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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概况
PART 1



Background 背景：
China Digital Innovation Expo & CIO Summit 2019是由
Dot Connector（上海华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五
届聚焦中国技术领 袖，探索创新，助力企业在数字化时代下
发展与增长的顶级盛会。现已成长为全国科技创新的风向标
和业界最具国际性、权威性的交流平 台。峰会将于2019年5
月15-17日在上海盛大举行。在“数字中国 智创未来”的主
题下，我们将汇聚CEO, CGO，CDO，CTO，CIO， CMO及
商业创新负责人等对新一代IT技术充满敬畏的企业C-Level决
策层共襄盛会，齐瞻未来。届时，峰会包含一天小规模数字
化转型与 革新闭门培训会，全体大会，五大行业论坛，五大
主题专场。同期，展览现场设置了科技创新展览区，充分展
示世界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 海内外企业家，投资者，政界
与学术界大咖将悉数出席。我们将邀请数字时代最强智库团
队，分享最丰富的成功转型案例，展示最前沿的 技术运用，
聚焦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后驱动力，探索新技术和创新
如何驱动企业革新并引领业务增长。

Venue 地点：CDIE于2019年5月15-17日在上海波特曼丽
兹卡尔顿&上海商城盛大举行

Participants 人群：技术领袖（CTO，CIO，IT 
Director，IT Leader） 高层管理决
策者及业务负责人 （CEO，CGO，
CDO，CHRO，CFO，CMO，
Supply ChainLeader）



