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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十六届中日韩三国IT局长OSS会议 

暨东北亚开源软件推进论坛 

及东北亚地区大数据产业发展论坛之数据中国城市行活动议程 

DAY 1 ：2017 年 11 月 15 日（周三） 

内容 时间 拟定议程 

 东北亚开源软件推进论坛

中日韩工作组会议 

（万丽天津宾馆二层 1-8

厅） 

9:00-12:00 

第一工作组-技术开发与评估工作组 

第二工作组-人才教育与激励工作组 

第三工作组-标准化与认证工作组 

第四工作组-应用推广协调工作组 

 12:00-14:00 自助餐、午休 

 分会场一： 

中日韩三国局长及主席预备会

(万丽天津宾馆一层大宴会厅 1

14:00-14:05 中方介绍参会代表 

14:05-14:10 韩方介绍参会代表 

14:10-14:15 日方介绍参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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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14:15-15:15 三方讨论局长会议纪要，达成局长会议纪要 

15:15-15:30 茶歇 

15:30-16:30 三方讨论主席声明，达成主席声明。 

16:30-17:00 中方总结，会议结束（合影） 

 分会场二：  

开源技术发展应用论坛（人工

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 

（万丽天津宾馆二层 1+2 会议

室） 

14:00-14:20 

人工智能—“小富机器人--中国富二代智能服务机器人”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助理 刘

大双 

14:20-14:40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政务中的应用” 

-韩国崇实大学软件研究生院教授 金钟培博士 

14:40-15:00 

人工智能—“NEC 高级分析云：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验证、部署

和运行的全支持” 

-NEC开源促进中心首席软件产品规划师 高桥千惠子 

15:00-15:20 
区块链—“区块链生态，技术和案例” 

- IBM 技术院院士、标准及开源技术总监 程海旭博士 

15:20-15:40 区块链—“韩国的区块链发展趋势以及商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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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KTds 公司开源业务组副总经理 崔在熙 

15:40-16:00 
区块链—“日本公司区块链发展” 

-日立集团软件工程部高级工程师 河合亮 

16:00-16:20 
虚拟现实—“AR 新赛道工业 4.0 的战略布局和产业创新应用” 

-深圳增强现实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王友初 

16:20-16:40 
虚拟现实—“韩国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发展趋势及商业案例” 

-韩国开源软件实验室研究员 李敏镜 

16:40-17:00 
虚拟现实—“富士通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案例” 

-富士通软件技术部部长 野山孝太郎 

17:00-17:20 
虚拟现实—“180度 3D全景体育直播的 HEVC 编码优化” 

-北京暴风魔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徐翔 

 领导接见 18:00-18:30 天津市领导会见 

 欢迎晚宴 

（万丽天津宾馆一层大宴

会 1 厅） 

18:30-18:35 天津市领导致辞 

18:35-18:40 致辞—中国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 谢少锋 

18:40-18:45 致辞—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软件政策局局长 卢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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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18:50 致辞—日本经济产业省商务信息政策局副局长 前田泰宏 

18:50-19:00 三国互赠礼物 

19:00-20:30 友好交流、中国民俗文化表演、晚宴 

DAY 2：2017 年 11 月 16 日（周四） 

内容 时间 拟定议程 

 中日韩三国 IT 局长 OSS 会

议 

（万丽天津宾馆一层大宴会厅

2+3 厅） 

 

8:30-8:40 
致辞—天津市领导 

致辞—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尹继辉 

8:40-8:55 主题报告—中国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 谢少锋 

8:55-9:10 主题报告—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软件政策局局长 卢京元 

9:10-9:25 主题报告—日本经济产业省商务信息政策局副局长 前田泰宏 

9:25-9:35 《中日韩三国 IT 局长 OSS 会议会议纪要》签署仪式（合影） 

9:35-9:50 主题演讲—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主席 卢山 

9:50-10:05 主题演讲—韩国开源软件推进论坛主席 高贤镇 

10:05-10:20 主题演讲—日本开源软件推进论坛主席 吉田正敏 

10:20-10:35 主题演讲—“用好开源技术，保障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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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光南 

