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为落实《天津市关于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天津市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等产业政策，中共天津市

河西区委、天津市河西区政府与京东云联合召开本次“2018天津市河西区大数据产业创新峰会暨京东云生态合作伙伴路演会”。

意在通过此次引进京东云生态合作伙伴路演会的方式，积极推动大数据产业引入，并加强与产业链合作伙伴的密切合作，吸引京

津冀地区的大数据和智能科技方面的应用产业，立足河西区，瞻望天津市。

// 活动时间：2018年10月18 13:30 - 19:00

// 活动地点：天津市河西区陈塘科技商务区服务中心

// 指导单位：中共天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主办单位：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

            京东云

// 执行单位：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时 间 议 题 导 师

峰会和路演

时间： 13: 30 - 17: 10

地点： 天津市河西区陈塘科技商务区服务中心 3层多功能厅会议室

13: 00 - 13: 30 签到

13: 30 - 13: 35 开场

13 :35 - 13: 40 政府领导致辞 刘惠杰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13: 40 - 13: 45 京东领导致辞 黄云飞 京东云副总裁

13: 45 - 13: 50 京东云（天津）创新中心揭牌

13: 50 - 14: 05 主题演讲：大数据时代的产业升级
吴余龙 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14: 05 - 14: 15 主题演讲：人本大数据助力智能城市
陆晓伟 TalkingData 高级规划总监

14: 15 - 14: 25 主题演讲：大数据产业的投资逻辑

高玉柱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14: 25 - 14: 35 主题演讲：天津市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讲解 边珂珂 中共天津市委网信办大数据处处长

14: 35 - 14: 45 主题演讲：天津市智能科技政策 何 萌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规划发展处

14 :45 - 14: 55 主题演讲：京东云助力河西区大数据产业创新计划 刘向锋 京东云产业创新全国总经理

14: 55 - 15: 05 主题演讲：京东云生态伙伴合作计划 王 震 京东云数据业务部高级总监

15: 05 - 16: 55 项目路演（10 个创新项目）

16: 55 - 17: 05 总结发言 吴余龙 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17：05 结束

项目深度交流

时 间：17: 10-18: 00

地 点： VIP 会议室

主持人：刘向锋 京东云产业孵化全国总经理

参会人：天津市河西区领导、区科委、区网信办、区投促局、京东云、有意愿深度交流的企业

18: 00 - 18: 45 深度交流

18: 45 - 19: 00 签约仪式
5家企业和京东云（天津）创新中心签署意向入驻协

议

天津市政府领导

	 	

李学义		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书记		

姜德志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区长		

刘惠杰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张振国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边柯柯		中共天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大数据管理处处长/信息化发展处处长		

胡				伟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场处副处长		

王				英		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区委网信办主任		

刘冠强		天津市河西区科委党组书记区科协主席		

吴志华		天津市河西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韩金波		天津市河西区投资促进局局长		

王				瑜		天津市河西区商贸旅游局局长

京东集团领导	

	 	

孙志祥		京东集团副总裁		

黄云飞		京东云副总裁				

刘向锋		京东云产业创新全国总经理				

王子涵		京东云京津冀大区总经理		

王				震		京东云高级总监

研究机构出席嘉宾

吴余龙		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城市智脑联合实验室主任		

王春生		天津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副秘书长

投资机构代表

高玉柱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冯国馨		信创资本创始合伙人		

杨				莹		菁英汇投资创始合伙人		

陈云雁		星瀚资本投资总监				

张				斌		科融创投投资总监

媒体代表

天津日报

今晚报

天津广播电台

城市快报

参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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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领导致辞

12月28日，由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天津市河西区人民

政府、京东云主办，以“科技、创新、生态”为主题的2018

天津市河西区大数据产业创新峰会暨京东云生态合作伙伴路

演会在天津市河西区陈塘管委会成功举办。大会共邀政商界

及大数据产业权威专家、近百家企业参加，从政策解读到

技术创新，商业应用等方面全面展现天津大数据产业发展潜

能。

当天，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书记李学义、天津市河西区

人民政府区长姜德志、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惠

杰，京东集团副总裁孙志祥、京东云副总裁黄云飞、京东云

京津冀大区总经理王子涵等领导出席，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

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吴余龙等嘉宾到场参加。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惠杰会上发表致辞，为

