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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的市场形势变化，广电运营商

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如何提高用户保有率和业务续费率是大

家最关心也是最头痛的问题。对此，华创公司提出了

的解决方案，为感谢贵公司对华创公司一如

既往的支持，诚邀各位领导莅临华创公司展位。

《保存量 

找增量 补短板》

广电服务商

会务联系人：李杨梅                            手机：13981811062            

邮箱：lym@chinacreate.com          电话：028-85231888  

网址：www.chinacreate.com           传真：028-85235066                              

让广电经营管理如此容易!

时间：11月15日—11月17日        

地址：世贸中心5号馆5-10
展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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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CONVERGENCE

第二十五届

加速智慧广电建设 促进融合媒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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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批准单位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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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ICTC微信
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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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人工智能语音让用户

“再”多内容也能切换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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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欢迎各位嘉宾出席第二十五届媒体融合技术研讨会

（ICTC2017）！值此会议召开之际，我谨代表 ICTC 组委

会向出席本次会议的来宾和心系广电发展的朋友们表示由衷

的感谢！

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加速融合，广电行业面临全

面的战略转型，需要不断探索创新、融合、变革、发展的路

径。作为具有 25 年历史、在全球拥有广泛影响力的研讨会，

ICTC 对广电行业技术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

今年 ICTC 会议的主题是“加速智慧广电建设，促进融

合媒体发展”，将会密切关注“行业发展、产业变革、技术

创新、运营服务、安全保障”等热点，围绕总局的重点工作、

广电行业发展的热点问题、科技创新的最新趋势进行深入研

讨。在论坛设置方面，除了主题报告会外，大会还设置了“智

慧广电与安全、媒体融合、广电无线、TVOS 与智能电视终端、

广电宽带、广电工程与运维、超高清电视与版权保护、智慧

家庭与智慧城市、广电公共服务与应急广播、产学研用融合

创新、广电市场营销、智慧乡镇”等分论坛和活动。

相信今年的 ICTC 会更加精彩、更加令人难忘，也相信

通过思维的碰撞、充分的研讨、开放的交流，大家能够有所

收获，满载而归！

王 联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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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
ICTC 2017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主 席

张 海 涛

张 丕 民

会议名誉主席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
会会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工程师

王   联  

共同主席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总工程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委副主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工程师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无线电台管理局局长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中心主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主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信息中心主任

王效杰

丁文华

许家奇

杜百川

钱岳林

曾庆军

黄晓兵

陶嘉庆

杨一曼

谢东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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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峰

吴纯举

谢锦辉

胡正荣

吕松山

包 峰

严萍英

杨立平

杨 勇

王健儿 

沈金加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院长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副院长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党委书记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巡视员

浙江传媒学院党委书记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裁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浙江省广播电影电视产业协会会长

专家组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顾问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顾问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顾问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顾问

章之俭

陈智教 

江 澄

刘松英

副秘书长

秘书长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产
业推进部部长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科技处处长

浙江省广播电视科学研究所所长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品牌文化中心总经理

浙江省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副
秘书长

吴 敏

盛志凡

赵志峰

孙 健

黄如星

冯 戈

吴小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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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活动地点一览
ICTC 2017

全天

开幕式、主题报告会  黄龙饭店·水晶宫

分论坛

14

15

16

11

11

11

报到注册 （地点：黄龙饭店）

领导致开幕词

2016年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奖颁奖典礼

China DRM和 FOX签约仪式
广科院和浙江传媒学院签约仪式

主题发言：广电总局、中国工程院

主题发言：总局科技委、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ICTC 2017 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

主题演讲

“西湖夜话”主题沙龙（19:00-22:20）   珍珠厅
主持人    陈常伟    “常话短说”创办人

智慧广电与安全论坛（上）

媒体融合论坛（上）

广电无线论坛（上）

第一届TVOS应用创新大赛

水晶宫 1

水晶宫 2

珍珠厅

水晶宫 3

上午

上午

下午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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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分论坛

17

18

11

11

广电宽带论坛

超高清电视与版权保护论坛 

广电公共服务与应急广播论坛 

钱塘论道·2017--广电市场营销论坛(上 )

广电工程与运维论坛

智慧家庭与智慧城市论坛

产学研用融合创新论坛

钱塘论道·2017--广电市场营销论坛(下 )

“智慧乡镇”论坛
地点：桐乡乌镇枕水酒店
主办单位：桐乡华数    浙江传媒学院

上午

下午

上午

水晶宫 3

水晶宫 2 

水晶宫 1 

珍珠厅

水晶宫 3     

水晶宫 2

水晶宫 1   

珍珠厅

下午

晚上

智慧广电与安全论坛（下）

媒体融合论坛（下）

广电无线论坛（下）

TVOS智能终端论坛

“西湖夜话”主题沙龙（19:00-22:00）     珍珠厅
主持人    吴纯勇    融合网创始人兼总编辑

水晶宫 1

水晶宫 2

珍珠厅

水晶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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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C2017 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议程
日期：11 月 15 日 上午 星期三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主持人：王联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会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工程师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领导致开幕词

领导致开幕词

2016年广播电影电视科技创新奖颁奖典礼

China DRM和 FOX签约仪式

广科院和浙江传媒学院签约仪式

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

午餐

9:00-9:10

9:10-9:20

9:20-10:00

10:00-10:10

10:10-10:20

10:20-10:50

10:50-11:20

11:20-11:50

11:50-12:20

12:20-13:30

张海涛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会长

寿剑刚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局长

王效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总工程师

丁文华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杜百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委 副主任

曾庆军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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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50

10:50-11:20

11:20-11:50

11:50-12:20

王效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总工程师

杜百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委副主任

曾庆军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丁文华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主旨报告
日期：11 月 15 日 上午 星期三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主持人：王联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会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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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C2017 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议程
日期：11 月 15 日 下午 星期三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主持人：赵志峰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

会 副秘书长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ICTC2017 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

媒体融合下的技术体系探索

The Near Future

新理念，新机遇——新技术条件下寻求广电发展的新模式

网络转型期的广电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TVOS助力大屏新经济

践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助力新型智慧城市

13:30-13:50

13:50-14:15

14:15-14:40

14:40-15:05

15:05-15:30

15:30-15:55

15:55-16:20

16:20-16:45

16:45-17:10

凌江  思科中国广电事业部 CTO 

王志国  创维集团 副总裁、酷开公司 董事长

吴军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王联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会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总工程师

Chris Lammers  美国有线电视实验室 首席运营官

Toni Fiedler  德国 Fraunhofer IIS 音频及媒体技术部门 
亚太地区代表

王剑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企业业务 BG 广电媒资
业务部 副部长

Satoshi Miyaji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分局
（ITU-T） SG9 主席

MPEG-H: Immersive and Interactive Audio 
for Digital TV Broadcast and IP Delivery

Content Delivery Services for Multiple 
Devices and Networks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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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
日期：11 月 15 日 下午 星期三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主持人：赵志峰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

会 副秘书长

媒体融合下的技术体系探索

Content delivery services for 
multiple devices and networks 
in Japan

王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工程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会长。曾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
技司副司长，电影局副局长，广播科学研究院电视所所长。在广
播影视技术领域先后从事过高清晰度电视、数字电视、数字电影
技术标准、移动多媒体广播、下一代广播电视无线网和媒体云的
研究与应用，获得过多项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创新一等奖、突出贡
献奖。近年来，主要从事国际传播领域的新媒体技术建设和管理
工作，主持 NGB-W 无线工作组、广电媒体云技术产业联盟等研
究试验和产业推进工作。

自 2015 年起，Satoshi Miyaji 博士担任日本 KDDI 公司娱乐
业务发展部的总经理。他负责的是内容传送业务，例如，视频点
播（VOD）、音乐流、电子书等，这涉及 KDDI 公司的多个类型
的网络和终端设备（例如，LTE 智能电话、光纤到户（FTTH）网
络和有线电视网络用的机顶盒（STB））。

在 2014 年以前，他一直负责 KDDI 公司的有线电视业务。针
对一种先进的有线电视机顶盒（STB），他开展了商业开发业务。

王联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会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总工程师

Satoshi Miyaji
博士、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分局（ITU-T） SG9 主席、
日本 KDDI 公司娱乐业务发展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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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顶盒是基于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和技术标准 ITU-T 
J.295 和 J.296 的。