上海华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DC）成立于2011

年，总部位于中国上海,是亚太区最早一批关注企业数字化转

型以及企业开放式创新服务的咨询公司。数字时代下传统的

生产手段和营销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主要因为客户

需求在新经济形式下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消费者的需求和购

买习惯发生分层和转移。传统企业都将面临重大的挑战和机

遇，同时越来越多的创新技术应运而生，AI，大数据，云计

算，VR/AR ，3D打印，物联网等技术都将实实在在的改变

传统的商业运作模式。数字时代下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聘

请世界上所有的聪明人，未来必将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

DC专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训以及咨询，同时帮助传统企

业对接各领域创业公司，提供技术猎头服务，满足传统企业

以及创业公司定制化咨询需求，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的最强外脑！



尊敬的各位来宾：

欢迎参加CDIE 2019（中国企业数字化创新展），组委会衷

心期待你能在本次峰会中 有良好的体验和收获！

China Digital Innovation Expo & CIO Summit 2019是由

Dot Connector（上海华昂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

五届聚焦中国技术领袖，探索创新，助力企业在数字化时 代

下发展与增长的顶级盛会。现已成长为全国科技创新的风向

标。

本次CDIE 盛会旨在搭建一个业界最具国际性、权威性的交

流平台，以企业数字化转型 为核心，链接创新资源，共赢数

字未来！

在“数字中国 智创未来”的主题下，组委会有幸邀请到100

位海内外数字化转型意见领 袖和1500余位对新一代科技充

满敬畏的精英人士共襄盛会，齐瞻未来。

最后，我代表CDIE 2019组委会感谢各位嘉宾对CDIE的关注

与支持！祝各位嘉宾在大 会期间收获知识与欣喜！

杨晨华

总经理

CDIE组委会

主办方寄语



峰会规模

3000+

人次

2个
主论坛

92场
演讲

6个

分论坛

91位

演讲

嘉宾

2天

峰会

8大

主题



演讲嘉宾
PART 2



总经理

上海华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维亚康姆

首席通讯官

INSEAD商学院

西班牙政府网络信息安全专家

欧洲网络安全组织(ECSO)董事会成员

Ryan Yang Lars Silberbauer Anand Nandksishore Vengurlekar Felix A. Barrio

演讲嘉宾

Ph.D. 首席执行官

IoTco

副总裁

深信服科技

中国CIO联盟主席

IOCHPE-MAXION S.A.全球CIO

CDIE主席

区域销售副总裁

Akamai

Mohamed Abuali 陈彦彬 Esteban Remecz Vaughan Woods

技术中心副总裁

宝马集团

Peter Riedl

创始人

Tech Nordic Advocates 首席执行

官

newmedia2.0

Jeanette Carlsson



园区及楼宇事业部总经理

依图科技

大中华区总经理

Dynatrace

零售总裁

伽蓝

华东区总经理

e签宝

李玮 琚伟 吴梦 龚姣

演讲嘉宾

总裁

爱数

创始人兼总裁

芬尼克兹

亚太高级IT总监

科勒

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数字官

龙湖集团

贺鸿富 宗毅 林琼 殷皓

用户发展副总裁

蔚来

朱江

广州公司副总经理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谭政焘



首席执行官

CFB Group

副总裁

饿了么

解决方案总监

网易云

创始人&CEO

一面数据

许惟抡 张浩 李鲁 任栋霓

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

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IT架构师

联合服务（香港）有限公司

首席信息官

弘阳集团

首席执行官&创始人

麦洽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刘勇 康乐 罗艳兵 蔡炯

副总裁

摩贝化学

杜思奇

董事长 & 创始人

麦洽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何柱

演讲嘉宾

3.51



财务副总裁

歌礼制药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CEO

互道

商业分析及科技应用总经理

周大福

CEO

兔展

凌众保 王华 李天熹 董少灵

演讲嘉宾

新零售专家

华昂签约CIO专家顾问

副总裁

永达集团

技术总经理

国双

IT总监

蒙牛

王芳兴 林刚 何恺铎 郑炯

中国区副总裁

商业客户业务

香港电讯

麦志辉

全球CIO

ESR集团

Vincent Gu

3.51



联合创始人&总裁

创略科技

大中华区CIO

可口可乐

北亚信息技术总监

联合利华

移动出行首席财务官

福特

杨辰韵 Jerry Zhang 赵枫 冯海

演讲嘉宾

技术发展副总经理

联合通商科技

副总裁

云图控股

创始人&CEO 

商湾网络

高级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首席投资官

轩鸿集团

周延华 徐斌 黄慧攀 陆晨

技术研究院院长

苏宁集团

王俊杰

业务增效副总监

百特（中国）有限公司

李世铭



联合创始人&CTO 

数澜科技

产品总监

梦网集团

小微企业生态 CTO 

贝壳金服

