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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云 计 算 应 用 协 会 

广 东 智 慧城 市 产 业技 术 创 新联 盟 

 

云网融合  数智赋能 

2022 南粤“上云用数赋智”生态峰会通知 

 

会员单位、各“上云用数赋智”供给方和需求方企业: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无论是产业政策、市场导

向、技术创新和应用趋势，还是客户需求、商业模式、用云实践等有

更大变化。其中“上云用数赋智”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各方在努

力推进的工作；“云网融合”、“数据安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高性能计算”、“弹性计算”、“算力一体化”等是其中的热门话题；

在政府的指导下，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的发展引领，

驱动“上云用数赋智”行动纵深推进…… 

政策方面，国家和部委层面今年先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加快

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

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

统计分类（2021）》的印发，从中央顶层规划层面，为推动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上云用数赋智”工作提供了

关键指导。《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继实施，更是从法

律高度为数字经济发展和信息安全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

方案》、《“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的相继出台，推动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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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上云用数赋智”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数据中心、

云、网络之间的协同联动，为进一步的云网融合、算力促进数字经济

发展指明方向。 

在广东省层面，《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重点指出：“发展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

实施数字化转型促进行动，支持建设一批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鼓励

产业互联网平台化发展，支持传统龙头企业、行业骨干企业、互联网

企业建设产业互联网平台，打造形成数字经济新实体，助力产业转型

升级。”《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广东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

作方案》的实施更从行动上支持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为广东数字经济提供支撑保障。《省科技

创新“十四五”规划》也提到科创和云技术发展的方向和基本原则。 

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宏观逐渐到微观落地，上云用数向纵深推进中，

各企业如何抓住机遇？混合云和多云管控逐渐成为企业上云用数的

主流模式，如何更好地开展多云管理？在大规模的上云用数、网络交

互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网络、数据、隐私信息的安全防护？云计算架构

正在以云原生为技术内核加速重构，云原生的应用生态有何进展？5G

网络越趋完善，与云、网、边、端的联动融合，将带来怎样的效用？

“双碳”目标和经营压力下，弹性计算、降本增效等用云实践手段的

效能如何？这些都是产业界值得探讨与合作的深层问题。 

在此背景下，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广东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等单位，将于 1 月 6 日举办 2022 南粤“上云用数赋智”生态

峰会，旨在为政、产、学、研、用、资及社会组织七方提供一个交流

学习、资源共享、供需精准对接的舞台，为了更好地促进产业链上中

下游共拓生态，更为了团结业界的力量共同把握“十四五”新机遇，

拓展“上云用数赋智”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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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地点 

时间：2022 年 1 月 6 日 8:30-21:30 

地点：广州市番禺区节能科技园天安科技交流中心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 

广东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联合主办单位：南方产业智库 

广东广播电视台 

广州风险投资促进会 

广东省高性能计算学会 

支持单位：广东省信息协会 

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 

广东省互联网业联合会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广州市空间地理信息与物联网促进会 

广东睿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广东省区块链产业联盟 

佛山市信息协会 

东莞市信息技术联合会 

珠海市工业互联网协会 

广州大数据产业协同创新联盟 

 

 



中国（广东）国际智慧城市大会系列活动 

4 
 

云网融合  数智赋能 

2022 南粤“上云用数赋智”生态峰会-主论坛 

 

时  间：2022 年 1 月 6 日上午 8:30-12:30                   地  点：广州市番禺区天安科技交流中心 1F 同声传译厅 

主持人：岳浩  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东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常务副主席 

时  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8:30-9:00 签到、出示健康码进场  

9:00-9:05 领导致辞 曾强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二级巡视员 

9:05-9:10 
峰会开幕式 

暨 2022“上云用数赋智”行动仪式 
领导、专家和代表性企业 

9:10-9:30 新基建与人工智能 
徐迪威  广东省高性能计算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广东省云

计算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9:30-9:50 联通云，可信数智云 林兵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云计算部总经理 

9:50-10:10 国企多云管控的构建与探讨 张研  广州工控-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0:10-10:30 零碳智慧城市/智慧园区 贾世健  广东睿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园区事业部总经理 

10:30-10:50 迈向十四五：医院信息化及其建设思路 
王文辉  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信息

中心主任 

10:50-11:10 
摆脱架构束缚，加速云上创新 - 亚马逊云科

技高性能计算云上之旅 
吴金福  亚马逊云科技计算服务高级顾问 

11:10-11:30 职业教育大数据探索与实践 余明辉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11:30-11:45 区域医疗云平台的构建与标准体系建设思路 黄幸青  广州番禺中心医院院长助理    

11:45-12:25 

高峰对话主题： 

1、混合云时代,如何破解多云管理难题?  

