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C2017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议程
日期：11月15日 星期三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主持人：
王联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工程师
时间
9:00-9:10
9:10-9:20

内容
领导致开幕词

演讲人
张海涛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会长

寿剑刚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局长

9:20-10:00

2016年广播电影电视科技创新奖颁奖典礼

10:00-10:10

China DRM和FOX签约仪式

10:10-10:20

广科院和浙江传媒学院签约仪式

10:20-10:50

主题发言

王效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总工程师

10:50-11:20

主题发言

丁文华

中国工程院 院士

11:20-11:50

主题发言

杜百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委 副主任

11:50-12:20

主题发言

曾庆军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午餐

12:20-13:30
主持人：
赵志峰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副秘书长
13:30-13:50

ICTC2017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

13:50-14:15

媒体融合下的技术体系探索

14:15-14:40

Content Delivery Services for Multiple
Devices and Networks in Japan

Satoshi Miyaji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分局（ITU-T） SG9 主席

14:40-15:05

The Near Future

Chris Lammers

美国有线实验室（CableLabs）首席运营官

王联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会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总工程师

15:05-15:30

MPEG-H: Immersive and Interactive Audio for
Digital TV Broadcast and IP Delivery

15:30-15:55

新理念，新机遇
----新技术条件下寻求广电发展的新模式

15:55-16:20

网络转型期的广电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16:20-16:45

TVOS助力大屏新经济

16:45-17:10

践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助力新型智慧城市

Toni Fiedler

德国Fraunhofer IIS音频及媒体技术部门 亚太地区代表

王剑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企业业务BG广电媒资业务部 副部长

凌江

思科中国广电事业部CTO

王志国

创维集团副总裁酷开公司 董事长

吴军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智慧广电与安全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6日 星期四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1
主持人：
谌颖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技术部规划处 副处长
时间

内容

9:00-9:05

领导致辞

杜百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委 副主任

9:05-9:30

三个着眼，努力推进智慧广电创新发展

曾庆军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9:30-9:55

智慧广电在社区的应用与实践

刘九评

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总经理

9:55-10:20

智慧广电利器-广电金卡

聂明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规划院有线所 副所长

10:20-10:45

新ICT，开启智慧城市美好未来

杨立志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总监

10:45-11:10

G20播出保障

周宏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裁

11:10-11:35

云时代下的高速智能光网

郝军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 总经理

11:35-12:00

有线无线卫星融合网业务应用

王叶青

上海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午餐

12:00-13:30
主持人：张瑞芝

演讲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副总工程师

13:30-13:40

领导致辞

13:40-14:10

安全播出是永恒的任务

14:10-14:40

多维度数据分析在融合媒体云安全体系中的应用

孙苏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 副司长

徐军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沈传宝

中新网络信息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4:40-15:10

万物互联，情报先行
---基于威胁情报的物联网威胁检测系统

汤旭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高级安全专家

15:10-15:40

从中华云建设实践引发的云安全思考

吴敏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高工

15:40-16:10

广电行业“融合安全，立体防御”信息安全建设思路

曾志峰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安全专家

16:10-16:40

基于数据驱动的媒体融合安全防护思路

陈隆沛

360企业安全集团广电媒体行业 技术总监

16:40-17:10

多网融合环境下的网络安全思考

王跃武

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岗位教授、副研究员

媒体融合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6日 星期四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2
主持人：顾建国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 副台长/副总经理
时间

内容

9:00-9:10

领导致辞

9:10-9:35

“中华云”探索实践中的思考

9:35-10:05

AWS媒体行业云生态及主要应用案例

10:05-10:35

用户·数据·内容

10:35-11:05

演讲人
丁文华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吴敏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马俊强（Matthew Ma）

