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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B Show GIX-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主旨论坛
6 月 13 日

9:00-12:00

全球下一代广电业新业态发展

浦东：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3F 欢
厅 1 号厅（浦东新区梅花路 1108 号）

6 月 13 日

14:00-18:00

全球电影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浦东：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3F 欢
厅 1 号厅（浦东新区梅花路 1108 号）

NAB Show GIX-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全球研讨会
6 月 13 日

14:00-17:00

全球未来广播电视国际研讨会
-通向未来电视的全球之路

浦东：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3F 欢
厅-2 号厅（浦东新区梅花路 1108 号）

第 23 届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论坛
6 月 14 日

9:00-12:00

全球广电智能化

浦东：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3F 欢
厅 1 号厅（浦东新区梅花路 1108 号）

14:00-17:00

广电科技创新与智能互动应用
案例分享

浦东：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3F 欢
厅 1 号厅（浦东新区梅花路 1108 号）

NAB Show GIX-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专题论坛
6 月 14 日

9:00-12:00

NGB-W 产业发展论坛

浦东：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3F 欢
厅 2 号厅（浦东新区梅花路 1108 号）

14:00-18:00

第 2 届有线运营商国际研讨会
广电物联网与智慧家居

浦东：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 3F 欢
厅-2 号厅（浦东新区梅花路 1108 号）

NAB Show GIX-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专题论坛
6 月 14 日

9:00-12:00

创新科技与泛娱乐生态峰会

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E7 馆
现场论坛（龙阳路 2345 号）

14:00-17:30

硅谷-上海-好莱坞峰会

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E7 馆
现场论坛（龙阳路 2345 号）

NGB 科技创新与发展培训班（上海）
6 月 15 日

9:00-15:00

全球下一代广电新业态、新技
术深入学习

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E7 馆
现场论坛（龙阳路 2345 号）

第 11 届华协体发展峰会开放论坛
6 月 13 日

15:10-18:10

“深度融合 创新发展”开放
论 坛 （ 苏 州 台 & 华 协 体 &NAB
Show Shanghai 联合主办）

浦西：大宁福朋喜来登酒店 7F（共
和新路 1928 号，大宁商业区）

NAB Show GIX-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专题论坛
6 月 13 日
-15 日

9:00-17:30

量子云影视云计算与大数据专
题论坛

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E7 馆
（龙阳路 23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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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内容
演讲者
2017 年 6 月 13 日 上午
2017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跨媒体技术展开幕式
9:00
2017 NAB Show Shanghai 主旨论坛开始
09:00-09:10 领导致辞
09:1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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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
主题：全球下一代广电业的新业态发展与未来
地点：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欢厅 I
09:30-10:00 未来网络的发展趋势与前景
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韵洁
10:00-10:30 下一代智能化广电系统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丁文华
10:30-11:00

Beyond Definition-全面的 HDR 解
决方案
广电业向 IT 基础设施的迁移
影视技术过去、现在与未来

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总裁
井手司治
11:00-11:30
SMPTE 主席 马修·戈德曼
11:30-12:00
杜比全球学院负责人 康戈
澜
2017 年 6 月 13 日 下午
主旨论坛-全球电影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联合主办方：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电影特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地点：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欢厅 1
14:00-14:30 中国电影教育应该如何引导学生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院
运用先进影视科技讲好电影故事
长、著名导演 陈凯歌
14:30-15:00 新技术和故事：电影学院的学生需 南 加 州 大 学 电 影 学 院 院 长
要知道些什么？
Elizabeth Monk Daley
15:00-16:00 圆桌对话 主题：电影人才教育如何运用先进电影科技更好接轨
电影产业创新发展
发言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院长 著名导演 陈凯歌、南加
州大学电影学院院长 Elizabeth Monk Daley 等人
16:00-16:20 科技推动放映
科视中国区副总经理 裴健
16:20-16:50 电影制作的新兴趋势
澳 大 利 亚 Department Of
Post，运营部负责人,多项艾
美奖获得者 Katie Hinsen
16:50-17:20 后期视效的最佳案例分享
好莱坞数字特效合成大师，
SMPTE 科 达 教 育 奖 获 得 者
Steve Wright
17:20-17:50 视效如何达到导演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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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B Show GIX-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全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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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联合主办方：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未来媒体网络协同创新中心、全球未
来广播电视合作研究计划
主持人：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副总经理 王尧
地点：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欢厅 II
中广联培训班开班仪式
14:00-14:15
领导开班讲话
14:15-14:50

美国韦斯美林集团总裁
美 国 下 一 代 超 高 清 数 字 电 视 标 准 ATSC3.0 标准研究组联合组长
ATSC 3.0 的关键特征与相关新服务
S. 考 克 斯 高 级 顾 问 Merrill
Weiss

