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跨媒体技术展
同期论坛活动一览表
* 本日程为拟定日程，最终日程以演讲当日实际发生为准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6 月 13 日

9:00-12:00

主旨论坛 - 全球下一代广电业新业态
发展

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 欢厅

6 月 13 日

14:00-18:00

一、主旨论坛（2）

主旨论坛 - 全球电影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 欢厅

二、核心论坛（4）

6 月 14 日

6 月 14 日

9:00-12:00

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论坛

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 欢厅 -1 号厅

14:00-17:00

创新科技与泛娱乐生态峰会

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 欢厅 -1 号厅

9:00-12:00

NGB-W 联盟成立暨产业发展论坛

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 欢厅 -2 号厅

14:00-18:30

有线运营商国际研讨会 - 广电物联网
与智慧家庭

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 欢厅 -2 号厅

三、特色论坛（3)
6 月 14 日

14:00-17:30

白玉兰技术分论坛 - 创新产品应用案
例分享

新国际博览中心

6 月 13 日

13:00-17:00

第 30 届华东电视技术学术论坛

喜来登酒店

6 月 13 日

9:00-17:30

量子云影视云计算与大数据专题论坛

新国际博览中心

6 月 13 日

14:00-17:30

FOBTV- 全球未来广播电视发展论坛

新国际博览中心

6 月 15 日

9:00-12:00

炫魔方数字内容创意大师 -VR/AR

新国际博览中心

四、国际研讨会 (2)

2017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跨媒体技术展
主旨论坛议程
场地：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 欢厅
时间

内容

演讲者
2017 年 6 月 13 日 上午
主题：全球下一代广电业的新业态发展与未来（拟）
主持：待定

9:00

2017 NAB Show Shanghai 主旨论坛开始

9:00-9:05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总工程师 王效杰致辞

9:05-9:10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副局长 王玮致辞

9:10-9:25

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 首席财务官 乔伊 • 韦斯特罗
代表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开场发言

09:25-09:55

（拟）

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尤肖虎教授

09:55-10:25

下一代智能化广电系统的发展（拟）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丁文华

10:25-10:55

下一代高质量影视制作的解决方案

索尼专业系统集团中国区 CEO 井手司治

10:55-11:25

下一代融合媒体基础设施的构建

SMPTE 主席 马修戈德曼

11:25-11:55

影视技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杜比全球学院负责人 康戈澜

下午 主旨论坛 - 全球电影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主持（待定）
14:00-14:45

《血战钢锯岭》幕后剪辑

2017 年奥斯卡最佳剪辑师
John Gilbert

14:45-15:30

如何教授学生运用创新科技讲好电影故事

国际电影学院院长

15:30-16:15

《血战钢锯岭》的创意构思

血战钢锯岭 编剧
Robert Schenkkan

16:15-17:00

中国电影教育应该如何引导学生讲好电影故事

陈凯歌（拟）

17:00-17:45

从后期视效 / 音效角度，如何通过视效达到导演及
创意人员的初衷

《血战钢锯岭》 视效总监 Chris Godfrey

2017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跨媒体技术展
核心论坛议程
场地：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 欢厅 -1 号厅
时间

内容

演讲者
2017 年 6 月 14 日上午
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论坛 - 全球广电智能化（拟）
主持：上海广播电视台技术总监汪建强（拟）

09:00-09:05

领导致辞：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副局长 王玮

09:05-09:30

智能应用环境下，广电 IP 化如何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科技委 副主任 杜百川

09:30-09:55

待定

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
研发实验室
高级副总裁

09: 55-10:15

智能化广电系统的建设

上海广播电视台
技术总监 汪建强

10:15-10:35

观众粘合战略，跨平台数字视频制作以及收入模式

BBC/ABC 电 视 台 数 字 媒 体 副 总 裁 Chris
Thomes

10:35-10:55

智能环境下，IP 媒体的解决方案

松下

10:55-11:10

待定

红云

11:10-11:25

凤凰云祥

11:25-11:40

新奥特

11:40-12:00

从黑白到互动，华盛顿邮报是如何通过视频改变自己

华盛顿邮报 视频部高级副总
Phoebe Cornelly

备选

流媒体的高质量解决方案

IBM Aspera 创始人与 CEO
Michelle Munson

下午：创新科技与泛娱乐生态峰会
主持（待定）
14:00-14:20

待定

咪咕视讯 CEO 王斌
漫威互动数字媒体总经理
Peter Philip

14:20-14:50
14:50-15:00

休息

15:00-15:30

人工智能对于泛娱乐生态系统的影响

谷歌 /Facebook

15:30-16:00

内容升级：“从独播到独特”