亚马逊云（AWS）北亚区 总经理

舒文琦

北京新奥特云视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愿景到实现，从云计算到雾计算

黄斌

腾讯云视频业务 产品总监

11:05-11:35

云服务助力中央厨房的建设

毛烨

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1:35-12:05

融合媒体 智慧先行
——中国蓝云平台架构解析

林聪

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区 技术总监
午餐

12:05-14:00
14:00-14:30

华数传媒媒体融合发展

乔小燕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

14:30-15:00

支持超高清的下一代IP化广播电视系统应用

李丞驰

思科中国广电事业部 技术总监

15:00-15:30

多态媒体云助力广电融合媒体大发展

陈寒

新华三广电系统部 总工程师

15:30-16:00

广电媒体融合的新实践

杨勇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副总裁

16:00-16:30

媒体融合时代，如何提升核心竞争力？

帅富元

北京视达科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6:30-17:00

互联互通,多元融合
—— “全网视”助力广电业务融合

胡冰

中广电传媒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广电无线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6日 星期四
地点：黄龙饭店 珍珠厅
主持人：刘骏 广电总局规划院无线研究所 副所长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09:00-09:10

领导致辞

09:10-09:40

广电无线媒体融合发展路径

09:40-10:10

互联互通平台与移动交互多媒体广播

10:10-10:40

广播电视无线频率规划

10:40-11:10

国际无线广播新标准关键技术介绍

11:10-11:40

底部绝缘中波天线与调频天线共塔发射

11:40-12:10

数据引擎驱动广电大数据运营

12:10-13:30

午餐

13:30-14:00

面向未来的广电无线网络

丁子阳 中兴通讯 新业务市场总监

14:00-14:30

推动广电无线网络智能化大数据应用

向火荣 诺基亚贝尔 高级方案经理

14:30-15:00

广电低功耗广域物联网应用前景和创新

15:00-15:30

雪亮工程解决方案

乔三军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5:30-16:00

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打造社区大脑

戴懿贺 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6:00-16:30

WiCast网络节点体系与应用

陈立德 上海佰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16:30-17:00

物联网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

徐海

王效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总工程师
王联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总工程师

曾庆军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雷雷 广电总局规划院无线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管云峰 国家数字电视工程研究中心 总经理
陈燕武 北京中天鸿大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戴泰来 阿里云上海政企事业部 总监

邓嘉麟 富士康科技集团FG次集团 特别顾问

利尔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第一届TVOS应用创新开发大赛议程
日期：11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3
时间

内容

8:50-8:55

领导致辞

8:55-9:00

主持人介绍专家评委和决赛规则

9:00-11:30

参赛团队上台演示项目

11:30-11:40

评委打分，现场互动抽奖

11:40-11:45

领导总结讲话

11:45-12:00

宣布比赛结果和颁奖合影

演讲人
孙苏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盛志凡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总工程师
中国TVOS工作组 组长

TVOS与智能电视终端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6日 星期四 下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3
主持人：解伟
时间

广科院电视所 所长
内容

演讲人
国网与河南有线签约仪式

14:00-14:10

刘九评

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总经理
广电智能终端产业联盟 轮值会长

刘进

中国广电终端公司 筹备组负责人

王永生

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盛志凡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总工程师
中国TVOS工作组 组长

《芯片高效支持智能操作系统TVOS及其发展》

林东海

兆芯ARM 业务发展总监

15:35-15:50

《基于TVOS的安全管理平台》

孙喜庆

北京永新视博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5:50-16:05

《智能终端助力广电媒体融合》

张卫

浙江浩渺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

14:10-14:20

欢迎辞

14:20-14:40

《智能时代下的视频终端》

14:40-15:00

《甘肃广电基于TVOS2.0下的业态应用及发展 》

15:00-15:20

《 TVOS工作进展报告》

15:20-15:35

16:05-17:30

TVOS智能电视终端产业化推进讨论会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公司与广电智能终端产业联盟联合举办）

广电宽带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3
主持人：聂明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有线所 副所长

时间

内容

9:00-9:25

广电双向运营之“道”