10:35-10:50 

主题演讲—“区块链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中组部千人专家、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荣誉终身教授、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区块链研究中心科学顾问 蔡维德 

10:50-11:05 
主题演讲—“银联关于开源软件的研究和实践” 

-中国银联电子支付研究院总工程师 吴金坛 

11:05-11:15 国际区块链创新应用联盟成立仪式 

11:15-11:30 
主题演讲—“释放软件价值，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 

华为战略与产业发展副总裁 肖然 

11:30-11:45 主题演讲-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总工程师 徐炯禛 

11:45-12:00 
主题演讲-“日立的社会创新和开源软件” 

-日立（中国）公司首席 Lumada官 铃木友峰 

12:00-12:15 
主题演讲—“数据驱动世界下的开源创新” 

—英特尔软件与服务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 李少凡 

 12:15-13:30 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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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一： 

东北亚开源软件推进论坛暨东

北亚地区大数据产业发展论坛

之数据中国城市行 

（万丽天津宾馆一层大宴会厅

2+3 厅） 

 

13:30-13:35 
《东北亚开源软件推进论坛主席声明》发布 

—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主席 卢山 

13:35-13:50 主题报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领导 

13:50-14:00 

奖项揭晓、表彰： 

 第十届中日韩开源软件特殊贡献奖 

 第十二届中日韩开源软件技术优胜奖 

14:00-14:15 
主题演讲—“技术创新引领业态升级” 

-京东云首席架构师 杨海明 

14:15-14:30 
主题演讲—“开源软件的商业模式” 

-韩国崇实大学软件研究生院教授 金钟培博士 

14:30-14:45 
主题演讲—“Linux基金会介绍” 

-日立公司软件工程部高级工程师 桥本尚 

15:45-15:00 

“中国优秀大数据产品与解决方案”测评发布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总工 周润松 

颁发证书：获得测评认定的优秀产品及解决方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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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05 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专家、理事会员单位获颁证书 

15:05-15:20 
主题演讲—“Apollo 开放的自动驾驶之路” 

—百度 IDG 副总监 孙勇义 

15:20-15:35 
主题演讲—“工业大数据创新应用” 

-昆仑智汇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 秦磊 

15:35-15:50 

主题演讲—“OpenMessaging 标准：分布式消息领域新标准” 

-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Aliware MQ 总架构师、Apache 

RocketMQ 项目创始人 冯嘉 

15:50-16:05 
主题演讲—“开源数据库的发展趋势” 

-韩国 Rock Place数据库技术公司总经理 金根同 

16:05-16:20 
主题演讲—“日本开源大数据产业现状” 

-日立公司开源技术中心高级经理 吉田行男 

16:20-16:35 

主题演讲—“融合，激活数据活力” 

-翱旗创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高级副总裁 潘凤文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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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16:50 
主题演讲—“开源大数据和图像数据库” 

-韩国 Lablup 公司研究员 赵满锡 

16:50-17:05 
主题演讲-“以人为本的创新：数字化的共同创造” 

-日本富士通软件技术部部长 野山孝太郎 

 分会场二： 

开源软件训练营 

（万丽天津宾馆二层 6+7+8

厅） 

13:30-14:30 
主题培训—“开源区块链系统介绍” 

-牛链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唐聪 

14:30-14:40 Q&A 

14:40-15:40 主题培训—韩国建国大学教授 金斗贤博士 

15:40-15:50 Q&A 

15:50-16:50 
主题培训—“开源软件：破坏性创新的来源何在？” 

-SIOS 科技公司开源技术中心总经理 黑坂肇 

16:50-17:00 Q&A 

17:00-17:30 东北亚开源软件推进论坛工作组报告（待定） 

 中日韩企业家之夜 18:00-19:30 封闭活动，受邀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