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邀请出席“世界电视日”中国电视大会 

相关活动的函 

尊敬的电视行业同仁： 

由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媒体融合推进委员会、BIRTV

组委会、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共同主办的“世界电视日”中国

电视大会，将在今年 11 月 21 日（周六）到 22 日（周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本次论坛将以“电视连接你我 TA”为主题，除二十余场专题论坛外，还

设立了异彩纷呈的电视娱乐体验盛宴——电视嘉年华活动。本次大会将是一次推

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电视媒体盛会，将汇聚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广播电视机构等单位的领导和权威专家，汇聚国内广电

视听行业知名领袖，汇聚贯穿从内容制作、版权交易、设备生产、系统研发、播

控平台、网络运营、视听服务等电视产业链的核心机构。共同探讨未来电视行业

战略规划与选择路径，以应对新媒体的挑战，促进我国电视产业业务形态的转型。 

我们诚邀您出席本次大会，您的莅临指导，将是本次会议成功举办的重要保

证，如能拨冗出席，不胜荣幸之至。 

我们期待您的莅临！顺祝商祺，期待回复。 

 

    如您需要咨询本次活动的详细信息，可联系大会组委会郭佳欣，联系方式：

手机 186-0124-8048 

 
 

 

“世界电视日”中国电视大会组委会 

 
 



 

 

主办机构：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媒体融合推进委员会 

BIRTV组委会、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 

承办机构：中广互联 

协办机构：华数传媒、中国影视大乐园、DVB+OTT融合创新论坛、《媒介》杂志社、 

    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移动电视分会 

支持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欧洲广播联盟、欧洲商业电视协会、 

欧洲电视广告协会、全日本电视制作联盟、俄罗斯欧亚广播电视协会、法国国立视听研究院、 

中华广播影视交流协会、台湾中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澳门电影电视传媒协会 

            “世界电视日”中国电视大会总体日程安排 

11 月 21

日上午 
中国电视大会主题论坛 

11 月 21

日下午 

卫视影响力发展论坛 

 

2015 中国电视互动营销趋

势论坛 

 

电视版权高峰论坛 

移动电视高峰论坛暨 2015 年移动电视年会 DVB+OTT融合创新研讨会 

电视制作人峰会 
电视节目模式与未来综艺

研讨会 
4K应用技术研讨会 

11 月 22

日上午 

台长论坛 中国互联网电视领袖峰会 
智能终端与数字家庭产业

发展论坛 

移动电视高峰论坛暨 2015 年移动电视年会 DVB+OTT融合创新研讨会 

家庭娱乐 SHOW 
4G 广播电视与有线无线一

体化论坛 

11 月 22

日下午 

台长论坛 中国电视娱乐峰会 
智能终端与数字家庭产业

发展论坛 

电视播音主持学术论坛 
有线运营商与电视机企业

合作交流会 

家庭娱乐 SHOW 电视投资新趋势论坛 

 

 



 

 

 

“世界电视日”中国电视大会详细日程 
World Television Day China Television Conference  

主论坛 

主题：迎接媒体融合新时代 
 

时间 议题 拟邀嘉宾 

09:00-09:10 世界电视日短片播放  

09:10-09:40 开幕致辞  

09:40-10:00 媒体融合时代的电视趋势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田进（待

定） 

10:00-10:20 电视的未来 欧洲广播联盟总干事 Ingrid Deltenre 

10:20-10:40 大视频背景下的电视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姜文波 

10:40-11:00 电视的力量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刘长乐 

11:00-11:20 一云多屏下的互联网电视 华数传媒总裁 励怡青 

11:20-11:35 融合电视平台 杜比实验室全球高级副总裁  Giles Baker 

11:35-11:50 基于云平台的内容生产 乐视战略项目副总裁、乐视云计算有限公

司 CEO 吴亚洲 

11:50-12:05 互联网趋势下的传统电视新媒体思考 北京电视台台长 赵多佳 

 

台长论坛 

主题：媒体融合，共同的话题与责任 

 
议题 拟邀嘉宾 

上午 

广东电视媒体的融合实践 广东广播电视台台长 张惠建 

媒体融合趋势下新闻传播的创新实践 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李蓉 

乐视广电生态云构建媒体融合创新生态 乐视云 CEO 吴亚洲 

极致视频体验与媒体融合 杜比实验室 

全媒体时代的媒体产业演进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裁 王同元 

湖南电视互联网转型探讨 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聂玫 

江苏电视产业发展态势交流 江苏广播电视台台长 卜宇 

下午 

媒体融合全战略 山东广播电视台台长 吕芃 

打造一流的视频内容创意梦工厂 长沙广播电视台 

个性化的社区电视 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 

县级电视媒体产业发展思路及对策 安丘县广播电视台 

县级广播电视网络如何提高生存能力 安吉县广播电视台 

传统电视媒体的 T2O 创新 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董事长 陈韵强 

 