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

A10 Networks

江敏 邓磊 史海峰 蔡劼

演讲嘉宾

首席信息官

上海农商银行

总经理助理、副董事长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瑞

保险销售公司

全渠道事业部CTO

微软

CEO&创始人

Ushopal

周衡昌 赵岩 徐明强 郭璐

安链云事业部总经理

众安科技

李侃

安全团队负责人

大型外资银行

张喆



CIO 

太平鸟

产品总监兼联合创始人

每刻科技

投资总监兼联合创始人

博将资本

CEO&创始人

（好孩子商贸集团前CIO）

上海激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北平 周军赞 黄从容 胡建国

演讲嘉宾

CIO 

海亮集团

副总裁&解决方案与架构部总经理

青云

信息总监

福耀玻璃

联合创始人兼COO 

云问科技

徐礼卿 沈鸥 李亮 茆传羽

助理合伙人

光速中国

杨陶

创始人兼CEO 

黑湖智造

周宇翔



CIO 

联合汽车电子

CIO 

九牧集团

资深顾问&联合创始人

瑞泰信息

创始人/CEO 

上海极熵数据科技公司

赵超 叶火龙 孙海东 孙东来

演讲嘉宾

物联网总监

迅达电梯

佰世方略全球化首席咨询师/实战导师

原华为海外代表处负责人，

多家上市公司海外业务顾问

亚洲区总裁

高临管理咨询

海外信息化总监

海尔家电产业集团

刘远天 陈攀峰 罗智胜 马宏伟

亚洲孵化中心高级经理

首席数据科学家

米其林

徐晓卓

国际公关顾问

京东

李曦

3.51



中国区企业事业部总经理

阿卡迈

CEO 

派拉软件

安全战略官

京东

何铭 谭翔 吉贻俊

演讲嘉宾

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

信息安全和风险负责人

赵锐

总裁

北京天威诚信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唐志红



合作伙伴
PART 3









峰会日程
PART 4



Day1 主论坛

09:20-09:40 主办方 & 大会主席 开幕致辞

09:40-10:10 当下，IT部门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黄金时代
Anand Nandksishore Vengurlekar，首席通讯官，INSEAD商学院

10:10-10:30 洞悉数字化转型基石驱动力及发展趋势
陈彦彬，副总裁，深信服科技

10:30-11:10 世界一流制造企业Maxion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
Esteban Remecz, 中国CIO联盟主席, IOCHPE-MAXION S.A.全球CIO, CDIE主席

11:10-11:40 创建AI IoT智慧园区新场景
李玮，园区及楼宇事业部总经理，依图科技

11:40-11:50    智能自主企业云管理
琚伟，大中华区总经理，Dynatrace

11:50-12:20 智慧零售时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
吴梦，零售总裁，伽蓝

12:20-14:00 午宴&观展时间

14:00-14:30 蔚来汽车四个用户体验模型的数字化呈现 –
汽车，服务，车身以外， 数字化触点

朱江，用户发展副总裁，蔚来

14:30-14:50 智能电子合同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龚姣，华东区总经理，e签宝

14:50-15:10     激活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数据能力

贺鸿富，总裁，爱数

15:10-15:40 裂变式创业创造非对称竞争优势
宗毅，创始人兼总裁，芬尼克兹

15:40-16:10 创新或死亡：推动数字化变革时代创新
Jeanette Carlsson，创始人，
Tech Nordic Advocates 首席执行官，newmedia2.0商业导师

16:10-16:40 谈谈智能转型升级的机遇
谭政焘，广州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16:40-17:20 巅峰对话：科技如何为传统企业的创新赋能？
林琼，亚太高级IT总监，科勒（主持人）
谭政焘，广州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殷皓，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数字官，龙湖集团
许惟抡，首席执行官，CFB Group



Day1 专题论坛一 大数据与云计算

09:40-10:20 线上线下融合助力营销
张浩，副总裁，饿了么

10:20-10:40 网易云如何助力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的深水区
李鲁 ，解决方案总监，网易云

10:40-11:10 化工B2B大数据实践
杜思奇，副总裁，摩贝化学

11:10-11:30 从数据到决策：品牌数据平台的建设实践
任栋霓，创始人&CEO，一面数据

11:30-12:10     互联网保险企业上云之路经验分享
刘勇，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2:10-12:30   数据开启智慧零售的升级引擎
康乐，首席IT架构师，联合服务（香港）有限公司

12:30-14:00   午餐 & 观展时间



Day1 专题论坛二 商业智能创新专场

14:00-15:00   数据伴我行-大数据如何有效支持经营决策

罗艳兵，首席信息官，弘阳集团

15:00-15:40   协同决策激发数据潜能

何柱，董事长，创始人，麦洽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15:40-16:20   巅峰对话： 当商业智能遇上（社交），新规则，新
管理-协同商业BI
蔡炯，首席执行官&创始人，麦洽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凌众保，财务副总裁，歌礼制药有限公司
罗艳兵，首席信息官，弘阳集团