2、5G 时代下，云网融合、云边协同、算网融

合一体的应用实践； 

3、全面数字化转型下，如何更好地通过弹性

计算提高云使用率、降本增效？ 

4、国资云、国企数字化转型的看法与见解 

主持人： 

徐迪威  广东省高性能计算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广东省云

计算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对话嘉宾：林兵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云计算部

总经理，黄幸青  广州番禺中心医院院长助理，姚宏兵  天意

有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群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区域技术总监，张研  广州工控-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 

12:25-12:30 合影留念 所有领导、专家和重要企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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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网互联·数智赋能·伴企成长 

2022 云网融合 2.0 应用创新交流会 

 

时  间：2022年 1 月 6 日 13:30-17:30    地  点：广州市番禺区天安科技交流中心 1F数码会议室 

13:30-14:00 签到、出示健康码进场 

14:00-14:10 
主持人开场 

何奕欢  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会员部部长 

14:10-14:30 

专家讲话 

主讲人：徐迪威  广东省高性能计算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4:30-14:50 
联席会长单位致辞 

林兵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云计算部总经理 

14:50-15:20 
主题分享 1：中国联通云联网产品和示范案例分享 

主讲人：曾思祖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云网融合专家、产品总监 

15:20-15:40 
主题分享 2：青云 QingCloud 云网边端一体化架构 

主讲人：张群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区域技术总监 

15:40-16:00 
主题分享 3：有米云-洞察营销大数据，助力企业增长 

主讲人：薛力铭  有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米云首席数据分析专家 

16:00-16:45 N+云：每人自我介绍，分享上云痛点、难点和用云需求；或针对演讲人互动提问 

16:45-17:25 

话题研讨  互动交流  思想碰撞（研讨主持： 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 

以下为重点研讨的话题： 

1、国家的“十四五规划”提到“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在整体社会经济

向数智化转型升级的时代趋势中，企业自身关于数智化转型方面的规划主要有哪些？ 

2、企业“上云”主要有哪些应用场景？可以简单分享自身的优秀案例 

3、在企业需求上云的过程中，客户的痛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4、目前“上云”的应用已经不再局限于互联网领域，企业的生产系统、内部管理系统

均开始“云化”，企业对于安全性网络、安全专网呈现何种需求？ 

17:25-17:30 沙龙总结  合影留念 

17:30-18:30 移步至 1F同声传译厅观看或参与：2021 年度科技风险投资评优颁奖仪式 

18:30-21:30 移步至 2F御苑·尚膳宴会厅参与：2021 年度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评优颁奖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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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数据安全 激活数据要素 释放数据价值  

数据安全与价值赋能论坛 

时  间：2022 年 1 月 6 日下午 14:00-18:00              地  点：广州市番禺区天安科技交流中心 1F 同声传译厅 

主持人：李中华  广东省科协常委、广东省高性能计算学会秘书长，中山大学智能工程学院副教授 

时  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4:00-14:30 领导嘉宾参观展位  

14:30-15:00 签到、出示健康码进场  

15:00-15:10 领导致辞 古伟中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原局长、省政府参事 

15:10-15:30 如何开展政务数据安全防范 周传世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原总工程师 

15:30-16:00 数字建“链”：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实践 

李志坚  国家发改委服务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

家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广东亚太

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 

16:00-16:20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责任界定，规范先行 张莉  广东省互联网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16:20-16:40 高标准、高品质推进数字端州建设 拟肇庆市端州区政数局 

16:40-16:45 
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 

智慧医疗与数据安全专业委员会揭牌成立仪式 
相关领导、专家、医院和企业嘉宾 

16:45-17:00 新时期数据安全治理思路与落地实践 杨归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专家 

