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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标协字 〔⒛17〕 25号

关于召开
“
云计算及大数据标准助推电子政务

发展
”
泰山科技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根据 ⒛17年 1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互联网+政务服务

”

技术体系建设指南 (国办函 〔⒛16〕 108号 ),针对政务服务提出

“
创新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

”
的要求。山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9015年 1月 印发了《关于加快我省电子政

务集约化发展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 〔2θ 15〕 7号 ),要求用 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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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完成各级机关业务系统向云计算平台迁移,实现电子政务

集约化发展,并要求建立政务大数据应用系统,提升政府科学决

策水平和协同管理效率。

为了贯彻实施国家和省政府的工作部署,落实省科协提出的

更好地服务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省份建设,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山东标准化协会联合山东省标

准化研究院、山东省物联网协会定于 9月 份举办主题为
“
云计算

及大数据标准助推电子政务发展
”
泰山科技论坛。论坛采用政府

与协会、专家与企业共同讨论的形式,从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标

准层面切入,加强政策宣贯,提高各方参与意识,提高我省电子

政务建设水平。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论坛主题

“
云计算及大数据标准助推电子政务发展

”

二、时间和地点

时间:⒛17年 9月 28日 下午 12:30-13:30报到,1⒊ 30论

坛正式开始,会期半天。

论坛地点:济南学府大酒店三楼明德堂。

具体地址:济南历下区千佛山路 6号。

酒 店 联 系 电话 :18553158080刘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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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论坛内容

邀请和组织国内致力于
“云计算及大数据标准助推电子政务

发展
”
研究的 8位领导及专家代表,围绕

“云计算及大数据标准

助推电子政务发展
”
专题,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主题演讲

和研讨交流,着力促进
“
云计算及大数据标准助推电子政务发展

”

的新思维与可行性方案,推进标准化助力山东省地方经济创新和

发展。 (以下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1、 《大数据,深度学习和超算融合创新的计算智能时代》(首

席专家讲题 )

张云泉:中 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博士 ,

中科院计算所并行软件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

超算济南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并行处理、并行程序

设计和性能评价、并行计算和并行编程模型等,已在国内外发表

学术论文 ⒛0余篇,出版译著二本,论著章节三章。其中 sCI4

篇 ,IsTP7篇 ,Ⅱ 38篇 。在 著 名 国 际 会 议 sC、 PPoPP、 C1uster、

ECIR、  IEEE ICPADs、  EuroˉPar、  IEEE ICPP、  ICA3PP、  IEEE HPCC

等发表过十多篇文章。曾获 1998年度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

⒛0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获 ⒛00年度中科院院长

奖学金优秀奖。连续六年 (⒛ 04年度到 2009年度 )获中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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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全国先进个人。⒛16年中国计算机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⒛17年首届 CCF青竹奖获得者。50多 次担任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

妥亭步乏, IEEE CsE 2010、  IEEE HPCC 2013、  FCsT2015, NPC2015和

HPC China⒛ 16等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果壳网科学顾问,光明

日报科谱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省大数据与云计算咨询专家委员

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科技委员,中央促进技术创新委员会副秘

书长。

报告主要内容:本报告以阿尔法狗人机围棋大战为线索,深

入剖析机器智能战胜柯洁背后的三大技术要素大数据,超算和深

度学习算法的发展脉络,以及三者如何融合创新,引 爆人工智能

时代所引发的思考和展望。

2、 《公安大数据之异常行为标签体系建设》

李伟:公安部信Ⅰ息中心特聘专家,公安大学现代化技战法研

究中心研究员,原公安部信息化建设部部级教官,原江苏省南通

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处处长兼情报中心副主任。长期负责和从事

公安信
`息 化工作,全程参与全国警综平台、信息资源服务平台、

公安部应用系统
“上云”