Day1 专题论坛三 新零售与快消

09:40-10:20 全面数位化管理 提升连锁餐饮经营效率

许惟抡，首席执行官，CFB Group （DQ、PAPA Johns棒约翰、
Brut Eatery悦璞食堂、Happy Moment满足食光）

10:20-10:40 智慧中台驱动「心」零售超级门店

王华，创始人兼CEO，互道

10:40-11:10 新零售、快消企业的网络转型
麦志辉，中国区副总裁，商业客户业务，香港电讯

11:30-11:50     新营销的逻辑

董少灵，CEO，兔展

11:50-12:30 To B科技赋能企业变革
王芳兴，新零售专家，华昂签约CIO专家顾问

12:30-14:00    午餐 & 观展时间

14:00-14:30   永达集团数字化转型
林刚，副总裁，永达集团

14:30-14:50   赋能消费者洞察与触达—企业级CDP的思考与实践
何恺铎，技术总经理，国双

14:50-15:20   零售业供应链智能化转型
Vincent Gu，全球CIO，ESR集团

15:20-15:50   双网协同-- 蒙牛数字化转型思考
郑炯，IT总监，蒙牛

15:50-16:30   巅峰对话:如何解决日益增长的数字化需求同落后的
业务模式之间的矛盾？
杨辰韵, 联合创始人&总裁, 创略科技（主持人）
Jerry Zhang，大中华区CIO，可口可乐
赵枫，IT总监，联合利华
王俊杰，技术研究院院长，苏宁集团



Day1 专题论坛四 科技创新 降本增效

10:00-10:30 JP Morgan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Sam Hiley, 国际数字财富管理负责人，摩根大通

10:30-10:50   互联网思维助力传统企业降本增效
周延华，技术发展副总经理，联合通商科技

10:50-11:10 数字化转型与周伯通—业务与IT的左右互搏或协办增效

刘人杰，创新架构师/数据转型首席顾问，TeamPlus Solutions

11:10-11:40 互联网思维助力传统企业降本增效
徐斌，副总裁，云图控股

11:40-12:00    商湾SD-WAN云网络：新一代企业网络服务
黄慧攀， 创始人、CEO，商湾网络

12:00-12:30    重构运营力量，赋能业务链
李世铭，业务增效副总监，百特（中国）有限公司

12:30-14:00    午餐 & 观展时间



Day1 专题论坛五 新金融

14:50-15:10   云通信 构建金融服务新能力
江敏（江禹），联合创始人&CTO，数澜科技

15:10-15:40   ToB蜕变—产业互联网金融科技落地实践
邓磊，产品总监，梦网科技

14:30-14:50   企业数据中台在金融领域实践
史海峰，小微企业生态CTO，贝壳金服

15:40-16:00   点亮智慧金融-数字资产通证探索与实践
李侃，安链云事业部总经理，众安科技

14:00-14:30   金融技术人工智能及其在金融投资和风险控制中的应用

陆晨，高级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首席投资官，轩鸿集团

16:00-16:20 新金融时代的应用安全与可视化
蔡劼，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A10 Networks

16:20-16:50 金融科技在银行的应用实践
周衡昌，首席信息官，上海农商行

16:50-17:20   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
赵岩，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华瑞保险销售公司副董事长



Day2 主论坛

09:20-10:00 宝马初创车库与开放式创新：搭建中国初创
企业发展与创新潜力的桥梁
Peter Riedl，技术中心副总裁，宝马中国

10:00-10:20 制造业人工智能：零停机维护和零缺陷质量
Mohamed Abuali, Ph.D. 首席执行官， IoTco

10:20-10:50 从机械之美到体验至上-新制造时代下的消费者
一体化诉求
冯海， 福特智能出行亚太区首席财务官，福特汽车公司

10:50-11:20 欧洲信息安全产业的培育：新兴市场规则与
西班牙传统经历碰撞后的机遇 与挑战
Félix Antonio Barrio Juárez，西班牙政府网络信息安全专家，
欧洲网络安全组织(ECSO)董事会成员