此外，作为一名广播和通信领域（尤其是有线电视网络和服
务方面）的专家，Miyaji 博士还长期参与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
分局第 9 研究小组（电视和声音传输、宽带和有线的整合），时
间长达 20 年。在 2016 年 10 月于突尼斯哈马马特举行的世界电
信标准化全会上，他被任命为 2017-2020 年研究期间 ITU-T SG9
的主席。

The Near Future

克里斯在当前的职位上负责指导通信、财务、人力资源和 IT 
业务等工作 , 同时也负责技术项目的项目管理、Go2Broadband 
业务、认证、测试及评估服务。他尤其侧重中型及小型多业务运
营商 (MSO), 以及与国际有线运营商增进关系 , 建立国际联盟。克
里斯目前是艾玛·鲍恩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 并积极参与各委员会 , 为
多个国内和国际行业贸易协会提供支持。另外 , 他还是科罗拉多州
朗蒙特圣弗兰谷仁爱之家的董事会主席。克里斯于 1997 年加入有
线电视实验室 , 之前他是西方通信公司的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 该公
司位于美国西部 , 是中型有线系统多系统运营商。加入西方通信之
前 , 克里斯曾为“库珀 , 怀特 & 库珀”旧金山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他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学位 , 以优异成绩从斯坦福大学获
得心理学学士学位。

克 里 斯 托 弗 · 拉 莫 斯（Chris Lammers）
美国有线电视实验室 首席运营官

Toni Fiedler
北京动听效率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

MPEG-H: Immersive and 
Interactive Audio for Digital 
TV Broadcast and IP Delivery

Toni Fiedler 先生现任北京动听效率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总经理，也是 Fraunhofer IIS 音频及媒体技术部门在中国和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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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新机遇
---- 新技术条件下寻求广电发展的新模式

网络转型期的广电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2001 年加入华为公司。历任基站拓展部，多省移动产品部经
理，从事运营商 2/3G 项目的运作与拓展。2011 年加入华为企业
业务，从事互联网和广电媒资行业客户的总体解决方案设计，项
目运作与销售拓展，商务运营及品牌建设。对运营商、互联网、
广电整体生态有持续的关注。

1999 年加入 Cisco, 一直在广电和运营商部门。在广电行业，
已经有 18 年以上的从业经验。有丰富的广电行业技术和市场 经验。

现在负责 Cisco 中国广电和媒体行业的技术团体。

王剑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企业业务 BG 广电
媒资业务部 副部长

凌江
思科中国 广电事业部 CTO

地区的代表。他曾先后任职于 Coding 技术公司和杜比公司并负
责业务拓展的相关工作。在此之前，他曾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最
早的能够对 DVD 进行母带制作企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并在索尼
音乐拥有超过 7 年的录音师和产品经理经验。他在德国 Detmold
大学学习声音设计及音乐制作，并在德国 Lueneburg 大学获得了
MBA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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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OS助力大屏新经济

王志国先生，2006 年毕业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计算机
工程系，硕士学位。2007 年出任德国哈曼贝克电子公司软件开
发部项目经理兼主任设计师，主持基于框架结构设计高级嵌入式
导航系统 (Augmented Navigation) 等项目的开发；2009 年回
国加入创维集团，并一手组建创维集团软件研究院，主持开发
COOCAA“酷开”智能大屏操作系统，被称为“酷开系统之父”；
2014 年酷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组建独立运营，王志国先生任董事
长，成为创维旗下公司最年轻董事长；2017 年出任创维彩电事业
本部执行副总裁，并兼任创维集团全球研发中心总经理。

王志国 
创维集团 副总裁、酷开公司 董事长

践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助力
新型智慧城市

吴军，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烽火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光通信、智慧城市、互
联网 + 等领域的产品研发、技术管理、战略研究经历超过 30 年。

担任《武汉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编制组长，工
信部《中国光纤接入发展建议》主编；担任“FTTH 产业链和商业
模式研究”、“40Gb/s SDH 高速光通信系统”、“网络级网络
管理系统”、“综合接入设备”等多个省部级、公司级项目的负
责人。组织编写了烽火公司“十五”、“十一五”、“十三五”
规划。多次获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论
文十余篇，出版 48 万字专著《嵌入式 Linux 系统应用基础与开发
范例》。

吴军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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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广电与安全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6 日  星期四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1  

主持人：谌颖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技术部规划处 副处长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领导致辞

三个着眼，努力推进智慧广电创新发展

智慧广电在社区的应用与实践

智慧广电利器——广电金卡

新 ICT，开启智慧城市美好未来

G20播出保障

云时代下的高速智能光网

有线无线卫星融合网业务应用

午餐

9:00-9:05

9:05-9:30

9:30-9:55

9:55-10:20

10:20-10:45

10:45-11:10

11:10-11:35

11:35-12:00

12:00-13:30

杜百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委 副主任

曾庆军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刘九评  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立志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总监 

周宏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裁

郝军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 总经理 

王叶青  上海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聂明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有线
所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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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致辞

安全播出是永恒的任务

多维度数据分析在融合媒体云安全体系中的应用

从中华云建设实践引发的云安全思考

广电行业“融合安全，立体防御”信息安全建设思路

基于数据驱动的媒体融合安全防护思路

多网融合环境下的网络安全思考

智慧广电与安全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6 日  星期四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1  

主持人：张瑞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副总工程师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万物互联，情报先行 -- 基于威胁情报的物联
网威胁检测系统

13:30-13:40

13:40-14:10

14:10-14:40

14:40-15:10

15:10-15:40

15:40-16:10

16:10-16:40

16:40-17:10

孙苏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 副司长

徐军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沈传宝  中新网络信息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吴敏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曾志峰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安全专家

陈隆沛  360 企业安全集团广电媒体行业 技术总监

王跃武  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 岗位
教授、副研究员

汤旭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高级安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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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云”探索实践中的思考

用户·数据·内容

愿景到实现，从云计算到雾计算

广电媒体融合的新实践

云服务助力中央厨房的建设

融合媒体 智慧先行——中国蓝云平台架构解析

午餐

媒体融合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6 日 星期四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2 

主持人：顾建国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 副台长 / 副总经理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9:00-9:25

9:25-9:55

9:55-10:25

10:25-10:55

10:55-11:25

11:25-11:55

11:55-14:00

吴敏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舒文琦  北京新奥特云视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黄斌  腾讯云视频业务 产品总监

杨勇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副总裁

毛烨  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林聪  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区 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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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媒体融合发展

AWS媒体行业云生态及主要应用案例

支持超高清的下一代 IP化广播电视系统应用

多态媒体云助力广电融合媒体大发展

媒体融合时代，如何提升核心竞争力？

互联互通 ,多元融合
——“全网视”助力广电业务融合

媒体融合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6 日  星期四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2 

主持人：吴敏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乔小燕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

马俊强 (Matthew Ma)  亚马逊云 (AWS) 北亚区 总经理

李丞驰  思科中国广电事业部 技术总监 

陈寒  新华三广电系统部 总工程师

帅富元  北京视达科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胡冰  中广电传媒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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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致辞

广电无线媒体融合发展路径

互联互通平台与移动交互多媒体广播

广播电视无线频率规划

国际无线广播新标准关键技术介绍

底部绝缘中波天线与调频天线共塔发射

数据引擎驱动广电大数据运营

午餐

广电无线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6 日 星期四 

地点：黄龙饭店 珍珠厅 

主持人：刘骏 广电总局规划院无线研究所 副所长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09:00-09:10

09:10-09:40

09:40-10:10

10:10-10:40

10:40-11:10

11:10-11:40

11:40-12:10

12:10-13:30

王效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总工程师 

王联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总工程师 

曾庆军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雷雷  广电总局规划院无线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管云峰  国家数字电视工程研究中心 总经理 

陈燕武  北京中天鸿大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戴泰来  阿里云上海政企事业部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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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广电无线网络

推动广电无线网络智能化大数据应用

雪亮工程解决方案

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打造社区大脑

WiCast 网络节点体系与应用

物联网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

广电无线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6 日 星期四 

地点：黄龙饭店 珍珠厅 

主持人：刘骏 广电总局规划院无线研究所 副所长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丁子阳  中兴通讯 新业务市场总监 

 

乔三军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戴懿贺  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陈立德  上海佰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徐海  利尔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向火荣  诺基亚通信系统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方案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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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致辞

主持人介绍专家评委和决赛规则

参赛团队上台演示项目

评委打分，现场互动抽奖

领导总结讲话

宣布比赛结果和颁奖合影

第一届TVOS应用创新开发大赛议程
日期：11 月 16 日 星期四 上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3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8:50-8:55