17:55-17:15 企业数据安全建设方法和思路 
王卫东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咨询与

解决方案部总经理 

17:15-17:20 大湾区云物大智链投融资服务平台成立仪式 相关嘉宾 

17:20-17:50 

2021 年度科技风险投资评优颁奖仪式 

2021 年度风险投资风云人物 

2021 年度风险投资十佳服务机构 

2021 年度科技创业先锋奖 

2021 年度风险投资示范案例 

颁奖嘉宾： 

石鹏飞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副巡视员 

 

领奖嘉宾：相关获奖企业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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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划  新思路  新机遇  新生态 

 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年会 

 暨 2021 年度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评优颁奖盛典 

17:50-18:30 

圆桌对话主题： 

1、数据安全的前沿技术、产业前景？ 

2、在各种新的政策法规（如《数据安全法》）

下，数据如何更好地合法合规交易、释放价值？ 

3、如何运用海量数据进行数字化产业分析，推

动数字建‘链’？ 

对话主持：李志坚  国家发改委服务业专家咨询

委员会专家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 

参与嘉宾：卢烨  广东数字政府研究院数据发展

部主任、蒙圣光  广东东华发思特软件有限公司

总裁、黄渊球  广东睿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慧

园区事业部副总经理、杨归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解决方案专家、王卫东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战略咨询与解决方案部总经理 

时  间：2022 年 1 月 6 日 18:30-21:30                          地  点：天安科技交流中心 2F 御苑·尚膳宴会厅  

时  间 主  题 具体内容 

18:30-18:35 开场 
主持人：广东省车联网产业联盟刘绍伟 

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徐璐瑶 

18:35-18:40 领导嘉宾介绍  

18:40-19:05 晚宴冠名单位领导致辞 陈永安  美的置业珠三角公司副总经理产业园公司总经理 

18:45-18:50 晚宴酒水赞助单位介绍 贵州白水杜康酱酒有限公司 

18:50-19:05 祝酒环节 岳浩   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秘书长 

19:05-19:25 会员牌匾、证书颁发仪式 
颁发嘉宾：岳浩   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秘书长 

上台嘉宾：相关会员单位  

19:25-19:55 抽奖环节 三等奖，30 名 

19:55-20:20 
2021 年度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评优

人物奖颁发 

颁奖嘉宾：吴海燕  广东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原副主任     

领奖嘉宾：相关获奖企业和人物 

20:20-20:35 抽奖环节 二等奖，10 名 

20:35-20:55 
2021 年度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评优

数字化、云计算、大数据类奖项颁发 

颁奖嘉宾：方初生  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原二级调研员 

领奖嘉宾：相关获奖企业和人物  

20:55-21:10 
2021 年度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评优

其他类奖项颁发 

颁奖嘉宾：袁国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调研员    

领奖嘉宾：相关获奖企业和人物 

21:10-21:30 抽奖环节 一等奖，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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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会范畴（根据最新疫情防控规定出示健康码和其他验证信

息进场） 

1.广东省网信办、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广州市政数局、南方日报社、南方都市报、

广东广播电视台、以及邀请的新闻媒体嘉宾； 

2.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广东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广

东省高性能计算学会、广州大数据产业协同创新联盟、广州市空间地

理信息与物联网促进会、广州风险投资促进会的专家顾问和会员单位； 

3. 2018-2019、2020、2021 年度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评优活

动获奖单位、获奖人物； 

4.需求上云用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高管、CIO、CTO、HR、IT

部门人员或采购部门人员； 

5.其他的云计算、大数据、安全、通信产业界从业人员。 

五、报名方式/联系人 

1.在易企秀 H5 登记报名： https://a.eqxiu.com/s/UsGAUHSp 

2.填好报名回执并于 2022 年 1 月 5 日 17 点前发到组委会邮箱

guangdongyunxie@163.com，每个单位尽量不超过 3 人。 

3.不明之处，请联系：何先生 18122189433 (微信同号) 

蒋先生 18170066188(微信同号)  徐小姐 18749596274（微信同号） 

 

                          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 

广东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2021年 12 月 24 日 

单位名称 职务 姓名 手机 邮箱 参会需求 

      

      

https://a.eqxiu.com/s/UsGAUH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