11:20-11:40     智能时代的数字化转型
徐明强，全渠道事业部CTO，微软

11:40-12:10     如何塑造一个能在碎片化世界繁荣昌盛的数字品牌
Lars Silberbauer, 高级副总裁，维亚康姆

12:10-12:30   华鹰奖颁奖盛典

12:30-14:00   午宴&观展时间

14:00-14:40   2019，品牌如何在中国站稳脚跟？
郭璐，CEO&创始人，Ushopal

14:40-15:10   从《权力的游戏》看CIO的生存之道
张北平，CIO，太平鸟

15:10-15:50   巅峰对话：VC视角看待当下中国B2B创新创业

沈奇，投资总监，深创投
周军赞 ，产品总监兼联合创始人，每刻科技
黄从容，联合创始人，博将资本
杨陶，助理合伙人，光速中国
肖文彬，创始人，晨晖创投

15:50-16:50 当代CIO如何在数字化浪潮下创新与创业？
胡建国，CEO&创始人，上海激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好孩子商贸集团前CIO）
陈远春，创始人，Bee360
Miki Raviv ，CEO，Vitalerter



Day2 CCA专场

08:00-09:00   签到

09:00-09:10   CCA 峰会开幕式

09:10-09:50 摒弃炒作：数字化转型的生态系统
Wargitsch & COMP AG

09:50-10:20   数字与创新
CAP Gemini

10:20-10:50   茶歇&观展时间

10:50-11:20 汉得的深刻见解、解决方案及案例分享
HAND China

11:20-12:00 2019 年 CIO 工作议程：奠定数字化业务的新基础
Gartner

12:00-13:30   午餐时间

12:45-13:15 午餐分享：
创新的完整生命周期：将雄心勃勃的想法落实于市场
Plug and Play China

13:30-14:15 小组讨论：CIO 如何成为零 售和物流行业数字化
转型的驱动者？

小组讨论：颠覆性新技术及其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14:15-15:00小组讨论：CIO 如何成为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的驱动者？

15:00-15:30   茶歇&观展时间

15:30-15:50   用IAM和物联网赋能和稳固数字供应链
Covisint

15:50-16:10   制造业人工智能：维修零宕机和品质零缺陷
IoTCo

16:10-16:30   通往 5G 使用的大道
Nokia

16:30-17:00   员工沟通数字化，沃尔沃汽车的实践分享
Volvo Car Group



Day2 专题论坛一 新制造

09:30-10:00 多元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徐礼卿，CIO，海亮集团

10:00-10:20 云下制造 云上智能
沈鸥，副总裁，解决方案与架构部总经理，青云

10:20-10:50 在互联的世界中，与初创企业共同创新
徐晓卓，亚洲孵化中心高级经理&首席数据科学家，米其林

10:50-11:10 人工智能变革制造业企业内部与外部服务
茆传羽，联合创始人兼COO，云问科技

11:10-11:30 数据驱动制造 成就智慧工厂
周宇翔，创始人兼CEO，黑湖智造

11:30-12:30   企业业务数字化模式探索及实践
赵超，CIO，联合汽车电子

12:30-14:00    午宴&观展时间

14:00-14:40 面对汽车行业的新局势，福耀如何利用
信息技术实现转型
李亮，信息总监，福耀玻璃

14:40-15:00   瑞泰信息助力营销服务数字化转型
孙海东，资深顾问&联合创始人，瑞泰信息

15:00-15:30 九牧智能定制实践分享
叶火龙，CIO，九牧集团

15:30-15:50   能源管理
孙东来，创始人/CEO，上海极熵数据科技公司

15:50-16:30   物联网应用实践
刘远天，物联网总监，迅达电梯



Day2 专题论坛二 民营企业出海

10:00-10:40 中国民营企业下一站里程碑: 全球本土化
陈攀峰，佰世方略全球化首席咨询师/实战导师， 原华为海外代表处负责人，多家上市公司海外业务顾问

10:40-11:00 跨境电商，助力企业做品牌化的零售出海下
Vaughan Woods, 区域销售副总裁，Akamai

11:00-11:30 全球化企业在中国的成功之路
罗智胜，亚洲区总裁，高临管理咨询

11:30-12:00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课题
李曦，国际公关顾问，京东

12:00-12:30        巅峰对话：全球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徐礼卿，CIO，海亮集团
王俊杰，技术研究院院长，苏宁集团
马宏伟，海外信息化总监，海尔家电产业集团
何铭，中国区企业事业部总经理，阿卡迈