8:55-9:00

9:00-11:30

11:30-11:40

11:40-11:45

11:45-12:00

孙苏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 副司长

盛志凡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总工程
师、中国 TVOS 工作组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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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智能时代下的视频终端

甘肃广电基于TVOS2.0 下的业态应用及发展 

TVOS工作进展报告

芯片高效支持智能操作系统TVOS及其发展

基于TVOS的安全管理平台

智能终端助力广电媒体融合

TVOS智能电视终端产业化推进讨论会

国网与河南有线签约仪式

TVOS与智能电视终端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6 日 星期四 下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3 

主持人：解伟  广科院电视所 所长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4:1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35

15:35-15:50

15:50-16:05

16:05-17:30

14:00-14:10

刘进  中国广电终端公司 筹备组负责人

王永生  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东海  上海兆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总监

孙喜庆  北京永新视博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张卫  浙江浩渺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

刘九评  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总经理
广电智能终端产业联盟 轮值会长

盛志凡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总工程
师、中国 TVOS 工作组 组长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公司与广电智能终端产业联盟联
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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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双向运营之“道”

面向超大带宽的 IPON万兆全业务网络和技术

如何平滑迁移到DOCSIS 3.1

应“势”构建智融网络，顺“势”联接广电未来

C-Docsis2.0 标准规划思路

MoCA 2.5G接入网 -实现广电同轴千兆宽带接入

江苏有线宽带发展与Hinoc 试点情况

广电宽带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7 日 星期五 上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3  

主持人：聂明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

              院有线所 副所长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9:00-9:25

9:25-9:50

9:50-10:15

10:15-10:40

10:40-11:05

11:05-11:30

11:30-11:55

陆忠强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裁 

李力  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顾问 

周强  Arris G 澳际系统架构师、博士 

曹凌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电行业解决方案经理 

徐江山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Mark Jiang  迈凌（上海）微电子有限公司亚太地区 销售总裁 

许如钢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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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TH接入网工程建设探讨

基于DOCSIS3.1 的千兆接入网络规划建设与智能运维

统一标准，分级管理——江苏有线工程三级管理介绍

基于MoCA + Wi-Fi 技术构建智能家庭网

接入网网络优化探讨

广电网络高效运维的探索和实践

讨论交流

着力农村板块，快速网络覆盖 -多彩贵州广电云
‘村村通’‘户户用’工程介绍

广电工程与运维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7 日 星期五 下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3 

主持人：唐文伟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3:55

13:55-14:20

14:20-14:45

14:45-15:10

15:10-15:35

15:35-16:00

16:00-16:25

16:25-17:25

刘昕  北京歌华有线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

尹攀  太平洋宽频带通讯公司（PBN）产品经理

张见  凌云天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明龙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部业务主管

胡进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规划建设
部 经理 

金亮  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经理 

雷振  深圳市天威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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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HDR标准制定工作进展 

国际HDR与内容保护发展趋势

ChinaDRM生态体系建设

休息

DRM技术展望 -区块链与内容保护

打造高价值内容健康流通生态

在消费者设备上实施和部署ChinaDRM解决方案

密码云服务与ChinaDRM

超高清电视与版权保护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7 日 星期五 上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2 

主持人：田忠 中国广播影视数字版权管理论坛 副主席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9:00-9:20

9:20-9:50

9:50-10:10

10:10-10:20

10:20-10:45

10:45-11:10

11:10-11:35

11:35-12:00

郭晓强  广播科学研究院 电视技术研究所  副所长 

Ian Harvy  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 高级副总裁 

郭沛宇  广播科学研究院 所长

洪钧  北京永新视博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  CTO

谢勇  爱迪德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卢旻盛  Trustonic 大中国区 销售副总裁

李国  北京江南天安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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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致辞

人工智能和智慧社会

智慧健康养老政策解读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实践与思考

多规合一：智慧城市规划的基石

基于MoCA+Wi-Fi 技术构建智能家庭网

浙江省数字家庭产业与应用促进会圆桌论坛

智慧家庭与智慧城市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7 日 星期五 下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2  

主持人：赵志峰  浙江省数字家庭产业与应用促进会 秘书长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3:40

13:40-14:05

14:05-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7:00

魏振华  浙江省经信委电子信息行业管理办公室 主任

杜百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委 副主任

吴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研究所 处长

杨春立  赛迪智库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毋宗良  凌云天博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程朴  北京华易智美城镇规划研究院

         广州奥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规划高级工程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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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急广播技术体系

智慧广播，应急服务

浙江省应急广播发布与监管

应急广播标准规范及技术工作进展

应急广播在广电建设的思路分享

媒体融合时代应急广播新需求和解决方案 

广电公共服务与应急广播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7 日 星期五 上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1  

主持人：李晓鸣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信息技术

研究所 副所长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9:00-9:30

9:30-10:00

10:00-10:30

10:30-10:50

10:50-11:20

11:20-11:50

孙苏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 副司长

李翔  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公共服务处 处长

方土富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监测中心 副主任

赵镜平  数码视讯科技集团应急广播事业部 副总经理

章惠来  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李晓鸣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信息
技术研究所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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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媒体技术展望与思考

产学研用融合创新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7 日 星期五 下午  

地点：黄龙饭店 水晶宫 1  

主持人：张解放  浙江传媒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院长、教授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00-13:30

杨勇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裁

胡惠君  中国美术学院 教授

沈浩  中国传媒大学 教授

田锦  金陵科技学院网络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胡一梁  浙江传媒学院大学生创新中心 总工、教授级高工

施玉海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互联网视
听技术研究所 所长、教授级高工

媒体融合的广电方案

艺术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实践

融媒体时代的数据新闻与可视化传播

5G技术与媒体产教融合模式创新

媒体产学研用生态系统构建与教学实践

校企合作与协同育人对话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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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欢迎词

助力“智慧神农”，华数融合视频平台在路上

华数宽带服务产品的“速度与激情”

签约仪式

合作伙伴联合发布仪式

集客案例大赛颁奖仪式

圆桌论坛  对话主题：有线网的新征程

乔小燕  华数传媒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

沈涛  华数传媒互动电视技术部 总经理   

南昌广电与华数传媒战略合作

华数内容、平台、技术合作伙伴代表

全国十家广电网络公司获奖代表

主持人：曾会明

陈虹  华数传媒互动电视事业部 副总监兼互动电
视运营部 总经理  

丁汀  华数传媒全国营销运营中心 副总监兼全国
运营服务部 总经理

郑晓东  华数传媒平台运维部 副总经理兼云宽带
技术部 经理

JUST FOR FUN
——以用户为核心驱动的运营体系

“去糟粕，见精华”
华数市场运营解决方案助力广电运营商

广电市场营销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7 日 星期五 

地点：黄龙饭店 珍珠厅 

主持人：李文敏 华数传媒全国市场推广部 总经理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9:00-9:10

9:10-9:35

9:35-10:00

10:00-10:25

10:25-10:40

10:40-10:45

10:45-10:50

10:50-11:00

11:0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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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旋  福建广电网络漳州分公司集客部 经理    

赵玉军  云南广电网络大理分公司市场经营管理
部 副经理

王建丰  中广有线柯桥分公司网络管理部 经理  

姜韬  山东广电网络潍坊分公司集客部 副经理

李敏妍  广东广电网络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副总经理

胡华国  河南有线集团集客事业部 总经理

栗瑞玲  河北广电正定分公司 总经理 

雷远红  湖北广电网络集团客户部 总监

曾会明  中广格兰 董事长

广电集客业务的“村”天可以复制
——智慧城市美丽家园项目

抓住碎片化时间的集客商机
——智能化公交电子站牌项目

抽奖

午餐&休息

抽奖

抽奖&结束

用实力赢得省委副书记的信任
——乡镇四个平台项目

做这个业务可有 59%的利润率
——阳光厨房项目

改变中国住房生态格局的物联网 +项目
    ——住房智慧系统解决方案

互联网 +，让党建节目覆盖千万用户
——河南省“共产党员”电视点播栏目

绿水青山就是广电的金山银山
——智慧全域旅游项目

如何从运营商环伺中虎口夺食
——电信普遍服务项目

营销管理：保用户、增收益、提效率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1:40-13:30

13:30-13:45

14:00-14:15

14:25-14:40

13:45-14:00

14:15-14:25

15:10-15:20

16:10-16:20

15:35-15:50

14:40-14:55

14:55-15:10

15:20-15:35

15:5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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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乡镇”论坛 会议议程
日期：11 月 18 日 星期六       地点：乌镇 枕水度假酒店  