参会者树立在天津市河西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信心。京东云

副总裁黄云飞介绍京东云在大数据产业的布局及规划。天津

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振国与京东云京津冀大区总经理

王子涵共同为京东云（天津）创新中心揭牌。

当天，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书记李学义、天津市河西区

人民政府区长姜德志、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惠

杰，京东集团副总裁孙志祥、京东云副总裁黄云飞、京东云

京津冀大区总经理王子涵等领导出席，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

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吴余龙等嘉宾到场参加。

0 2   京东云（天津）创新中心揭牌仪式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惠杰会上发表致辞，为

参会者树立在天津市河西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信心。京东云

副总裁黄云飞介绍京东云在大数据产业的布局及规划。天津

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振国与京东云京津冀大区总经理

王子涵共同为京东云（天津）创新中心揭牌。

京东云（天津）创新中心作为京东云产业孵化板块的落

地形式，将聚合各类资源，承载创业服务载体，切实助力天

津市河西区大数据产业发展。此次活动，京东云引入万象、

云市场等业务板块，整合大数据产业行业专家、龙头企业、

投资机构等产业链相关资源，邀约京津冀区域尤其是北京的

大数据核心企业参会，为天津市河西区的大数据产业助力发

声。

0 3  主题分享

会上，中共天津市委网信办大数据管理处处长边柯柯、

天津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针对天津市出台的大数据、智能科

技产业政策给予介绍。边柯柯处长从创新性、问题导向性等

进行大数据政策的详细解读，并为天津市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描绘了清晰的路径。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吴余

龙博士从产业规划、产业发展角度进行分享，就区域如何发

展数字经济与大数据产业等提出建议。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高玉柱从投

资逻辑与成功案例等方面，分享创投界如何看待大数据产业

项目，表示大数据产业未来将变成热点投资领域。北京腾云

天下科技有限公司（Talking	 Data）高级规划总监陆晓伟分享

了创业经历，表示抓住关键机遇点方可快速发展。京东云产

业创新、京东万象分别讲解政策、合作条件、能力与资源等

有价值的信息，助力天津大数据产业发展。

本次峰会吸引近百家企业报名，经过层层选拔，优选了

量子数聚等10个大数据项目参加路演环节，为大家留下了深

刻印象。这些项目有智能零售大数据、信用大数据、智慧医

疗等不同类别的创新型企业，也有供应链金融、数据安全等

跨界创新项目；既有上市公司的创新项目，也有来自高校的

创新项目。这些项目获得了专家和嘉宾的认可，充分展示技

术创新与模式创新能力，未来他们将和京东深度合作，寻找

新应用场景，开发新数据能力，全面启动数据新时代。会后5

家企业和京东云（天津）创新中心签署了意向入驻协议。

致辞：刘惠杰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揭牌仪式

主题分享：吴余龙博士	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

主题分享：陆晓伟	北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规划总监

0 4   项目路演

本次峰会吸引近百家企业报名，经过层层选拔，优选了量子数聚等10个大数据项目参加路演环节，为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些项目有智能零售大数据、信用大数据、智慧医疗等不同类别的创新型企业，也有供应链金融、数据安全等跨界创新项目；既

有上市公司的创新项目，也有来自高校的创新项目。这些项目获得了专家和嘉宾的认可，充分展示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能力，未

来他们将和京东深度合作，寻找新应用场景，开发新数据能力，全面启动数据新时代。

项目路演环节 项目路演环节

0 5   茶歇

在会议期间，特在会场外设置茶歇区，为所有参会嘉宾准备丰盛、精美的茶歇甜点，稍作休息，补充能量。同时，也提供一

个场所，让大家轻松地自由交流。

评委点评环节

0 6   深度交流会	暨	意向签约仪式

路演之后的深度交流会，特邀天津市河西区领导、区科委、区网信办、区投促局、京东云，以及有意向深度交流的企业参

会。本次交流会由京东云产业孵化全国总经理主持。会中，参会的企业代表就入驻京东云（天津）创新中心和后续发展等问题与

政府进行了充分沟通。此外，5家企业和京东云（天津）创新中心签署了意向入驻协议。入驻后，将获得创新空间提供的京东云、

京东大数据、京东培训等创业资源和创新辅导，成为天津大数据产业不可忽视的力量，助力大数据产业的创新发展。

深度交流会现场 会上自由发言 意向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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