9:25-9:50

面向超大带宽的IPON万兆全业务网络和技术

李力

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顾问

9:50-10:15

如何平滑迁移到DOCSIS 3.1

周强

Arris G澳际系统架构师、博士

10:15-10:40

演讲人
陆忠强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裁

应“势”构建智融网络，顺“势”联接广电未来 曹凌

10:40-11:05

C-Docsis2.0标准规划思路

11:05-11:30

MoCA 2.5G接入网-实现广电同轴千兆宽带接入

11:30-11:55

江苏有线宽带发展与Hinoc试点情况

徐江山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电行业解决方案经理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Mark Jiang
许如钢

迈凌（上海）微电子有限公司亚太地区 销售总裁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广电工程与运维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7日 星期五 下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3
主持人：唐文伟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时间

内容

13:30-13:55

FTTH接入网工程建设探讨

刘昕

北京歌华有线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13:55-14:20

基于DOCSIS3.1的千兆接入网络规划建设与智能运维

尹攀

太平洋宽频带通讯公司（PBN）产品经理

14:20-14:45

统一标准，分级管理——江苏有线工程三级管理介绍

张明龙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
业务主管

14:45-15:10

基于MoCA + Wi-Fi技术构建智能家庭网

15:10-15:35

演讲人

张见

着力农村板块，快速网络覆盖-多彩贵州广电云‘村村 胡进
通’‘户户用’工程介绍

凌云天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规划建设部 经理

15:35-16:00

接入网网络优化探讨

金亮

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经理

16:00-16:25

广电网络高效运维的探索和实践

雷振

深圳市天威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6:25-17:25

讨论交流

超高清电视与版权保护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2
主持人：田忠 中国广播影视数字版权管理论坛 副主席
时间

内容

9:00-9:20

我国HDR标准制定工作进展

9:20-9:50

国际HDR与内容保护发展趋势

9:50-10:10

ChinaDRM生态体系建设

演讲人
郭晓强

广播科学研究院电视技术研究所 副所长

Ian Harvy

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 高级副总裁

郭沛宇

广播科学研究院 所长

休息

10:10-10:20
10:20-10:45

DRM技术展望-区块链与内容保护

洪钧

北京永新视博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

10:45-11:10

打造高价值内容健康流通生态

谢勇

爱迪德 总经理

11:10-11:35

在消费者设备上实施和部署ChinaDRM解决方案

卢旻盛

Trustonic大中国区 销售副总裁

11:35-12:00

密码云服务与ChinaDRM

李国

北京江南天安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CTO

智慧家庭与智慧城市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7日 星期五 下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2
主持人：赵志峰

浙江省数字家庭产业与应用促进会秘书长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3:40

领导致辞

魏振华

浙江省经信委电子信息行业管理办公室 主任

13:40-14:05

人工智能和智慧社会

杜百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委 副主任

14:05-14:30

智慧健康养老政策解读

吴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研究所 处长

14:30-15:00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实践与思考

杨春立

赛迪智库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程朴

北京华易智美城镇规划研究院
广州奥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规划高级工程师、博士

毋宗良

凌云天博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15:30

多规合一：智慧城市规划的基石

15:30-16:00

基于MoCA+Wi-Fi技术构建智能家庭网

16:00-17:00

浙江省数字家庭产业与应用促进会圆桌论坛

广电公共服务与应急广播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1

主持人：李晓鸣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信息技术研究所 副所长
时间

内容

9:00-9:30

我国应急广播技术体系

9:30-10:00

智慧广播，应急服务

10:00-10:30

浙江省应急广播发布与监管

10:30-10:50

应急广播标准规范及技术工作进展

10:50-11:20

应急广播在广电建设的思路分享

11:20-11:50

应急广播系统的技术发展趋势

演讲人
孙苏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 副司长

李翔

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公共服务处 处长

方土富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监测中心 副主任

李晓鸣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信息技术研究所 副所长

赵镜平

数码视讯科技集团应急广播事业部 副总经理

赵震

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产学研用融合创新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7日 星期五 下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1
主持人：张解放