12:30-14:00        午餐 & 观展时间



Day2 专题论坛三 网络信息安全论坛暨企业网络安全合规与实践探讨

14:00-14:10     领导致辞

14:10-14:40    互联网安全法律法规宣贯
市局网安总队

14:40-15:00    数字化转型中的身份安全
谭翔，CEO，派拉软件

15:00-15:30    安全之《雾|悟》
吉贻俊，安全战略官，京东

15:30-15:50    电子认证支撑企业互联网+的探索及实践
唐志红，总裁，北京天威诚信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5:50-16:20    企业数据隐私保护 - 从需求管理到系统工程
张喆，信息安全官，知名外资银行

16:20-16:50 安全的根本——保障业务安全从公司业务的角度来审视安全工作，网络、 IT、安全工作都是为了业务服务。
赵锐，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信息安全和风险负责人



数据分析
PA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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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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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要制定一个一体化集成的数字化 转型计

划，在内部要培养相关的创新能力， 要有重要的

数字工具技术伙伴，同时要制 定未来五年的愿景

和计划，并快速行动， 而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不仅是 IT部门的参与，而是所有部门的

数字化变 革，这样才能影响消费者，让消费者感

受 到企业或服务的数字化创新，让他们一同 参与

企业数字化变革。“

“宝马在中国的发展首先要趋向政策计划， 电动汽车，

清洁能源汽车发展前景广阔，遵 循自动化，电动化，

互联化，共享化，服务 化的发展战略。其次要利用数

字化，数据和 AI为消费者提供一些个性化服务。现阶

于新 能源，ICV，人工智能和共享经济四段着眼 个领

域。“

IOCHPE-MAXION S.A.全球CIO及CDIE主席 Esteban Remecz

宝马（中国）技术中心副总裁 Peter Riedl



“数字化时代企业安全问题开始与业务结合 ，因

此业务目标的增长必须与IT预算增长紧 密挂钩，

以增加收入与盈利机会，减少损失 。其次IT必须

要理解企业的业务逻辑，包括 业务数据，业务架

构，IT架构，然后把风险 管理数据结合到一起，

这就要求企业内部有 跨部门跨团队沟通协作的能

力。最后企业安 全问题还是要靠IT把基础设施安

全，开发终 端和数据安全做好，进而融合业务，

把业务 做好，实现企业盈利增长。“

“消费互联网的核心是流量，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效

益，在数字化转型中，蒙牛 开创性的做法是双网协同，

就是把消费互联网纳入到流量，来推动整个产业互联

网效益提升。第一，消费者的洞察体系，门店经销商

及智慧供应体系是消费互联 网体系上最值得关注的三

点。第二，在产业互联网里，研发与质量，智能制造

和 供应商生态圈体系值得关注。第三，传统业务通过

新技术向数字化转型，数字和 业务的融合，业务的重

构。第四，通过云计算和管理云资源的安全体系实现

战略 和业务的融合。“

蒙牛IT总监郑炯

麦当劳信息安全风险负责人 赵锐



“数字化潜在的价值要通过被人们捕获或是识别体

现出来，不 仅是通过电脑生成一个数字化方案。

推动IT部门发现新价值以 及识别潜在价值，极端

个性化与大量多元化僵尸未来走向。在 未来国际

市场发展中，将数字化应用应用到真实生活场景中，

将可能成为转型制高点。“

“饿了么到今天为止平均每天配送1500万单，要达到

这样的效率 ，首先要维持商户，骑手用户三方之间的

动态平衡，实在不得已我 们希望限制一些订单。其次，

全国三百多万骑手，我们会把他们按 区域承包给代理

商，代理商来负责骑手的培训与KPI。最后是比较技

术性的模块，我们利用阿里云大数据做离线规划，进

行时间预估， 建立智能调度系统，实现大规模高效率

的蜂鸟配送。“

