产业创新峰会议程

11月30日上午-全体会议

会议地点：宴会厅 主持人：上海大数据联盟常务副秘书长 马慧民

主题 姓名 单位 职务 开始 结束

领导致欢迎词
邓小
冬

上海市静安区政府领导 副区长 9:00 9:05

新增副理事长单位颁牌

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
上海市国防工业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 吴磊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 干频

9:05 9:12



11月30
日上午

中国（上海）大数据产业创
新峰会评比颁奖
         2017年度组织奖
         2017年度创新企业奖
         2017年度优秀产品/解
决方案奖

上海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
处（大数据处）副处
长 裘薇
上海市科委高新处副处
长 肖菁
静安区科委主任 周隽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
会长 盛焕烨

9:12 9:18

江浙沪三地大数据联盟合作
签约仪式

上海大数据联盟、江苏大
数据联盟、浙江大数据联
盟

各地秘书长 9:18 9:20

中国（上海）大数据人工智
能大赛赛事回顾+颁奖

上海大数据联盟 常务副
秘书长 吴俊伟
市北高新(集团)公司总
裁 陈军
数院科技总裁 龚烨华

9:20 9:25

上海大数据联盟智能旅游创
新实验室揭牌

上海市旅游局公共服务处
处长 林苏闽
上海大数据联盟常务副秘
书长 吴俊伟
金棕榈CEO 潘皓波

合作伙伴：上海超级
计算中心、敬众科
技、携程旅游、春秋
旅游、锦江旅游

9:25 9:27

基因组大数据和精准医学
陈润
生

中国科学院 院士 9:27 10:07

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
与创业

唐骏 微创中国 董事长兼CEO 10:07 10:37

数据：重塑云的世界
王洪
添

浪潮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 10:37 11:17

大数据产业创新高峰对话

主持：上海大数据联盟副
秘书长 时炜
市北高新集团公司创新战
略发展部主任赵俊宏
联通大数据公司 产品总
监 方庆喆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孔华
威
延云创始人 母延年
敬众科技创始人 瞿天锋

11:17 12:00

中午 午餐 12:00 13:30

11月30
日下午

11月30日下午-全体会议

会议地点：宴会厅 主持人：上海大数据联盟常务副秘书长 马慧民

主题 姓名 单位 职务 开始 结束

主报告一：延云万一数据秒
级查询的软硬件解决之道

母延
年

延云 创始人兼CTO 13:30 14:10

主报告二：人文+科技，智
能画像引擎

魏峰 华院数据 合伙人 14:10 14:50

2017中国大数据产业创新峰
会推荐创新产品发布

14:50 15:15

大数据与产业变革
周傲
英

华东师范大学 副校长 15:15 15:55

深度学习与程序化购买中的
竞价

李元
鹏

晶赞科技 副总裁 15:55 16:35



12月1
日上午

12月1日上午-分论坛

一、知识图谱与行业大数据

会议地点：宴会厅1号厅 主持人：上海大数据联盟常务副秘书长 马慧民

主题 姓名 单位 职务 开始 结束

领导致辞 9:00 9:05

行业大数据平台是如何炼成
的

徐锦
泉

时代嘉道大数据 创始人兼CEO 9:05 9:30

大规模知识图谱实战关键技
术及在行业中的应用

王昊
奋

中文信息学会语言与知识
计算委员会

副秘书长;OpenKG主
要发起人之一

9:30 9:55

知识图谱与大数据实践@时
代嘉道

沈丕
豪

时代嘉道大数据 首席技术官 9:55 10:20

面向新经济的行业大数据可
视分析

王长
波

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软件工程学院

常务副院长 10:20 10:45

行业大数据处理、解读、及
应用实践

陈雁
冰

嘉道信息技术 首席数据官 10:45 11:10

知识图谱如何落地金融行业
应用

杨昀 明略数据金融事业部 华东区负责人 11:10 11:35

汽车后市场大数据应用实践 张媛 正时汽车 合伙人 11:35 12:00

圆桌讨论：如何让大数据知
识图谱从“云端”落地？

主持人：上海大数据联
盟 马慧民

常务副秘书长 12:00 12:25

二、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

会议地点：宴会厅2号厅 主持人：CHINA HADOOP大数据专家委员会主席 何建军

主题 姓名 单位 职务 开始 结束

大数据与精准获客营销 - 眸
事网的智能化实践

曹文
炯

眸事网 CTO 9:00 9:35

企业全面风险图谱分析实践
程大
伟

星环科技 机器学习研发经理 9:35 10:10

延云YDB的万亿数据秒级即
席分析之路

韩小
姣

延云 技术总监 10:10 10:45

唯品会大数据平台优化
蔡永
承

唯品会
大数据平台高级架
构师、技术负责人

10:45 11:20

智能生态圈中的大数据精准
营销

张鑫 中国电信 大数据应用负责人 11:20 11:55

三、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

会议地点：宴会厅3号厅 主持人：中国计算机学会上海分部副主席 甘似禹

主题 姓名 单位 职务 开始 结束

人工智能之计算机视觉研究
进展

薛向
阳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
学院

大数据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导

9:00 9:30

语音智能新世界 管乐 思必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战略投资总监 9:30 10:00