浙江传媒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院长、教授

时间

内容

13:00-13:30

融合媒体技术展望与思考

13:30-14:00

媒体融合的广电方案

14:00-14:30

艺术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实践

14:30-15:00

融媒体时代的数据新闻与可视化传播

沈浩

中国传媒大学 教授

15:00-15:30

5G技术与媒体产教融合模式创新

田锦

金陵科技学院网络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15:30-16:00

媒体产学研用生态系统构建与教学实践

16:00-17:00

演讲人
施玉海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互联网视听
技术研究所 所长、教授级高工
杨勇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裁

胡惠君 中国美术学院 教授

胡一梁 浙江传媒学院大学生创新中心 总工、教授级高工

校企合作与协同育人对话

广电市场营销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7日 星期五
地点：黄龙饭店 珍珠厅
主持人：李文敏 华数传媒全国市场推广部 总经理
时间

内容

9:00-9:10

致欢迎词

9:10-9:35

演讲人
乔小燕

华数传媒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

JUST FOR FUN
——以用户为核心驱动的运营体系

陈虹

华数传媒互动电视事业部 副总监
兼互动电视运营部 总经理

9:35-10:00

助力“智慧神农”，华数融合视频平台在路上

沈涛

华数传媒互动电视技术部 总经理

10:00-10:25

“去糟粕，见精华”
华数市场运营解决方案助力广电运营商

丁汀

华数传媒全国营销运营中心 副总监
兼全国运营服务部 总经理

10:25-10:40

华数宽带服务产品的“速度与激情”

郑晓东

华数传媒平台运维部 副总经理
兼云宽带技术部 经理

10:40-10:45

签约仪式

10:45-10:50

合作伙伴联合发布仪式

华数内容、平台、技术合作伙伴代表

10:50-11:00

集客案例大赛颁奖仪式

全国十家广电网络公司获奖代表

11:00-11:40

圆桌论坛
对话主题：有线网的新征程

主持人：曾会明
对话嘉宾：待定
午餐&休息

11:40-13:30
13:30-13:45

南昌广电与华数传媒战略合作

广电集客业务的“村”天可以复制
——智慧城市美丽家园项目

王凯旋

福建广电网络漳州分公司集客部 经理

13:45-14:00

抓住碎片化时间的集客商机
——智能化公交电子站牌项目

14:00-14:15

用实力赢得省委副书记的信任
——乡镇四个平台项目

赵玉军

云南广电网络大理分公司
市场经营管理部 副经理

王建丰

中广有线柯桥分公司网络管理部 经理

抽奖

14:15-14:25
14:25-14:40

做这个业务可有59%的利润率
——阳光厨房项目

14:40-14:55
14:55-15:10

姜韬

山东广电网络潍坊分公司集客部 副经理

营销管理：保用户、增收益、提效率

曾会明

中广格兰 董事长

如何从运营商环伺中虎口夺食
——电信普遍服务项目

雷远红

湖北广电网络集团客户部 总监

抽奖

15:10-15:20
15:20-15:35

改变中国住房生态格局的物联网+项目
——住房智慧系统解决方案

李敏妍

广东广电网络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副总经理

15:35-15:50

互联网+，让党建节目覆盖千万用户
——河南省“共产党员”电视点播栏目

胡华国

河南有线集团集客事业部 总经理

15:50-16:10

绿水青山就是广电的金山银山
——智慧全域旅游项目

栗瑞玲

河北广电正定分公司 总经理

16:10-16:20

抽奖&结束

“智慧乡镇”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月18日 星期六
地点：乌镇
主持人：沈子强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裁
时间

内容

10:00-10:10

致开幕词

潘敏芳

桐乡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10:10-10:40

融入互联、智慧引领
桐乡华数借“网”发力 华丽转型“战”市场

徐金坤

桐乡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40-11:00

乡镇文化建设

詹成大

浙江传媒学院 副校长、教授

11:00-11:20

基于广电“新媒体”的智慧社区（乡村）建设

汪国彬

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责任有限公司
领导行业事业部 总监

11:20-11:40

“广电+智慧乡镇”初探

胡毓铭

江苏有线无锡分公司

11:40-12:00

“华数小邑”社区服务云平台
——慧生活 惠家园

林文兵

浙江物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12:00-14:00

演讲人

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