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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数字化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会议日程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 5月 18-19日全天 

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中国万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市萧山区人民政府   

国际研讨会协办单位: MUNCHNER KREIS（慕尼黑圈） 

平行论坛联合主办单位：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北京国双科

技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信百会信息经济研究院、浙江省图灵互联网研究院  

支持单位：互联网实验室、中国欧盟商会 

三、 日程 

本次论坛共两天，第一天全天为高峰论坛，下午为一个国际研讨

会及两个平行论坛。其中“数据治理与新兴技术国际研讨会”会期一

天半，第一天下午至第二天全天。 

第一天（5月 18日） 

1、主论坛日程 

论坛主题：数字化一带一路的国际环境与产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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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时间：2019年 5月 18日（周六）9：00—17：10  

论坛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二层新闻发布厅 

论坛规模：1000人 

论坛日程： 

9：00-9：10 主持人开场并介绍重要嘉宾 

徐  愈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执委 

9：10-9：40 嘉宾致辞： 

王钦敏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顾问、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

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 

功·塔帕朗西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友好协会会长 

浙江省政府领导 

杭州市萧山区政府领导 

9：40-10：10 主题发言：“数字化一带一路”新发展阶段的挑战与

机遇 

邬贺铨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

协会理事长 

10：10-10：30主题发言：  

马晓利（Massimo Bagnasco）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 

10：30-10：50主题发言：一带一路背景下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 

肖  风  中国万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8903067923275713&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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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00  茶歇 

11：00-11：15《数字化一带一路》报告发布 

姜齐平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

心秘书长 

11：15-11：30主题发言： 

张  克 信永中和集团董事局主席 

11：30-11：45主题发言：“数字化一带一路”的商业机会 

田溯宁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执委、宽带资本董事长 

11：45-12：00  主题发言：企业国际化成功经验分享 

陈东海 印度尼西亚海缆运营商 SEAX执行董事兼 CEO 

12：00-12：3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对话 

对话主持人：陈煜波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清华大学经管学

院副院长 

对话嘉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馆官员 

12：30 会议结束 

 

12：30-13：30 午餐 

 

13：30 会议开始 

主持人：肖 风 中国万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13：30-13：40 主持人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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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14：10 主题演讲： 

杨学山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工业信息化部原副

部长 

14：10-14：30 主题演讲： 

Latif Ladid 全球 IPv6论坛主席 

14：30-14：50 主题演讲：5G 与数字化一带一路 

李正茂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

组成员、副总裁 

14：50-15：10 主题演讲：一带一路带来南南合作的新商机 

吴  忠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主席兼总干事 

15：10-15：40  圆桌对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发展机会 

对话主持人：武雅斌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 

对话嘉宾： 

Jelena Jovanovic 塞尔维亚工商会国际经济关系主任 

刘 东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主

任 

林家礼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马博策（Borchert Markus）  诺基亚大中国区总裁、兼上海诺基 

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CEO 

15：40-15：55 主题演讲：5G 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葛  颀 GSMA大中华区战略合作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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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16：10 主题演讲： 

李瑞成  SAP全球高级副总裁、SAP中国研究院院长 

16：10-16：25 主题演讲： 

Magnus Ewerbring 爱立信集团亚太区首席技术官  

16：25-16：40 主题演讲：数字化一带一路的国际环境与产业机会 

赵文功 Dassault Systemes 中国区首席技术官 

16：40-16：55 主题演讲： 

博世集团 

16：55-17：10 主题演讲： 

华为公司 

17：10  结束 

 

 

 

 

 

 

 

 

 

 

 



6 
 

2、平行论坛日程 

平行论坛：数字化一带一路之智能制造 

论坛规模：200人 

论坛背景： 

制造业与信息业融合发展，通过数字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规划、

调度，实时高效进行供应链管理，开展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智能制造

的产业服务未来空间可期，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合作范

围也更广阔，出海服务正当其时。 

论坛议题 

1）中国智能制造企业国际化经验分享 

2）智能制造服务模式与未来趋势 

3）国外智能制造相关企业经验分享 

13：30-13：35 主持人开场 

（拟）主持人：祝守宇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航天云网科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13：35-13：50 致辞： 

毛光烈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顾问、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

会主任、浙江省人工智能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13：50-14：10 主题演讲： 

杨德斌  数睿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原资讯科技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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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30 主题演讲： 

黄志明  美国霍尼韦尔公司中国区副总裁  

14：30-14：50 主题演讲： 

丁少杰  AspenTech 大中华区总经理 

14：50-15：10 主题演讲： 

SAP公司 

15：10-15：30 主题演讲： 

郎  燕  PTC公司中国区发展战略总监 

15：30-15：50 主题演讲： 

华为公司 

15：50-16：10 主题演讲： 

万向集团公司 

16：10-16：30 主题演讲： 

富通集团 

16：30-16：50 主题演讲： 

和利时集团 

16：50-17：10 主题演讲： 

浙江均胜集团 

17：10-17：30 主题演讲： 

宏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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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数字化一带一路之数字服务 

论坛规模：200人 

论坛背景： 

“一带一路”的政策驱动，带动着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转型，

建设 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国家经济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