主持人：沈子强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主办单位：桐乡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浙江传媒学院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潘敏芳  桐乡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詹成大  浙江传媒学院 副校长、教授

汪国彬  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责任有限公司 领导行业
事业部 总监  

胡毓铭  江苏有线无锡分公司  

徐金坤  桐乡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总经理

林文兵  浙江物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致开幕词

午餐

乡镇文化建设

基于广电“新媒体”的智慧社区（乡村）建设

“广电 +智慧乡镇”初探  

融入互联、智慧引领                                   
桐乡华数借“网”发力  华丽转型“战”市场

“华数小邑”社区服务云平台
——慧生活 惠家园

10:00-10:10

12:00-14:00

11:00-11:20

11:20-11:40

10:10-10:40

11:40-12:00

10:4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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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锡广播电视集团      张殷希、陆建华

作者：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魏小彬、江 宁

作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科院
      席岩、张乃光、王磊、张智军、刘海涛

作者：中央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      王子建

作者：安徽广播电视台      杨 玥、廖志鹏

作者：深圳市天威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邓 刚

作者：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严 奎

作者：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王欣

一等奖：1 篇  

二等奖  3 篇

三等奖  4 篇 

广播电视移动收测后的覆盖场形绘制

基于三网融合的智能网关研究

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方法研究综述

基于媒体融合电视业务的 IMR 交互式混合虚
拟现实环境

安徽中央地数覆盖工程省台节目传输技术方案

深度挖掘 HFC 网络价值的有效方法

有线无线卫星广播电视融合网网络及业务规划
——华数 NGB-W 探索实践

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安全策略

第二十五届媒体融合技术研讨会

ICTC2017 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



38

货物出入口 货物出入口 货物出入口

出口

出口

入口

WC

WCWC

ICTC
新闻发布
活动场所

ICTC
国际
有线
电视
高峰
论坛
展区

5-1
海思

5-2
浪潮

5-3
TVOS
展区

5-4
华为

5-5
吉视
汇通

5-6
瑞斯
康达

5-7
浙江
传媒

5-8
浩渺

5-9
凌云

5-10
成都
华创

5-11
杭州
万隆

5-12
九联

5-13
成都康特

5-14
蓝联

5-15
浙广科技

5-16
江苏亿通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6-10

6-11

6-10

6-13

6-12

6-16

6-17

6-18

6-19

6-15

6-1

研讨会展示平面图
新技术、新产品展示

浙江世贸国际展览中心 5 号馆



39

研讨会展示平面图
新技术、新产品展示    浙江世贸国际展览中心 5 号馆

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TVOS展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浩渺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天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华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工信光电子有限公司

《现代电视技术》

《广播与电视技术》 、广电酷猎

《广播电视信息》杂志社

杭州雷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

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

深圳市西迪特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有线电视》

慧聪广电网

依马狮传媒《传播与制作》

《世界广播电视》杂志

流媒体网

杭州杭淳广播电视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天智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6-1/2

6-3

6-4

6-5

6-6/7

6-8

6-9

6-10/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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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与参展单位简介

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5-1

海思是全球领先的 Fabless IC 半导体与器件公司，致力于提供
“全联接、大视频”的芯片和解决方案，是全球网络连接与超高清“端
到端”视频技术的倡导者和创新推动者。

海思芯片与解决方案成功应用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覆盖通信、智能终端、视频、物联网等多个领域。在通信领域，
海思领跑移动通信技术，领先商用 LTE Cat4、Cat6、Cat12/13、
VoLTE、伪基站防御等技术，为用户提供高速、可信的联接；在智
能终端领域，海思以高性能、低功耗的麒麟芯片和解决方案成就
优异的用户体验；在视频领域，海思推出全球领先的智慧 IP 摄像
机芯片、智慧机顶盒芯片、智慧电视芯片，提供从采集、解码、
显示“端到端”的全 4K 芯片产品和解决方案；在物联网领域，海思
推出 PLC/G.hn/802.11ac/NB-IoT 组合产品，构筑家庭和各行业“全
覆盖、全联接”安全通道。

海思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在北京、上海、成都、武汉以及新加坡、
韩国、日本、欧洲等地设有办事处和研发中心，拥有 7000 多名员工。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与积累，海思掌握了国际一流的 IC 设计与验
证技术，拥有先进的 EDA 设计平台、开发流程和规范，已经成功
开发出 200 多款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共申请专利 5000 多项。此
外，海思还与全球优质合作伙伴建立了良好关系，拥有成熟稳固
的晶圆加工、封装及测试合作渠道。

海思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品质好、服务优、响应快速的芯
片及解决方案，以客户需求为己任、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基地 D 区 

邮编：518129

电话：+86-755-28780808

网址：www.hisili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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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TVOS应用创新开发大赛展区

5-2

5-3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 号浪潮科技园

电话：+86-531-85105316 / 85105318 

传真：+86-531-85105300

网址： www. Inspur. com

浪潮是中国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提供商，已经形成涵
盖 IaaS、PaaS、SaaS 三个层面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能力，凭借浪
潮高端服务器、海量存储、云操作系统、信息安全技术，为客户
打造领先的云计算基础架构平台。

浪潮拥有四家上市公司，业务涵盖云数据中心、云服务大数
据、软件与集成、企业软件四大产业群组，并分别与爱立信、思科、
微软、IBM、LG 等世界 500 强建立高科技合资企业。在全球超过
110 个国家和地区，基于浪潮政务、企业、行业信息化软件、终端
产品和解决方案，已全面支撑智慧政府、企业云、垂直行业云建设。

依托云计算、大数据优势，以及创新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能力，
浪潮深度聚焦全球 TV & Media 市场，致力于为广电、电信及新媒
体运营商打造基于新型智能终端、智慧语音、移动 APP 和个性化
电视的融合新生态。在探索“广电智慧 +”生态圈的过程中，为千万
用户家庭带来全新的电视服务与使用体验。

浪潮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发展动力，除总部研发外，已经
在台北、美国、深圳等地分别设立了数字媒体研发中心和实验室。
目前，浪潮已在亚、非、拉美等多地开展数字电视国际化业务合作，
实现媒体云平台系统和终端机顶盒等全线产品的输出。

为加快构建 TVOS 应用生态，推动 TVOS 应用创新，TVOS
工作组会同 ICTC 组委会共同举办“首届中国 TVOS 应用创新开发
大赛”。大赛于 2017 年 3 月启动，经历项目征集、培训、开发、测试、
初赛等阶段，最终选出一批优秀的 TVOS 应用进入决赛。本展区
将集中展示本届大赛优秀成果，体现 TVOS 丰富应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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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4

5-5

地址：深圳龙岗区坂田华为基地

电话：400-830-8300

网址：http://e.huawei.com/cn/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 解决方案供应商，专
注于 ICT 领域，坚持稳健经营、持续创新、开放合作，在电信运
营商、企业、终端和云计算等领域构筑了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优势，
为运营商客户、企业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有竞争力的 ICT 解决方案、
产品和服务，并致力于未来信息社会、构建更美好的全联接世界。
目前，华为约有 18 万名员工，业务遍及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服务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 8 号院金伟凯大厦 3 号楼北区 4 层

电话：+86-10-63702263

传真：+86-10-63767931

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的一个多元股份高科技企业。公司注册于北京丰台高科技园
区（中关村丰台科技园区），注册资金 1.52 亿，其主要业务为：
开发、生产和销售光纤网络条件下的数字电视、网络电视、智能
家居、智慧城市、系统平台、接入网关、多媒体终端等电子产品
和网络产品；开展智能芯片和系统应用软件的研发与销售；提供
相关的设备系统集成和应用系统集成；系统整体运行服务及配套
运营服务。

公司宗旨：以广电网络光纤入户为目的，创新性提出 IP 广播、
IP 数据的光纤入户新技术、新方案，研究制定前端到终端的创新
技术和标准，推进创新技术的产品化和产业化。实现三网融合网
络设备、家庭智能网关、智能终端的规模化生产，为推动广电网
络的互联互通，向智能家庭、智慧城市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公司理念：求实创新、追求卓越。把企业打造成中国广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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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高新技术的研发中心，为广电网络的创新发展和多功能服务，
提供高品质的网络产品和技术支撑。

公司以多项技术专利和核心技术为基础，由运营经验丰富的
职业经理人和锐意创新的资深技术团队带领，开发出多款高技术
智能化产品，服务于我国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能社区、智能
家庭建设。吉视汇通将成为中国数字电视和网络视讯领域一支重
要的创新力量，进一步推动广电网络的技术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
步。