14:50-15:20

韩国 SBS 株式会社
韩国新一代超高清广播业务启动及
博士/超高清业务规划部经理
最新进展
Sammo Cho

15:20-15:50

日本 8K 超高清晰度电视广播最新进 日本 NHK 广播电视协会
展
系统工程部门高级经理
Takayuki Yamashita

15:50-16:20

上海交通大学未来媒体网络协
新一代数字电视及未来媒体网络 5G 同创新中心 数字电视国家工
时代
程研究中心技术副总监 何大
治

16:20-16:50

互联网+融合媒体网络创新应用

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融合媒体创新产品总监 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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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届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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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方：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荟展国际文化设
备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市电影电视技术学会
主持：上海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汪建强
地点：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欢厅 1
09:00-09:05 领导致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 副司长 孙苏川
09:05-09:10 领导致辞：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副局长 王玮
面向广电智能化的广电之路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09:10-09:35
科技委 副主任 杜百川
ATSC3.0 下的广电智能化
09:35-10:00

10:00-10:15
10:15-10:35

10:35-10:55

10:55-11:15
11:15-11:35
11:35-12:05

14:00-14:20
14:20-14:40

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
科技教育与外联副总
Skip Pizzi
SMG 广电智能化的战略布局和发 上海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上
展展望
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 汪建强
观众粘合战略，跨平台数字内容 索尼影视国际制作部门 副总
的收入模式
裁 Wendy Baxter
通过机器学习与认知分析提高个 IBM T.J. Watson 全球研究中
性化内容的消费体验与内容的自 心 高级研发科学家 Sambit
动生成
Sahu
IBM 全球大数据分析总监 王
晓梅
从黑白到互动，华盛顿邮报是如 华盛顿邮报 视频部高级副总
何通过视频改变自己
Phoebe Doris Connelly
北京红云融通技术有限公司
制播一体的互联网广电云
CEO 夏苇
Adobe Pro 视频：行业应用经验 资深制片人，Adobe 产品顾问
介绍及最佳案例分享
- 视频与后期 Jon Barrie
下午：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论坛
主题：广电科技创新与智能互动应用案例分享会
地点：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欢厅 I
融合所向 媒体所想
新奥特全媒体技术融合与发
展事业群 产品规划与设计
中心经理 白雪岩
融合媒体跨屏互动的技术实践
SMT 研发中心主任 张韬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平台·数据·运营
新奥特云视副总经理 舒文琦
从中央厨房模式看融合媒体的发 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
展
有限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 胡
益申
IP 化智慧型广播电视系统
安达斯集团专业音视频系统
集成部总经理 张闯
新时代的信息消费与信息生产
捷成世纪 Avid 事业部销售总
监 马铁岩
融合媒体之融慧贯通
索贝售前业务部经理 王维
新媒体 IP 信号调度分发系统
中视广信互联网业务部技术
总监 刘森
安全播出智能化管理
上海佰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经理 王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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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 Show GIX-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专题论坛
时间

内容
6 月 14 日上午 NGB-W 产业发展论坛

演讲者

联合主办：上海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09:00-09:10

地点：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欢厅 II
领导致辞

NGB-W 背景、当前进展和未来发 NGB-W 工作组组长、中国国际广播
展
电台总工程师王联
NGB－W 全国布局规划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副
09:40-10:00
总经理 曾庆军
上海广电 NGB-W 生态体系及应用 上海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10:00-10:20
落地
副总经理 戴懿贺
微软智能云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微软亚太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0:20-10:40
王枫
NGB-W 助力广电新业务拓展
华为企业无线副总经理
10:40-11:00
崔景龙
NGB-W 技术产业现状与发展
中兴通讯新业务市场总监 丁子
11:00-11:20
阳
低功耗广域物联网的应用创新和 富士康科技集团 FG 次集团特别顾
11:20-11:40
前景
问 刘兵
6 月 14 日 下午：有线运营商国际研讨会
主题：广电物联网与智慧家居
联合主办：广电智能终端产业联盟(ARITI)
主持：广电智能终端产业联盟轮值会长、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九评
地点：卓美亚喜玛拉雅大酒店欢厅 II
14:00-14:05 主题：欢迎辞
发言人：广电智能终端产业联盟轮值会长 刘九评
14:05-14:20 主题：领导致辞
14:20-14:50 国际电信联盟智慧家庭与物联 国际电信联盟物联网和智慧城市
网标准化活动
研究组副主席 桑梓勤博士
14:50-15:20 美国数字电视标准 ATSC3.0 与 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 科技教
物联网建设
育与外联副总 Skip Pizzi
15:20-15:50 智慧家居的核心价值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
经理 曾庆军
15:50-16:10 智慧家居工程与家庭网关部署
广东省网总经理 杨力
16:10-16:30 智慧家庭 空间进化
Zigbee 联 盟 董 事 会 成 员 物 联
Wulian 应用技术部总监 邓永潮
16:30-16:50 人工智能与智慧家庭解决方案
IBM 大中华区媒体和娱乐事业部行
业解决方案总监 唐文涛
16:50-18:00 对话
09:1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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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 Show GIX-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专题论坛
时间

9:00-9:25
9:25-10:05
10:05-10:25
10:25-10:45
10:45-11:05
11:05-11:20
11:20-11:35
11:35-11:50
11:50-12:15