的建设,参与全国新一代移动警务应用

规划等全国性重大项目建议书、任务书的起草工作,参与了公安

部 《公安信
`息 化寄出教程》、《公安信

`息 化应用手册》等多本公安

-4—



信息化教程的编撰工作,应央视邀请在经济频道《大数据名人堂》

做公安大数据专题讲座、受阿里巴巴集团邀请为 zO16年云栖大会

做主题演讲、受中国通信研究院邀请在 ⒛17国际大数据产业论坛

作专题演讲等。

报告主要内容:依托大数据应用来洞察犯罪规律、指导治安

防范以及优化公安行政管理与服务,是 当前新一轮公安信息化建

设最迫切的需求。但是目前
“
雷声大、雨点小

”
的现状让公安大

数据应用这一课题落入颇为尴尬的境地。通过异常行为的标签的

建设,特别是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应用体系和提出一套贴合实战

的方法,来设撬动大数据在公共安全领域的
“
落地

”,是一项有着

重大现实意义的探索与尝试。

3、 《大数据标准化助力产业发展》

张群: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博士,设备与数据研究

室副主任,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总体专题组组长 ,

Is0/IEC JTC1/WG9大数据工作组专家。从事信
`息技术相关标准的

研究,近年来一直从事大数据、人工智能、人机交互领域相关技

术及标准的研究。组织研制 《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参考模型》等

21项大数据领域的国家标准。重点参与 WG9“ Informa tion

techno1ogyˉ Big Data -ˉ  0verview and Ⅴ 0Gabu1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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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techno1ogyˉ ˉBig Data Reference Architecture”

等系列国际标准研制。参与工信部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⒛ 16-201⑴》的编制。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

项目
“
大数据治国战略研究

”
相关子课题、智能制造专项

“工业

大数据服务标准化和试验验证系统
”、2015年度工业转型升级、

科技部重点专项、地方大数据标准研制等项目。

报告主要内容:以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为切入点,

深入剖析国家大数据标准化工作,以及大数据标准化工作对产业

的支撑作用,介绍国际大数据标准化情况。

4、 《智慧城市和电子政务建设的标准》

刘棠丽:博士,高级工程师,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总体组秘

书长,IsO IEC/JTC1智 慧城市工作组秘书,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智慧城市应用推广部副主任。

5、 《聚焦国际智慧城市和电子政务标准化》

张大鹏:博士,IS0IEC/JTC1智 慧城市工作组专家,IBc

智慧城市系统委员会 WGI工作组秘书,国际标准编辑起草人。

6、 《电子政务的一体化与标准化》

宋言伟:博士,高级工程师,注册信
`急
安全专家,曾 主持或

者参与过多个省部级全国性大型项目、多个市级、区县级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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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实施和运营保障等工作,现任中国

联通电子政务运营中心负责人。

报告主要内容:为促进国务院
“放管服

”
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 ,

真正发挥
“
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的作用,综合运

用
“云大物移智

”
等先进技术,按照

“
大统筹

”
的思路,构建

“云网数

软端
”五位一体的

“大平台、大系统、大数据
”,为 实现跨部门、跨

区域、跨层级业务办理提供一体化、标准化的融合电子政务信息

系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电子政务信息化建设的方向。

四、 论坛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山 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山东标准化协会

协办单位: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山东省物联网协会

山东首席数据官联盟

五、 论坛注册及食宿安排

拟报名参加论坛的人员请于⒛17年 9月 22日 前注册,将报

名表 (附件 2)以 电子邮件方式提交到山东标准化协会,论坛不收

取会议费用。

论坛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食宿标准:合住 (含餐)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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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 /天。

六、 参会人员

1、 我省各政务服务有关单位;各行业协会、学会、商会、

联合会;各市、区、县分管标准化工作的领导或负责人;产业技

术联盟、集团公司、企业、事业等单位相关的技术和管理人员。

2、 对本次论坛主题 “云计算及大数据标准助推电子政务发

展”
感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可报名参加。

七、 联系方式

山东标准化协会

联 系 人:陆洲、杨赛青

耳走系 甘1话 : 0531-82679080、  82679096

诈争  ,氪 : 0531-82679080

由阝 鼐拿: luzhou臼 sdis.cn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联 系 人:郭守辉

耳走彡张咤L话 : 0531-82679172   18615580023

诈争 J氪 : 0531-82679300

由阝 箱 : guoshasdis。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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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联网协会

联 系 人:王文沛

联 系 电话 :0531司 2679065

传   差事: 0531-82679069

邮  箱 :wangwpasdw1w.。 rg。 Gn

八、其它

1、 山东科协网站 (http〃 /www。 sdast.org.cn/)为 “
云计

算及大数据标准助推电子政务发展
”主题泰山科技论坛官方网站 ,

即时发布论坛有关信
`急
。

附件:1、 酒店附近地址路线图

2、 泰山科技论坛报名回执表

2or7 + e fl ls avpk山东标准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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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酒店附近地址路线图

酒店具体地址:济南历下区千佛山路6号。

乘车路线: (请根据其他活动实际情况更改 )

1、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乘坐⒛2(K202)

站下车,路北即到。

2、 济南火车站乘坐 K51路公交车 (火

到千佛山站下车,路北即到。

到千佛山

到环山小

向),

.))

3、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乘坐 K68路公交车 (汽

区方向),到千佛山站下车,路北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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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泰山科技论坛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地址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是否会员
副理事长

普通会员

常务理事

非会员

理事

住宿情况 □合住 □单住 □不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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