5-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

          （中关村软件园）东区 11 号

邮编：100094

电话：+86-10-82884499

传真：+86-10-82885200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愿景 :
成为国际一流的接入设备供应商、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

使命 :
聚焦客户业务和需求，满足差异化接入需求，以专业的服务和解
决方案持续帮助客户创造价值

核心价值观 :
创新务实 开放进取 客户价值至上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内光纤通信接入设备
的领军企业，致力于为全球电信运营商、广电运营商及行业专网
用户，提供接入层网络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改善收益、提升网络
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实现商业成功。自 1999 年成立以来，
瑞斯康达在有线接入网、光传输网、无线接入网络等方面均有良
好表现，曾连续三年被评为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 500 强”企业，
常年位列“中国光传输与网络接入设备最具竞争力企业 10 强”、“中
国通信产业榜通信设备技术供应商 5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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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媒学院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
建高校，目前已初步形成以传媒类和艺术类专业为主干，艺术学、
文学、工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教学仪器设备总价值达 3.3 亿元。目前学校拥有播音主持综合
实验室等 50 个实验室；22 层演播大楼拥有各种规格演播厅 17 个，
是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于一体的广播电视节目生产
基地。学校与全国广电系统合作，建立 251 余个产学研实践教学
基地。秉承“敬业、博学、求真、创新”的校训，本着立足浙江、面
向全国、紧贴传媒、服务社会的宗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浙江传
媒学院正以昂扬的姿态，向着以培养广播影视和文化创意人才为
重点，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传媒大学的目标阔步前进！

5-7

5-8

浙江传媒学院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天马路 79 号华数白马湖数字电视产业园 E8

电话：+86-571-88021062

网址：http://www.haomiaokj.com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学源街 998 号浙江传媒学院

邮编：310018

网址：www.zumc.edu.cn

联系电话：+86-571-86832635

联系人：兰莹   

浙江浩渺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浩渺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浙江华数、北京世纪奥通、
数投融曜投资正式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合资成立的一家股份制技术
公司，公司提供 TVOS 终端集成整体解决方案、视频会议整体解
决方案、全流程移动协同办公整体解决方案、富通信平台及其方
案级 SDK 开发套件、基于智能终端的增值业务软件开发等产品和
服务。帮助政府、大型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合作伙伴快速搭建
适应未来的运营级协同平台及通信系统，合作伙伴及最终用户可
将所需的协同 SDK 深度嵌入自身应用或运营平台中，实现快速开
发及灵活定制。标杆客户包括中央某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某委、
中国华住集团、北京联通、人民网、中冶海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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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翠湖南环路 13 号院

          7 号楼知识理性大厦

电话：+86-10-5234-8500/8600

传真：+86-10-5234-8649

网址：http://net.lusterinc.com/

凌云天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凌云天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在二十三年
时间里，全体员工付出了艰苦卓越的努力，积极参与到有线运营
商网络改造建设中，逐步发展成为业务覆盖 30 个省份、200 多个
城市的全国领先的光纤 + 同轴综合解决方案和产品的公司。

凌云天博以推动有线电视网络行业发展为己任，通过提供领
先的 FTTB、FTTH 超宽带光纤 + 同轴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和产品，
助力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打造 99.99% 高可靠性超宽带综合接入
网，为客户业务保驾护航，持续为客户和行业创造价值。

凌云天博拥有总裁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市场营销部、财经
管理部、供应链管理部、流程与信息化部、行政管理部、质量管
理部完整的 4+4 业务平台，全力打造市场营销、产品研发、交付
供应链、质量管理的业务拓展平台，服务客户，赢得竞争，实现
持续发展！

凌云天博拥有完善的研发团队，包含 20 余人产品测试团队，
18 余人硬件设计团队，35 余人软件测试团队，12 余人网管测试团
队，这是一支具备专业测试技能的规范化团队，完善的测试流程、
规格审查、方案设计及执行端到端追踪闭环改进，追求零缺陷交
付品质；我们拥有行业领先的交付能力，生产能力每年达 300 万台；
我们拥有高品质的关键部件供应合作伙伴，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

凌云天博公司营业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公司 10 年内主营业务
收入增长了 20 倍，公司净资产增加了 20 倍。2014-2016 年收入
复核增长率 52%，2016 年产值突破 3 亿元，2014-2016 年三年平
均销售利润率 8%，盈利水平稳健。我司为银行信用 3A 等级证书
单位，无不良财务记录，注册资金 8750 万，现金流量良好。

2016 年 11 月 1 日，凌云天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839320）正式入市交易，意味着凌云人正式开启了资产证券化与
融资国际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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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天博公司多年来硕果累累，拥有实用新型发明、软件著作、
外观等 20 项专利，专利申请受理中 13 项，软件著作权 5 项，成
果转化证书 9 项，多次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发明创造、百佳产
品等荣誉，并连续多次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所属集团公
司获有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
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科技创新奖二等奖、瞪羚计
划重点培育企业、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海淀区百优企业、海淀区
创新企业等荣誉奖项。

凌云天博公司多名技术专家参与 1 项国家标准（网管国标）、
2 项行业标准（数字链路标准 & FTTH 标准）的制定；积极参与广
电总局“家庭信息中心”2 项工作组的研究工作；跟踪国际技术标准
进展，先后参与国际 EPON、10G EPON、EPOC、MoCA 等标准
制定工作。

公司坚持以客户中心、研发中心、交付中心、职能为基本的 4
轮驱动体系，企业组织平台建设以战略、组织、流程、绩效四位一体，
通过战略牵引，强化绩效管理，完善组织和流程，确保组织目标
达成。凌云天博产品全流程实施 IPD 开发 , 建成纵向项目管理、横
向资源管理的矩阵式管理模式，从产品需求导入 - 开发 - 验证 - 试
产 - 结项转生产，全流程有效把控项目进度与质量。公司持续改进
生产和质量工艺，贯彻实施作业标准化，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
实现产品年返修<0.4%的行业先进水平，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
满足市场的快速增长的需求。

企业理念

使命 MISSION

有线网络，无限光明！为广电运营商建设 99.99% 可用性的
FTTx/H 有线电视接入网！

愿景 VISION

成为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成为国际水
平的现代高科技企业！

核心价值观 VALUE

以推动广电行业发展为己任，集体艰苦奋斗，创造高品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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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12 号学府花园书香榭 16—18 层

邮编 :  610000

电话 : +86-28-85231888

传真 :  +86-28-85235066

电邮 :  lym@chinacreate.com

网址 :  www.chinacreate.com

联系人信息：李杨梅 13981811062

成都华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创公司自 2000 年 09 月 18 日成立以来，一直以“引领广电
发展潮流、打造三网融合的广电网络”为己任，现已成为全国广电
行业最具影响的专家咨询公司、规划设计公司、培训学校、广电
建设商和广电服务商之一。

华创公司致力为广电运营商的发展提供研究和服务，特成立
了广电研究院、广电设计院、广电培训学校，为广电运营商的运
营和管理、网络规划与建设、人才培养与技能提升提供最优质的
服务。

华创公司为广电运营商还提供最专业的咨询服务、最前瞻的
规划设计、最实用的培训服务、最可靠的技术保障、最规范的工
程建设和最适合软件产品，还提供电信级城域网，双向网，传输
网的网络建设。

华创公司致力于与广电运营商共同进步和发展，坚持不懈地
立足于中国广电市场，成为广电行业最有价值的战略合作伙伴。

ICTC2017 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议程5-11

地址：杭州萧山瓜沥工业开发区友谊路 27-1 号万隆光电

邮编：311200

电话：+86-571-82553307

传真：+86-571-82554407

网址：www.prevail-catv.com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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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光电，一个科技创新的企业，正以卓越的信息技术不断
推动着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引起全球广播电视行业的瞩目。

在中国制造 2025 和工业 4.0 的智能制造愿景下，公司对现有
装备进行全方位的提升改造，引进多条行业内先进的自动化生产
线，同时采用物联网管理系统，对产品加工过程进行信息化采集 ,
实时监控管理，从而确保了产品品质的一致性与可靠性。

产品覆盖了 CATV 系统的数字前端设备，1550nm、1310nm、
数据光纤传输设备，RF 系统传输（双向）设备以及宽带通讯设备
G/E PON 等，拥有十多个系列，一百多个规格， 相继通过质量体
系、环境管理体系等多项资质认证，同时被授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省级重点研发中心、浙江省著名商标等荣誉称号！ 销售网络遍及
全国，并出口到欧洲、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全球客户青睐。