通过推进数字经济的建设合作，不同国家在众多领域的合作中，实现

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然而尽管

每个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中国出海企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却

十分相似：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网络安全风险高、网络空间话语权弱、

数字化生产力不高、数字人才缺乏等等。 

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巨大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国内企业

如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方面的先进技术，通过实现数字化

转型和产业融合，更好把握出海商机，获取更大成功，成为重要议题。 

论坛议题： 

1）中国企业数字服务出海的现状 

2）产业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出海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3）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成功之案例分享 

4）出海企业如何做好跨境数据治理 

论坛日程： 

13：30-13：40 主持人开场 

主持人：陈煜波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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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13：40-14：00 致辞 

吴君青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

厅长 

14：00-14：20 主题演讲： 

祁国晟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北京国双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 CEO 

14：20-14：40 主题演讲： 

王继业  国家电网信息管理部总经理 

14：40-15：00 主题演讲： 

程志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5：00-15：20 主题演讲： 

宋雨伦  中国联通集团全资子公司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 CTO 

15：20-15：40 主题演讲： 

小米公司 

15：40-16：00 主题演讲： 

京东集团 

16：00-16：20 主题演讲： 

网龙网络公司 

16：20-16：40 主题演讲： 

16：40-17：00 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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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兴技术与数据治理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数据治理委

员会数据治理论坛第三期日程 

会议主题：新兴技术与数据治理 

会议时间：2019年5月18日下午、19日全天 

会议规模：200人 

主 持 人： 

18日下午：吴沈括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数据

治理委员会主任 

19日上午：孙立林 矩阵元创始人兼CEO 

19日下午：邹传伟 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 

5 月 18日下午 14：00—17：50 

主持人：吴沈括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数据治

理委员会主任 

14:00-14:05  主持人开场  

14：05-14：15 致辞 

Michael Dowling, University of Regensburg 

14:15-15:55  主题演讲：数字化时代的数据治理挑战  

 隐私计算时代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治理 

沈昌祥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球范围内对数据隐私保护的相关立法和发展趋势 

Mr. Larry Maybee Deputy Head, ICRC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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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ion for East Asia（国际红十字） 

   Neil Walsh 联合国全球网络犯罪主管 

 数字化时代的隐私保护问题 

黄继儿  香港数据保护机关主席 

15：55—16：10 茶歇 

16：10—17：40 主题演讲：全球化时代的数据治理转型  

 建造数据经济：数据主权、隐私和安全的法律问题 

Alexander Duisberg, Bird & Bird（鸿鹄律师事务所） 

 用工业 4.0创造客户价值：德国中小企业的商业模式 

Roland Helm, University of Regensburg（雷根斯堡大

学） 

 莱布尼茨视角下的超算中心 

Dieter.Kranzlmueller University of Munich（慕尼黑大

学） 

 全球企业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的合规性实践案例分享 

Andreas Rebetzky, Member of presidium VOICE e.V. 

Managing Partner Digibridge GmbH 

 欧盟数据保护规则（GDPR） 

Patrick Dahse, Natuvion 

17：40—17：50  主持人总结 

5 月 19日 上午 9：00—12：10 

主持人：孙立林  矩阵元创始人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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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05  主持人开场  

9:05-10:25  主题演讲：新数据治理模式-区块链  

 区块链在数字化时代的作用 

 分布式经济与数据隐私 

 数字经济中加强数据治理的隐私保护技术 

林国恩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区块链促进数据流动 

10：25—10：40 茶歇 

10：40—12：10 主题演讲：新数据治理模式-隐私计算 

 安全多方计算带来全新的数据协同和计算方式 

 密码学技术的发展推动数据治理模式的变革 

何德彪 武汉大学教授 

 零知识证明与安全多方计算及其应用 

邓  燚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12：30-13：30 午餐 

5 月 19日 下午 14：00—17：00 

主持人：邹传伟 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 

14:00-14:05  主持人开场  

14:05-15:25  主题演讲：新数据治理模式-行业应用 

 打破数据归集的传统征信模式，数据价值最大化 

郝作成  滴滴政策法规研究院创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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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机构间的医疗数据共享和协同计算  

 社交网络下的数据主权和数据共享 

 以数据治理方法提升教育数据质量 

15：25—15：40 茶歇 

15：40—17：00 主题演讲  

 金融行业数据治理与安全防护解决方案 

 当数据治理遇上人工智能 

 电商数据应用案例 

张 腾  美团法律政策研究院院长 

 数据库安全在大时代的重要性 

杜跃进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安全官 

17：00—17：10 主持人总结 

http://www.baidu.com/link?url=ZgcbsGRI1sUafEg8Bq3B13iSFvzckC0Kda44fdKcYUZaxmPFrMpIUQErM3RDzfmzJrPJKgXYekefZ9HV8XqAUK
http://www.baidu.com/link?url=Ei0KsuuQCcOhcaS_SHYaa1MU_-M7rYCh9No0Z2CaKJ0wh4_UTPdEWcpK3IXAo2LVg2wXQxUUIqW0Qstm5bCJ1Lr8IZ_CzNQ7KN8cmXzayQ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