 

 

 

中国电视娱乐峰会 

主题：从看电视到玩电视的美好体验 
议题 拟邀嘉宾 

我国电视游戏的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 

游戏是 TV 上的下一个金矿 华数传媒游戏基地总经理 章璋 

电视厂商的游戏平台运营策略 百视通 

OTT 时代的家庭娱乐中心 电视游戏企业 

家庭云游戏的挑战和机遇 视博云 

家庭游戏新体验 中兴九城 COO 王浩 

有线电视运营商的电视游戏梦想 歌华有线 

 

 

4G 广播电视与有线无线一体化论坛 

主题：融合，融合，融合 
议题 拟邀嘉宾 

有线、无线一体化发展之路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4G 视频传播中心的建设思路 中央电视台技术管理中心主任 徐进 

国网的有线、无线一体化战略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庆军 

LTE Broadcast 广播技术与应用 高通公司 

有线、无线、卫星融合网的研究与探索 贵州广电网络技术研发部经理 李国政 

圆桌对话：广电的有线无线一体化融合路径 电视台、有线网、研究机构、技术专家 

 

 

 

中国互联网电视领袖峰会 

主题：聚焦产业新模式 共探产业新趋势 
议题 拟邀嘉宾 

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视听新生态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司 

互联网电视产业现状与数字娱乐生活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 

融合媒体时代的互联网电视大数据运营 广东广播电视台 

互联网电视的新角色与新路径 优朋普乐 

媒体娱乐和互联网电视的创新 CIBN 互联网电视 

网络视听的趋势与家庭战略 银河互联网电视 

互联网电视平台运营策略 百视通 

 

 

 



 

 

电视制作人峰会 

主题：互联网思维下的制作变革 

议题 拟邀嘉宾 

用互联网+思维创新节目制作模式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裁 杨勇 

4K 技术与 IP 化制播 中央电视台制作中心主任  崔建伟 

云计算与媒体制作融合 网络信息管理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李湧 

互联网背景下高质量综艺节目制作 湖南广播电视台制作调度中心主任  周立宏 

电视制作产业的创新明天 中视广信 

互联网时代的广电云平台设计 捷成世纪 

 

中国电视大会移动电视高峰论坛暨 2015 年移动电视年会日程（拟定） 

主题： 从突破之路到解决之道 

日期 时间 内容 

11 月 20 日 
  17:00 前 报到 

18:00-19:30 晚餐 

11 月 21 日 

9:00-12:00 参加中国电视大会主论坛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中国移动电视发展报告（2015）》发布仪式（以下日程均为拟定日程） 

1.中广联合会领导致辞（待定） 

2.北京广播电视台领导致辞（待定） 

3.电子工业出版社副社长刘九如致辞（待定） 

4.中国智能多媒体终端技术联盟秘书长包冉致辞 

15:00-15:30 全体代表合影 

15:30-17:30 

中国电视大会移动电视高峰论坛（一） 

1.国广星空 CEO 王明轩演讲 

2.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献蜀演讲（待定） 

3.滴滴打车总裁助理袁方园演讲 

4.北京京东方专用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盛林演讲 

18:30 晚餐 

11 月 22 日 9:00-12:00 
中国电视大会移动电视高峰论坛（二） 

1.深圳市掌心同城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海闻演讲 



 

 

2.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演讲 

3.大连移动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军演讲 

4.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演讲 

5.长沙广电数字移动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将演讲 

12:00-14:00 午餐 

14:00 后 参加中国电视大会其他论坛或返程 

 

电视版权管理高峰论坛 

主题：版权协作与共赢 

议题 拟邀嘉宾 

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字版权管理及应用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版权委员会秘书长 

中央电视台版权管理部主任 郑直 

科技引领未来，DRM开启媒体新视界 爱迪德 

电视版权与新媒体战略 国广东方 

版权云与广电网络版权管理生态系统 贵州广电网络 

创新版权保护机制，促进新媒体健康发展 湖北广电网络 

基于 DRM 技术的版权保护支撑平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院 

信息技术所所长 郭沛宇 

 

 

电视投资新趋势论坛 

主题：电视领域的投资机会和价值 

议题 拟邀嘉宾 

互联网+背景下的广电行业与资本市场结合 中国文化产业基金总经理 陈杭 

广电新媒体发展现状与融资需求 招商证券 

媒体融合趋势下的TMT投资方向分析 复星集团 TMT 投资总经理 钱中华 

广电网络的业务发展与资本演进 江苏有线 

媒体融合中电视产业链的投资机会 华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媒体经济趋势和商机 CCTV 证券资讯频道 