公司力图打造中国有线电视及数据通信产品最佳品牌，成为
国内乃至世界的广播电视传输类产品生产和研发基地。为客户提
供高水准的服务，走国际化品牌之路。万隆光电，愿和您一起创
造更大商业价值！

ICTC2017 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议程5-12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南高新技术产业园惠泰路 5 号

电话：+86-752-5853999-8596 /13502280042   

邮箱：wenjuan.liang@unionman.com.cn

网址： www.unionman.com.cn 

联系人：梁文娟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专注于智
慧家庭、智慧城市、人工智能机器人三大领域的产品、技术及服
务提供商。现有员工 1000 多人，其中研发团队超过 400 人，为国
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时至今日，公司产品已覆盖全国
30 多个省市区，并成功开拓了南美、中东、欧洲、美国等海外市场。

九联科技拥有包括发明专利在内的 500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2003 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016 年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是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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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三路 9 号

电话：+86-28-85362299

网址：http://www.ktcatv.com  

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广播电
视设备 ( 含 CATV 及宽带网络设备 )、xPON 网络设备、智能 IP 广播、
无线发射及传输设备、广电网络测试仪器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工程设计、安装及服务的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自 1992 年成立以来，历经二十五年发展，康特已经成为
广播电视行业的领军企业。公司拥有一支理论深厚、经验丰富、
敢于探索的科研队伍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队伍。其研发、生产能
力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拥有 50 多项专利（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40 多项），14 项软件著作权、13 项软件产品登记，同时申请发明
专利 13 项（已经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

公司拥有科研生产基地 6 万多平方米，产品门类齐全，产品
研发技术始终处于行业前沿；各技术专业研究所装备的各种测量
仪器数量充足齐全。现建有 6 条 SMT 贴片自动化连续生产线和 3
条波峰焊生产线、12 条现代化规模的总装流水线和其他仪器类生
产的特种生产线、具有品质保障的环境实验室、产品老化实验室
等专业环境条件。康特品牌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已成为替代
进口的国货精品，并已出口欧美等三十多个国家。2016 年中标国
家广电总局央视数字覆盖一期、二期工程，共为四川、云南、贵州、
重庆、新疆、北京等省市提供数字发射机，产值突破亿元大关，
进入无线覆盖产品发展的高速期。

康特产品定位于高质量、高指标、高稳定性，生产全过程进行
严格的全面质量控制。康特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体系

建了“国家广电总局有线数字电视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先后多次
入选“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 100 强”等称号。

公司坚持以技术与产品珠联璧合、信誉与服务一言九鼎的核
心价值观服务社会，“成为受社会和同行尊敬的公司”是九联人的愿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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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现正在进行 OHSAS18001
的认证；软件成熟度认证 CMMI-3；华为联合设计制造 JDM 合作
伙伴。

公司作为全国标准委会委员单位，负责起草了《有线电视可
寻址终端用户管理系统控制器入网技术条件和测量方法》、《HFC
网络传输物理通道上行技术规范》、《HFC网络设备管理系统规范》、
《数字电视用户管理系统功能要求和接口规范》和《有线数字电
视系统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等十多项国（行）标系列标准。

公司致力于广电网络接入网综合解决方案及广播电视无线传
输解决方案，为广电网络接入网提供硬件、软件和技术服务，产
品和服务包括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广播电视无线发射设备、无线
数字覆盖设备、广电网络宽带接入设备、网管系统、网络设计优
化及综合业务服务，主要应用于广电网络接入网的建设、双向化
改造、优化升级、运维管理和增值应用服务，是“三网融合”、“宽
带中国”政策背景下广电网络双向化改造和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
的设备和技术服务提供商。

ICTC2017 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议程5-14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 451 号芯图大厦 19 楼

电话：+86-571-28190888

传真：+86-571-28190666

网址：www.lancable.cn

浙江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蓝联科技”）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提供有线电视双向网络改造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在新三板上市，股票代码为 835202。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与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团队，并积
极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网络传输技术，研制、开发、生产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技术与产品，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解决方案。且
公司参与广电行业标准制定，是 C-DOCSIS 标准组成员。

创 新 成 就 品 牌， 蓝 联 已 成 功 研 发 出 基 于 C-DOCSIS 的
MiniCMTS 系列和 CM 系列产品；基于三网融合应用的 EOC 系列
和面向未来的数据传输系列产品，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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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来，蓝联合作过的广电网络公司覆盖浙江、江苏、福建、 
广东、广西、重庆、贵州、四川、湖北、河南、山西、北京、天津、
宁夏、黑龙江等 20 多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远销俄罗斯、捷克、
阿根廷、 越南、 台湾、 印度、加拿大等海外市场。

公司的基本经营理念：继续做大做强主业，定位于广电双向
网络改造。坚持自主研究开发，满足客户需求和提升品质。强调
运作管理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效益。   

放眼未来，蓝联将以雄厚的技术为支撑，以持续的技术创新
为动力，以让每个人都享受数字网络生活为目标，继续缔造属于
蓝联科技新传奇！

ICTC2017 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议程5-15

地址：杭州市文一路西斗门科技工业园区 16 号楼 A 座

邮编：310012

电话：+86-571-88936068  88861818

传真：+86-571-88861082  88863191

浙江省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浙江省广播电视科学研究
所为主体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有线电视设备产业为核心，
将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与互联网的融合技术为研究重点，致力于
光纤到户（FTTH）网络、有线电视网络设备的研制和生产。

公司顺应“三网融合”发展潮流，积极投身于有线网络宽带网络
建设，自主研发数字前端、FTTH 设备、宽带传输设备、有线电视
网络管理系统等一系列宽带网络传输设备。公司将坚持以“诚信、
务实、创新”的企业精神，为行业用户提供高端技术和完整解决方案。

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和稳健的经营作风，在各级领导的
关怀和支持下，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经营策略、强调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来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效益，努力提升产品和服
务质量，以高科技产品推动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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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江苏省常熟市通林路 28 号         

电话：+86-512-52818008

网址：www.yitong-group.com

联系人：顾玉华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创
业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300211），也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广播电视“十大传输民族品牌”企业、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理
事单位。公司总资产超过 5.9 亿元，年销售收入超过 2.5 亿元。员
工 400 余人，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 30%。

亿通科技的产品涵盖 1550nm、1310nm 系列光传输设备、
860/1000MHz 光工作站、双向放大器、无源器件、EPON、EOC
产品、HFC 网络管理系统等。公司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均获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入网
证书，部分有源产品取得 3C 认证，多项产品曾获国家级新产品称
号。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拥有专利权共 138 项，
其中发明专利 1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 项、外观设计专利 109 项，
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1 项，同时公司还掌握了 10 多项核心关键
技术。

公司占地面积 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3 万平方米。配备有
包括 15 台进口高速自动贴片机、8 台回流焊机、6 台波峰焊机、9
台丝网印刷机等在内的各类先进设备工装和 30 余条流水线，具有
400 万套（件）的年生产能力。拥有国内外先进测试设备、仪器
200 台 / 套，能确保产品质量和性能。

公司研究院设有光电传输设备、数字通讯产品、EPON/EOC
设备、无源器件、软件开发共 5 个研发室，设有省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和研究生工作站，并与南京邮电大学等国家重点院校建立
了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产品研发与销售在行业上居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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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康惠路 16 号 B 座 4 楼

邮编：310014

电话：+86-571-88362117

传真：+86-571-88362115

杭州工信光电子有限公司

杭州工信光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智能广播产品的开发、应
用、推广，有一支从事广播产品研究的专职队伍。

本公司近年来在智能广播方面取得较好成果。分别在四川、
北京、浙江、湖北、河北、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市大力推广。
2015 年至今在湖北全省范围内展开；2017 年江苏也展开了若干个
县，建湖、沭阳、灌南、如皋等地；河北有魏县、平山、武夷、巨鹿、
阜平等地。

我们现在应用的有五大类：

1、TS 流数字应急广播（有线、无线）平台

2、IP 应急广播平台

3、RDS 调频应急广播平台

4、IOB 四模（IP/DVB-C/DTMB /RDS）合一应急广播平台

5、IOB 应急广播平台与图像监控互动

ICTC2017 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议程6-3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 1 号