14:00-14:15
14:15-14:30
14:30-14:45
14:45-15:00
15:00-15:15
15:15-15:30
15:30-15:45
15:45-16:00

内容
演讲者
6 月 14 日 上午：创新科技与泛娱乐生态峰会
论坛合作伙伴：上海张江发展战略研究院
地点：新国际博览中心 E7
为所有人制作的皮克斯动画-皮 皮克斯动画制作公司数码制
克斯 IP 的泛娱乐发布
作部总监 Cynthia Slavens
云上的媒体娱乐场景简介
亚马逊 AWS 解决方案架构师
黄鹏飞
大数据、机器学习以及以用户为 Aviv Arnons,WSC Sports
主的运动内容
DT 时代的融媒体大脑
阿里云传媒事业部总经理 汪
莹
互动 VR 内容的制作
Hadrien Lanvin, Innerspace
CEO，« La Péri »
沉浸式与互动式内容：跨媒体的 BOUNDLESSX CEO 鹍鹏
机遇与挑战
娱乐行业的对话式人工智能-现 开豆英语创始人及首席科学
状与发展障碍
家-多南·潘巴博士
美国 4K 节目与 4K 生态链
上海港聚 CEO 顾春林
全息沉浸式数字声音技术
费迪曼逊 副总经理、技术负
责人 徐真德
6 月 14 日下午：硅谷-上海-好莱坞峰会
主题：未来的媒体娱乐科技
论坛合作伙伴：维思集团
主持：维思集团 总裁 蒋志予
地点：新国际博览中心 E7
原来我也是天才
捷思国际文化交流 CEO 李玥
从云计算到分布式计算
CEO of NLabs Inc,Edgewater
投 资 公 司 顾 问 董 事 Allen
Salmasi
硅谷风投
Edgewater 投 资 公 司 合 伙 人
张哲
技术与产业、资本的跨境融合
跨境天使/硅航资本创始人
詹朋朋
大数据云时代的媒体娱乐
维思集团总裁 蒋志予
文创时代的中国创想工程——教 Pearl Wang
育和实践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教育改革与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
创新：哈佛的启示
副教授 鲍枫
迎接媒体动画的大众生产时代
皮影客创始人 胥克谦

硅谷中国人的过去、现在、未来 美国幸运星电影公司 CEO 张
慈
冲破壁垒，如何开发符合中国语 微像文化 首席执行官 张译
16:00-16:15
境的科幻电影
文
为爱发声：纪实拍摄与跨国公益 江苏卫视记者主持人/纪录片
16:15 -16:30
独立制作人/小马计划发起人
曹梦洁
RFID 使万物相联成为可能
上海智坤半导体有限公司董
16:30-16:45
事长 朱晓东博士
专业级低延迟全景光流立体视频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45-17:00
系统
系 温江涛教授
虚拟现实全景报导与智慧农业
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 韩宇
17:00-17:15
星 博士
艺术表达生命--自闭的力量
WABC 无障碍艺途创始人与 CEO
17:15-17:30
苗世明
16:00-16:15

NGB 科技创新与发展培训班（上海）
时间

内容
演讲者
6 月 15 日 全天
全球下一代广电新业态、新技术深入研讨会
主办：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承办：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0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4:00-15:00

地点：新国际博览中心 E7
下一代 NGB 技术创新与展望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委
副主任 杜百川
ATSC3.0 下的新业态与新科技
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科技
创新
教育副总裁,ATSC3.0 技术 3 组
副主席 斯格皮·皮兹
NGB 新业态创新
上海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戴懿贺
午餐
培训班结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工程师、中
广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代理
会长 王联

第 30 届华东电视技术年会暨第 11 届华协体发展峰会
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开放论坛议程
地点：浦西：大宁福朋喜来登酒店 7F 宴会厅，地址：共和新路 1928 号（大宁商业区）

6 月 13 日周二
14:00-14:10

华协体主席、上海广播电视台 党委委员/集团副总裁 汪建强 主
持词

14:10-14:20 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台长 陆玉方 致辞
14:20-14:25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理事长 何宗就 致辞
14:25-14:30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 王玮 致辞
14:30-14:4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孙苏川 致辞及讲话
一、主题报告
14:40-15:10

苏州广电的深度融合实践

郭昌雄

华协体轮值主席、苏州广

播电视总台副总台长/总工程师

二、“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开放论坛
（苏州台&华协体&白玉兰&NAB showShanghai 联合主办）

15:15-15:35

媒体融合发展的着力点

杨明品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浙报集团在技术驱动媒体融
15:35-16:00

合的

李伟忠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产品研发中心 主任

探索与实践
16:00-16:20

16:20-16:40

今日头条助力媒体融合
二更的短视频新媒体转型之
路

刘旋 今日头条媒体合作与发展
总监
李明 二更 CEO

三、华协体学院管理心理课

16:40-18:10

18:10-18:15

时代变革中的领导力挑战

会议小结

朱宁 五和文化终身讲师、北大纵
横合伙人、商业新思维启蒙者、
知名战略与领导力专家、独立早
期投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