拓展电视新媒体的金融新蓝海 东方有线 

 

电视节目模式与未来综艺研讨会 

主题：电视节目创意与本土化 



 

 

议题 拟邀嘉宾 

国内电视综艺节目的未来趋势 中央电视台总编室节目研发部主任 吴克宇 

多媒体时代的综艺选秀节目价值挖掘 北京电视台 

模式节目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世熙传媒总经理 刘熙晨 

从《中国好声音》看中国综艺节目的发展 浙江卫视 

T2O 模式与未来中国的娱乐版图 优酷土豆文化节目中心总制片人 姚文坛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文化品质诉求 乐正传媒研发总监 彭侃 

综艺娱乐节目模式的引进和本土化改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 

 

 

智能终端与智慧家庭产业发展论坛 

主题：人• 机• 未来 

议题 拟邀嘉宾 

我国智慧家庭多媒体发展现状与趋势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智能终端发展与未来商业模式 爱奇艺 

智能电视交互体验上的创新与突破 国广东方 

互联网电视产业中的智能电视格局 九联科技 

智能硬件特色规格和设计趋势 长虹集团 

智能电视一体机商业模式与实践 数码视讯 

智能电视与中国 OTT 视频服务 研究机构 

 

 

2015 中国电视互动营销趋势论坛 

主题：互联网时代电视广告的创新经营 

议题 拟邀嘉宾 

致辞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国家广告研究院院长

丁俊杰教授；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司长张国华；中

国广告主协会事业发展部主任李文杰 

中国电视广告发展的前沿探索与趋向 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广告博物馆馆长、《媒

介》杂志总编黄升民教授 

T2O 模式与电视电商未来 旅游卫视《超级代言人》栏目组 

电视营销与大数据碰撞 CTR 

媒体跨界整合传播趋势下的广告经营格局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新形势下电视广告代理公司经营模式转型 昌荣传播 

电视广告营销传播趋势探讨 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 

互联网+带来的电视广告营销创新 北京电视台 

 

http://www.baidu.com/link?url=sQAj5sy8ve3l4fZoL1HQU89pBRmewAHsUmWfj2jodQRtMBC_SFXEeV0aYaQGv_DHAHM0hsBk2rMutns-CGhZ38BwErRJ87Gq8THvGuP0sH_


 

 

北京卫视影响力论坛 

主题：卫视的力量 

议题 拟邀嘉宾 

卫视传媒变革趋势及发展思考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委员会 

中国媒体品牌特性与卫视定位 北京卫视 

湖北卫视定位与媒体战略 湖北卫视 

媒体融合背景下卫视传媒的创新与探索 湖南卫视 

卫视专业化差异化发展战略 江苏卫视 

卫视频道新媒体运营策略 东方卫视 

我国省级卫视的区域定位与发展策略 中国传媒大学 

 

4K 应用技术研讨会 

主题： 4K，改变视界的力量 

议题 拟邀嘉宾 

4K 技术架构及发展趋势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规划院 

中韩的 4K 节目制作合作 韩国 UMAX 频道 

电视4K后期制作流程探索 北京电视台总工办高级工程师、科长赵宏伟 

H.265 在 4K 视频中的应用与实践 技术企业 

4K 技术应用于电视行业的思考 Sony 中国专业系统集团 

4K 一体化优质的应用体验 优朋普乐 4K 研究院 

4K 节目制作与应用模式探索 江苏广播电视台 

DVB+OTT 融合创新研讨会 

主题：从概念到落地 

议题 拟邀嘉宾 

DVB+OTT 的现状与市场竞合格局分析 DVB+OTT 融合创新论坛秘书长 曾会明 

DVB+OTT 认识与实践 湖南有线董事长 邓秋林 

融合电视业务创新 上海芯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从云端到终端的创新与实践 歌华有线 

构建 DVB+OTT 的商业新常态 技术企业 

有线网平台战略 湖北广电网络董事长 王祺扬 

DVB+OTT 业务融合和终端融合 贵州广电网络总经理 李巍 

 

电视播音主持学术论坛 



 

 

主题：播音主持的媒体责任 

议题 拟邀嘉宾 

中国受众需要怎样的播音主持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播音主持委员会 

新时期播音与主持专业面对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互联网形势下播音主持艺术创新 中央电视台 

文化修养与播音主持艺术 辽宁广播电视台播音主持管理中心 

媒体融合与传播创新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 

媒体融合环境下复合型语言传播人才培养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研究所 

新媒体生态与播音员主持人职业素养 北京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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