邮编 : 100789

电话：+86-10 － 85052525/85052526

传真：+86-10 － 85053399

电邮： TVtech@cctv.com

网址 : www.cctvpro.com.cn

《现代电视技术》

《现代电视技术》是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电视专业技术期刊，
其前身是中央电视台从 1989 年 3 月开始创办的内部刊物《电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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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西城复兴门外 2 号

编码：100866

电话：+86-10-86092081

传真：+86-10-86093454

网址：www.lieku.tv

《广播与电视技术》 、广电酷猎

术论谈》，2001 年 7 月全新改版，并更名为《现代电视技术》，
同时由双月刊改为月刊。2002 年 7 月经国家科技部、新闻出版总
署的审查批准，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现代电视技术》关注电视技术的探索与实践，关注高新理
论的形成与发展，刊登的内容主要涉及：国内外高新技术与数字化、
网络化技术；电视中心系统设计、设备选型与维护；电视节目制
作与播出；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新媒体与三网融合；立体
电视 / 超高清晰度电视制作播出；电视发射、接收设备的改造与维
护；卫星电视与有线电视；科技管理、市场动态与业内活动报道。
期刊面向全国各级电视机构和电视技术科研单位，面向所有专业
设备生产厂家和产品开发部门，面向众多电视专业技术人员和业
务管理人员，为广大读者提供大量实用信息，为技术创新提供重
要实践经验。

编 辑 部 电 话：010-85052525/85052526， 发 行 征 订 电 话：
010-85052528

《广播与电视技术》是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广播
电视规划院主办的国家级科技期刊。1974 年创刊，是发布广电科
技政策，反映事业建设成就，介绍高新技术，交流工作经验，传
播科技信息的综合性行业门户期刊。

“广电猎酷”是规划院旗下的互联网媒体平台，致力于为广电行
业提供科技资讯、规划咨询、标准、工程、产品等信息和资源的
连接与服务，打造广电科技新媒体平台。“广电猎酷”荣获 2016 年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颁发的“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百强”，网址：www.
lieku.tv，微信公众号：“广电猎酷”或 lieku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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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馆 1221 室

邮编：100045

电话：+86-10-86093466

传真：+86-10-86093466

《广播电视信息》杂志社

《广播电视信息》杂志社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无线电台
管理局所属国有企业。杂志社旗下出版的《广播电视信息》、《有
线电视技术》杂志均创刊于 1994 年，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
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无线电台管理局主办，杂志内容涵盖
广播影视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以报道国内外广播电视行业最新
技术、产品走向、市场趋势、运营信息为主，具有紧跟技术前沿、
把握市场热点、内容新颖、信息量大、实用性强的特色，报道及时、
全面、准确、深入，是广播电视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权威性学术期
刊。同时，为加强行业交流，提升杂志的影响力，《广播电视信息》
杂志社每年 3 月 CCBN 期间举办“数字电视中国峰会”，每年 11 月
举办“京津沪渝暨全国城市有线电视技术研讨会”，这些会议活动对
推动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6-6/6-7

地址：浙江杭州临安锦南街道上杨路 17 号

电话：+86-571-87938886

传真：+86-571-87938198

网址：http://lttxjs.com/

杭州雷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雷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免熔快速连接系
统研发企业，产品拥有几十项研发专利，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是集科研、设计、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光纤免熔连接技术具有简单简便、提效降本，更具有低插损
高回损数据指标，特别适合广电图像远距离低功率传输，与目前
技术相比提高 50% 以上的施工效率，降低 30% 的综合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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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2 号

邮编 : 100866 

电话 : +86-10-86095614

传真 : +86-10-86094090

电邮 l: wangchao@ccbn.cn

网址 :  www.ccbn.cn/tv

联系人信息： 王超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
（CCBN2018）

2018 年 3 月 22-24 日，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
络展览会（CCBN2018）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行。

CCBN 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广播影视技术设备展览会 , 有
来自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余家参展商，展览面积
60,000 平方米，覆盖 12 个展馆和 1 个室外展场。

CCBN 是中国最大的广电业内人士聚集的行业平台，专业观众
90,000 余人，海外参观机构 300 多家。

作为 CCBN 的开幕盛典，主题报告会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每年发布待业方针政策与发展战略的首选平台。

CCBN 作为《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重点支
持的唯一国家级广电展会，被列入中宣部发布的《文化体制改革
经验 70 例》中。

CCBN 已成为推动广电行业新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国最
大的广电行业政策发布和会议交流平台。

减少 40% 的施工人员，为广电运营商节约数十亿的双光纤网络建
设和维护成本，大大提高广电运营商的竞争力，是广电 FTTH 发展
中最佳的连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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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东路 1 号

电话：+86-10-52055228

网址：www.birtv.com

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
（BIRTV2018）

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BIRTV2018）将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 -25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BIRTV 于 1987 年创办，是引领中国广播影视技术发展潮流的
先进平台，是展示广电先进技术设备和发展成果的理想平台，是
交流先进理念、谋求共同发展的有效平台。三十年来，BIRTV 已经
成为世界排名第三、亚洲排名第一的专业性和观赏性兼备的国际
广播影视展览会。

BIRTV2017 以“融合媒体  智慧广电”为主题，展出规模超过
５万平方米，汇聚 519 家广播影视生产厂家和运营机构，集中展
示一年来广电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 吸引了国内外 56300 名专业
观众。展览会坚持以内容制作为核心，以技术进步为重点，以服
务产业为原则，面向需求展示最新技术，内容涵盖广播影视采集、
编辑、制作、存贮、播出、传输、接收和管理等各个环节，高质
量高效率的节目制作和媒体融合等方面的内容都得到集中展示 .     

6-10/6-11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留仙大道红花岭工业区南 2 区 4 栋 6 楼

网址：www.cdatatec.com.cn 

电话：+86-755-26014710

邮箱：marketing@cdatatec.com

深圳市西迪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迪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提供宽带、语音、
视频接入网络设备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创立于 2009 年，由一批具
有丰富的通讯网络设备研发经验的技术型人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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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地址 : 西安市咸宁西路 28 号

邮编：710049

电话：+86-29-82667813/82664166/82663488（广告部 / 发行部）

 +86-29-82663959 ( 编辑部 )

邮箱：ccatvggb@mail.xjtu.edu.cn

网址：www.ccatv.com 

微信公众号：ccatvcom 

邮箱：ccatvbjb@mail.xjtu.edu.cn（编辑部）

 ccatvggb@mail.xjtu.edu.cn（广告部 / 发行部）

《中国有线电视》

有质量才有口碑！有质量才有传播影响力！有质量才能成为
值得托付的朋友！欲了解有线电视技术的最新发展请看《中国有
线电视》！欲了解数字有线电视技术的最新发展请看《中国有线
电视》！欲了解有线 / 数字电视的产业动态请看《中国有线电视》！
欲解决广电网络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请看《中国有线电视》！
欲拓展并取胜中国广电产业市场请看《中国有线电视》！

基于“国际专业接入网产品制造商”的角色定位，自 2009 年
创建以来，西迪特致力于接入网技术的自主研发，是一家自主研
发、制造、销售公司，设有自主研发技术团队以及独立的生产车
间，公司现有员工 500 多人，占地面积近 10000 平米。主要产品
包括无源光网络 (GPON/EPON OLT ONU)、同轴电缆数据传输、
CATV 光传输等。是业界少数几家可提供完整的全业务、多技术接
入网产品的公司之一。

西迪特如今已成长为全球语音、数据、视频等综合业务传输
产品的领先者。产品推广于国内及国际市场，在国内市场，电信、
广电、驻地网运营商、系统集成商等众多品牌客户已与西迪特建
立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产品销售更是覆盖世界各地，在南美洲、
非洲、东欧、东南亚、亚太地区一百多个国家的运营商网络、企
业网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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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东路 9 号京仪科技大厦 B 座 2 层

邮编：100098

广告电话：+86-10-62298169、8164、8170、8180

发行电话：+86-10-62298148、8348

编辑部：+86-10-62298073

传真：+86-10-62298187

网址：http://www.broadcast.hc360.com/

邮箱：broadcast@hc360.com

上海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000 号长城大厦 501-505 室

邮编：200063

电话：+86-21-51272364、18602162426

传真：+86-21-51272565

深圳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航大厦西座三楼

邮编：518028

电话：+86-755-61326879、13266828693

传真：+86-755-61636886

慧聪广电网

立足广电行业，关注产业发展，推动企业品牌建设，打造全
媒体信息服务商。

慧聪广电网是慧聪网的子网站，是目前中国广电行业全媒体
综合信息服务商，网站作为广电市场专业平台，目标群体覆盖广
电领域生产商、渠道商、系统集成商和用户四大环节，致力于为
各方搭建一个交流、沟通和合作的平台。除了为广电行业用户与
企业提供资讯、产品、技术等多方面的信息服务外，由支付平台
慧付宝、慧聪小贷、慧聪物流平台构建的在线交易服务体系日益
完善，慧聪网在线交易平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与用户的信任
与认可。