NSEAD商学院首席通讯官 Anand Nandksishore Vengurlekar 

饿了么副总裁张浩



“经历数字化变革，企业不可避免面临颠

覆，可能来自数字化工具也可能是新兴 技

术。颠覆不仅是指技术理念变化，而 是对

所在环境和未来的强有力改变，是 一种全

新的全球化方式。“

“对于金融的定义，是科技的发展，是跨时 间和跨空

间的交换。在金融领域，最难对冲 的问题就是信任风

险，因此有了人工智能的 引进。AI和深度学习的本质

是数学，不管是 产业还是金融，监督和非监督学习都

是基本 的方法，因此相关性非常重要。现在宏观政

策和经济形势都在鼓励金融机构转型，给零 售带来大

好前景。AI在金融最大的应用有智 能头部，智能风险

和智能交易。“

轩鸿集团高级副总裁陆晨

Tech Nordic Advocates CEO Jeanette Carlsson 



嘉宾反馈
PART 7



峰会举办非常成功，
体系完整，邀请的嘉
宾水平很高，可以集
中 了解到行业发展趋
势及相应厂商，降低
了沟通和学习成本。

与会人员和演讲嘉宾
代表面广，层次高，
经验丰富，分享内容
干 货满满，实操性强，
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DSM CIO 陶维

组织得非常好，日程
紧凑，内容丰富，嘉
宾都很有来 头，肚里
有货，愿意分享其宝
贵的经验和前瞻性的

思 维理念。

未艾（上海）化学 总经
理 于捷

CDIE中国数字化创
新展暨首席信息官
峰会搭建了个权威、
信息共 享的平台机
会，希望以后可独

立设立专场。

世贸集团 采购助理
总经理 陆美芸

內容豐富完整, 
實際應用層面多, 
許多想參加的討
論時 間不能配合, 
建議可以簡化一

些主題。

很多都是甲方企
业的分享，公益
心强，功利心淡
化。大会的质量

非常好。

非常好的组织，
能够让与会者
了解到整个业

界的现 状。

组织的论题均切入
当下主流焦点，且
涵盖全面；主论坛
围绕企业 数字化发
展，再搭配多个分
论坛展开数字化周
边议题，形成多角
度脑爆机会。感谢
分享如此高质量得

峰会。

饿了么 高级总监
洪渊

九阳 CIO 张晓斌

PVH IT总监 Dennis Chen

JPMorgan 執董 陳金岳

GE Healthcare IT Director
马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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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鹰奖
PART 9



企业奖
电子签名服务创新奖 e签宝

杰出零售行业奖 互道信息

2019年度亚太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力企业奖 联合通商科技

杰出人工智能自动化云监控一体化平台 Dynatrace

杰出数据智能解决方案奖 一面数据

杰出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奖 玄武科技

2019年度杰出数字化创新领袖 深信服

杰出智慧园区解决方案奖 依图科技

杰出制造行业解决方案奖 黑湖科技

创新网络技术服务领先企业 HKT



企业奖
接触制造行业解决方案奖 Qigcloud

杰出数据保护解决方案 爱数

杰出大数据服务商 数澜科技

年度产业最佳营销技术创新奖 国双科技

中国数字化创新企业奖 又拍云

杰出数字化创新企业奖 网易云

杰出营销服务管理解决方案奖 瑞泰信息

2019年度杰出数字化创新领袖 天威诚信

杰出智能运维解决方案奖 UST

企业卓越奖，技术创新奖 Akamai



精彩回顾
Duis aute irure dolor in reprehenderit in voluptate velit esse cillum 

dolore eu fugiat nulla pariatur. Excepteur sint occaecat cupidatat non 

pro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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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support！

感谢您对华昂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