人工智能的若干发展动态 徐雷 上海交通大学 致远讲席教授、博导 10:00 10:30

传统IT碰撞AI，机遇还是毁
灭

霍兆
坤

上海增容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

总经理 10:30 11:00

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发展思路 崔静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软件工程与评估中心

研究室主任 11:00 11:30

中午 午餐 12:15 13:30

12月1日下午-分论坛

四、医疗大数据

会议地点：宴会厅1号厅
主持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大数据发展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主



12月1
日下午

任 韩涵

主题 姓名 单位 职务 开始 结束

论坛背景介绍 13:30 13:35

主题分享 - 智慧医疗AI创业
赛 一等奖

葛亮 点内科技 总经理 13:35 13:55

主题分享 - 医疗场景AI创业
赛 一等奖

陈旭 卫宁人工智能实验室 主任 13:55 14:15

主题分享 - 病理切片识别AI
挑战赛 一等奖

南洋 湖南大学控制工程专业 研究生 14:15 14:35

圆桌论坛：“在真实应用场
景中，如何发挥作用？”

主持人：健盟 沈奕青 总经理 14:35 15:15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朱
虹光 教授
点内 葛亮 总经理
卫宁人工智能实验室 陈
旭 主任
病理切片识别挑战赛 第
一名代表
中卫基金 李文罡 创始人

主题分享 - 在智能时代，我
们怎么做临床研究？ 

姜磊 翼依科技 首席科学官 15:15 15:45

主题分享 - 大数据时代的互
联网+医疗

周洪
昊

腾讯觅影 华东区技术总监 15:45 16:15

主题分享 - 从医疗实践看AI
发展的反思

王泰
峰

杭州认知 CEO 16:15 16:45

圆桌论坛：“人工智能的商
业模式探索”

主持人：上海大数据联
盟 时炜

 副秘书长 16:45 17:30

嘉宾：
中科院临床中心  朱建
民 常务主任
上海理工大学食品与医疗
器械学院 程云章 副院长
腾讯觅影 周洪昊 华东区
技术总监
杭州认知 王泰峰 CEO
翼依科技 姜磊 首席科学
官
泽联资本 沈洌海 董事

五、政务大数据——魔方大数据论坛

会议地点：宴会厅2号厅 主持人：上海大数据联盟常务副秘书长 马慧民

主题 姓名 单位 职务 开始 结束

领导致辞 13:30 13:35

政府数据开放创新生态的探
索和经验

高丰 SODA理事会、苏打数据 理事、CEO 13:35 14:05

政务数据资源框架体系实践
夏佳
斌

普元信息 政务大数据咨询顾问 14:05 14:35

信用体系建设+新金融监管
范文
清

金电联行(上海)金融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14:35 15:05

市民云提升智慧城市获得感
王兆
进

市民云 总经理 15:05 15:35

AI时代的警务大数据 周强 蓝灯数据 董事长 15:35 16:05



地方大数据发展创新之路
姚乐
生

九次方 华东区总经理 16:05 16:35

党建云
杜国
宁

梦创双杨 大数据负责人 16:35 17:05

六、金融大数据

会议地点：宴会厅3号厅 主持人：拍拍贷高级总监  方晨

主题 姓名 单位 职务 开始 结束

大数据智能风控: 拍拍信的AI
视角

陈磊 拍拍信 VP 13:30 14:10

航旅大数据在金融场景的创
新应用

瞿天
锋

敬众科技 创始人 14:10 14:50

房贷领域的人工智能
马伟
良

房金所 VP 14:50 15:30

百亿美金以上的银行是如何
布局区块链的？

张晓
晨

FinTech4Good 创始人 15:30 16:10

太保大数据-实践之路分享
陈晋
武

太平洋保险 项目管理专家 16:10 16:50

金融行业大数据案例分享 陆峰 Cloudera
大中华区首席金融架
构师

16:50 17:30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陈润生、微创中国 董事长兼CEO唐骏、唐骏、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洪添王洪添……众多大咖将作为演讲嘉宾参与
到本次峰会中。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B票团体B票团体

2,600.00 RMB2,600.00 RMB

两天全场通票； 含两天中午自助餐； 会场资料袋

B票单人B票单人

2,800.00 RMB2,800.00 RMB

两天全场通票； 含两天中午自助餐； 会场资料袋

A票团体A票团体

2,200.00 RMB2,200.00 RMB

两天全场通票； 不含中午自助餐； 会场资料袋

A票单人A票单人

2,400.00 RMB2,400.00 RMB

两天全场通票； 不含中午自助餐； 会场资料袋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