2015 年，慧聪广电器材商城正式上线，为行业用户和企业搭
建了一个双方买卖的自由交易平台，促进了广电行业在线电子商
务的发展，为广电客户再度提供了一个推进业务与发展的良好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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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平台。

今天，慧聪广电网拥有 6000 多家企业会员、20000 多名个人
会员、10 万余条产品信息，日均点击次数（PV）超过 75 万次，
日均浏览人数（UV）超过 8 万人。慧聪广电网已经成为广电人士
日常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综合信息服务网站，也是广电人每天必上
的行业网站。

未来，随着信息技术在广电领域的不断应用和科技的交互应
用与发展，慧聪广电网将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智慧社区、智慧城市等领域进行拓展，为广电行业人士打造更宽
领域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6-14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中央花园长乐阁 3B

电话：+86-755-83862930/40/50/60

传真：+86-755-83862920

网址：http://www.imaschina.com

依马狮传媒《传播与制作》

《传播与制作》系依马狮旗下广电暨内容技术媒体平台，集
成月刊（纸媒 / 电子）、网站及微信微博百家企鹅号等自媒体矩阵，
系业内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媒体平台之一，擅长报道全球
广电传媒及内容技术发展及应用的最新信息，覆盖内容制作及传
输链上的近 10 万行业决策者和专业人士，系广电内容行业的必备
伴侣。

依马狮传媒旗下拥有《InfoAV China》《传播与制作》及《电
影中国》三大权威平台，纸媒网站电子新闻微博微信及活动评奖
等多位一体，为广播电视电影专业音频以及专业视听等领域提供
技术及实用信息，纵贯 AV 技术出版从高端到专业的各个娱乐细分
市场。依马狮刊物月总发行量近 10 万册，覆盖人群近 50 万与娱
乐及传媒相关的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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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 号中国铝业大厦 6 层 636

电话：+86-10-68025060

传真：+86-10-68013544

《世界广播电视》杂志

2017 年是《世界广播电视》(IBI) 30 周年。IBI 30 年来 , 一直
与中国广电人携手同行 , 见证了中国广电行业的黄金时代。《世界》
系列杂志一方面将继续正视网络媒体之兴起，坚持办好“大媒体”；
另一方面，将整合资源，办好《世界广播电视》，与时俱进地适
应广电传媒全产业链之新变局，致力为广电科技专业人员提供了
个交流和成长的平台。我们还将与您风雨同舟 , 共同创造属于中国
广电的美好未来。

6-16

地址：北京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 SOHO 现代城 A 座 2802

邮编：100022

电话：+86-10-85895002

网址：http://www.lmtw.com

流媒体网

流媒体网是中国音视频流媒体领域专业、领先的媒体平台，
紧紧围绕大屏生态产业链，长期聚焦 IPTV、OTT、互动电视、智
慧生活、大数据、人工智能、资本和产业政策等领域，在中国互
联网行业媒体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公信力，为产业融合发展做出
了一定的推动。

依托多年的发展，流媒体网目前已经形成了网站、新媒体、
会议、杂志等一系列线上线下的服务体系，并凭借第三方的独立，
在业内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常年合作客户包括三大运营商在内的
300 余家伙伴。由流媒体网主办的千人以上规模的 IPTV/OTT 大屏
生态产业“论道”峰会，是电视新媒体领域集权威与影响力于一身的
行业会议，参会人员涵盖了牌照方、播控方、运营商、技术平台、
终端、内容、应用、芯片、人工智能、AR/VR、资本等全产业链上
下游人士。流媒体网将继续坚持专注、务实、正能量的态度，与
产业携手，共同推动大屏产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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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沈家巷 37 号 4 楼

网址：http://www.hangchun.com/

邮箱：hzhangchun@126.com

电话：+86-571-85354906

杭州杭淳广播电视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杭淳广播电视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从事广播电视
传输发射设备的研制及提供数字广播电视覆盖、系统集成解决方
案的专业公司。是行业内最先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首批取得国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及拥有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产品入网许可证等资质最全的公司之一。公司 1993 年创办以来，
一直致力于广播电视传输、发射设备的研制和开发，在国内外有
着很高的声誉，与此同时，公司非常重视同行业合作，不断地开
拓创新，先后与国内知名高等院校以及国际知名同行业公司开展
科技协作与项目交流，提升了公司的科技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主要产品及服务：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天馈系统的设计、生产、
安装；应急广播、村村响、数字电视单频网组网等方案的优化设计，
信源系统的设计、生产和安装；新一代数字同频广播网的设计、
生产和安装；大中型监控工程系统的设计、安装和施工；精密空
调及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整体机房的设计、安装和施工。 

公司拥有众多从事广播电视设备研制、开发、生产数十年的
工程技术人员及一批从事数字技术、软件设计研发人员，已形成
了一支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科研队伍。近年来，公司在接再励，
引进一批优秀的软件工程师、系统集成及各类监控设计人员，拓
宽了公司的运营平台。同时，公司对人才储备非常重视，先后与
国内众多高校达成协议，成为相关专业的研发基地，吸纳了大量
的后备人才。

公司始终坚持以“创一流品质、以顾客为尊”为方针，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不断创新、研发产品及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二十年
来公司产品遍布国内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二千余县（市）及
万余个乡镇。中标中央及部分省、市的农村广播电视覆盖工程。
2007、2009、2010、2011、2014 年分别中标和实施完成了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无线电台管理局的中央农村电视覆盖工程项目、国
标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项目、移动多媒体广播项目（CMMB）、
青海西新工程项目，2015 年公司中标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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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司的 2015 年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项目地面数
字电视广播发射系统第二批和 2015 年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
化覆盖工程项目调频频段数字音频广播发射系统项目，并远销缅
甸、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蒙古、阿尔巴尼亚国家电视台、
非洲等国家及地区。

为实现公司持续发展，近年来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借助资
本市场、积累综合实力，开展多元化经营、集团化发展，适应时
代与市场的变化，力争做大做强，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

6-18/6-19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仁爱路 99 号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园 D511

公交车站：西交大（步行 3 分钟即到）

电话：+86-512-6591 8682

邮箱：tzt@tianzhitong.net

联系人：季小姐

苏州天智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智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高
科技企业，拥有一支具有多年行业经验的研发与市场团队，致力
于为智慧社区建设与运营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是业内综合实力领先的智慧社区系统方案提供商，拥有
软件开发类相关的专业资质和计算机系统集成、测绘、CMMI 等
各类资质。凝聚了一批软件研发、系统集成及项目管理方面的专家，
主要为客户提供广电智慧社区、GIS 网格管理、基于 IMS 架构的
融合视讯等系统与方案。

依托公司对智慧社区的业务理解与创新能力，秉承全心全意
为客户服务并与客户共成长的理念，公司在蓬勃发展的智慧社区
领域不断取得成功，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同。

未来，公司必将以满足客户需求并与客户共成长为核心动力，
把握契机，持续发展，谱写新的辉煌 !



67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iberhome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o.,Ltd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Skyworth -RGB Electronics Co.,Ltd

特别鸣谢
ICTC 2017组委会特别鸣谢以下大会主要赞助商 (排名不分先后) 。

媒体融合技术研讨会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CONVERGENCE

第二十五届

加速智慧广电建设 促进融合媒体发展

ICT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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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媒体融合技术研讨会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CONVERGENCE

第二十五届

加速智慧广电建设 促进融合媒体发展

ICTC
2017

实物赞助
Gift Sponsorship

会议挂绳
Conference Badge's Strap

会议彩旗
Conference flag

凌云天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USTER Teraband Photonics Co.,Ltd.

Beijing Novel-Super Digital TV 
Technology Co., Ltd

浙江浩渺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Haomiao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北京永新视博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 /  Supporting Media

2017年第二十五届媒体融合技术研讨会得以成功举办, 
感谢各界鼎力支持及友好协助, 更承蒙以下厂商倾力赞助, 特此鸣谢!

项目/ Item LOGO 赞助公司/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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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资料以现场公布为准

共谋广电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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