芒果 TV 副总裁 成洪荣

16:00-16:30

互联网电影 / 电视剧的制作与全球网络 / 手机端发行

狮门数字发行高级副总
Thomas Huge

16:30-17:00

VR 在数字平台的发布

Discovery Nathan Brown

17:00-17:30

构建游戏生态圈

东方明珠新媒体 游戏发行 苏文斌

17:30-18:00

企业代表

16:40-17:00

企业代表

场地：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 欢厅 -2 号厅
时间

主题

演讲者
6 月 14 日上午 NGB-W 联盟成立仪式暨发展论坛
主持（待定）

09:00-09:10

广电总局领导致辞

09:10-09:20

上海市经信委主任 陈明波发言

09:20-09:40

NGB-W 背景、当前进展和未来发展

NGB-W 工作组组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
工程师王联工程师王联

09:40-10:00

全国移动多媒体交互广播电视网布局规划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曾庆军

10:00-10:20

上海广电 NGB-W 生态体系及应用落地

上海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戴
懿贺

10:20-10:40

人工智能助力娱乐 + 媒体入口新生态

阿里云

10:40-11:00

NGB-W 助力广电新业务拓展

华为企业无线副总经理 刘晔

11:00-11:20

NGB-W 技术产业现状与发展

中兴通讯新业务市场总监 丁子阳

11:20-11:40

NGB-W 技术演进的机遇与挑战

富士康 FG 次集团物联网全球销售总监 吴仁杰

6 月 14 日 下午 广电智能终端产业联盟国际研讨会
主题：广电物联网与智慧家庭
主持人：广电智能终端产业联盟 会长 刘九评
14:00-14:20

东方有线物联网解决方案进展汇报

广电智能终端产业联盟
会长 刘九评

14:20-14:50

Lora 还是 NB-IoT，全球最大的有线运营商 Comcast 的
选择

Comcast 创 新 实 验 室 副 总 经 理 Will
McMaster

14:50-15:20

如何通过 Zigbee 协议实现智慧安防与智慧灯光的业务？

Charter Communication
&Time Warner Cable

15:20-15:50

NGB 特征与智慧家庭业务的天然联系

江苏下一代广电网物联网研究中心

15:50-16:20

如何保障在主流物联协议下的通信安全？

AT&T Digital Life

16:20-16:50

基于广电 DVB+OTT 下的智慧家庭生态搭建

Zigbee 联盟代表

16:50-17:20

美国数字电视标准 ATSC3.0 最新进展

NAB 研发实验室高级副总裁

17:20-17:50

通过认知分析提高个性化内容的消费体验 / 其他

IBM 大数据分析全球总监
王晓梅

17:50-18:20

借力 NGB-W，实现广电物联网与智慧家庭业务的发展

华为 / 圆桌论坛：东方有线、国网公司、江
苏有线、浙江华数等

2017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跨媒体技术展
国际研讨会安排
时间

内容

演讲者
6 月 13 日 下午 全球未来广播电视发展技术研讨
主持人：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首席科学家 张文军

14:00-14:30

中广联培训班开班仪式

14:30-15:00

美国新一代数字电视发展规划及趋势

15:00-15:30

韩国超高清产业发展规划与趋势

首尔广播公司超高清计划总监 Sammo Cho

15:30-16:00

日本未来广播电视产业发展规划及趋势

松下前首席技术官 Norio Sakamoto

16:00-16:30

全球未来广播电视合作研究计划及介绍

16:30-17:00

下一代主流编解码技术

托尼 • 费德勒（Fraunhofer IIS 中国地区代表）

企业代表

超高清产业链优势芯片企业

企业代表

超高清产业链优势芯片企业

企业代表

超高清产业链有事芯片企业

美国明珠广播电视台台长
梅瑞林 • 维斯

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首席科学家 张文军

6 月 15 日 炫魔方数字内容创意大师 VR/AR 培训
9:00-10:30

互动 VR 内容的制作

10:30-10:45

休息
虚拟现实的影院叙事方式

10:45-12:00

Masterclass on Cinematic Storytelling in VR

13:30-15:00

增强现实内容的最好设计方案

《La Peri》首席创意官

P i e r re Z a n d ro w i c z , O k i o , D i re c to r of
《i-Philip》
Meron Gribertz, Meta
Nokia oZ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