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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City Brain Promotion Conference 

杭州「城市大腦」主題推介會 
 

Date 日期 : 15 / 4 / 2019 (Monday星期一) 

Time 時間 : 1:15pm – 3:30pm 

Venue 地點 : The Stage, Halls 3F-G,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展覽廳 3F-G The Stage 

Keynote 
Speakers講者 

: • Dr Wang Jian, Chief Architect of Hangzhou City Brain and Founder of 

Alibaba Cloud 

杭州城市大腦總架構師、阿里雲創始人王堅博士 

• Mr Yuan Shiyong, Zhejiang Dahua Technology Co., Ltd  General Manager 

of Overseas Government Solutions 

浙江大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海外政府解決方案總經理 袁士勇 

• Mr Fu Weiquan, Director of Hangzhou tourism Economy Laboratory 

杭州旅遊經濟實驗室主任 傅衛權 

• Mr Fang Yanbin, Partner of Yinxingu Capital, Director of Management 

Group at Hangzhou City Brain-Yunqi Engineering Institute 

銀杏穀資本合夥人、杭州城市大腦雲棲工程院專班負責人 方彥彬 

• 銀江股份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銀江研究院院長 溫曉嶽 

• 浙江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浙江方大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宋宏偉 

• 城雲國際有限公司首席架構師 李聖權 

 

Language 語言 : English and Putonghua 英語及普通話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ervice in English and Putonghua will be 
provided 附設英語及普通話即時傳譯服務) 

Co-organiser 
合辦機構 

 

:  

Programme 程序 

Time 時間 Rundown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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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m – 1:30pm Registration 登記 

1:30pm – 1:33pm Promotional Video of “Hangzhou City Brain” 

杭州「城市大腦」主題宣傳片 

1:33pm – 1:35pm Introduction by Moderator Ms Chen Yongxin 

主持人陳永馨致開場詞 

1:35pm – 1:40pm Opening Remarks by Mr CHEN Xinhu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Ha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杭州市委常委 陳新華致辭  

1:40pm – 1:45pm Opening remarks by Mr Benjamin Chau -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 周啟良致辭 

1:45pm – 1:50pm 
MOU Signing Ceremony between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and Asia-Pacific AI Business Alliance 

香港貿發局與亞太人工智能商業聯盟（AIBA）簽署合作備忘錄 

1:50pm – 2:20pm Keynote speech by Dr. Wang Jian, Chief Architect of Hangzhou City Brain 

and Founder of Alibaba Cloud 

主題演講: 杭州城市大腦總架構師、阿里雲創始人、雲棲科技創新基金會發起

人  王堅博士 

2:20pm – 2:40pm Keynote speech by Yuan Shiyong, Zhejiang Dahua Technology Co., Ltd  

General Manager of Overseas Government Solutions 

主題演講: 浙江大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海外政府解決方案總經理 袁士勇 

2:40pm – 3:15pm Panel Discussion: City Brain – Transcend into Future Living 
圓桌對話: 基於城市大腦的未來科技生活 

 
Moderator Ms Chen Yongxin 主持人：陳永馨 

Panel speakers 圓桌代表: 

 

杭州旅遊經濟實驗室主任 傅衛權 

銀杏穀資本合夥人、杭州城市大腦雲棲工程院專班負責人 方彥彬 

銀江股份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銀江研究院院長 溫曉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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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浙江方大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宋宏偉 

城雲國際有限公司首席架構師 李聖權 

(info only available in Chinese) 

3:15pm – 3:20pm Closing remarks by Moderator 主持人致結束詞 

3:30pm End of Seminar 研討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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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s’ Profile 講者簡介 

Dr. Wang Jian, Chief Architect of Hangzhou City Brain and Founder of Alibaba Cloud 

杭州城市大腦總架構師、阿里雲創始人王堅博士 

 

王堅博士於 2008 年 9 月加盟阿里巴巴集團擔任首席架構師一職，加入阿里

巴巴之前任微軟亞洲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浙江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 

王堅博士於 2008 年 9 月加盟阿里巴巴集團擔任首席架構師一職，幫助阿里

巴巴集團建立世界級的技術團隊，並負責集團技術架構以及基礎技術平臺

建設。2009 年 7 月，他又被指派為阿裡軟體的首席技術官。浙江省第十三

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負責使用者介面、機器學習、大規模資料處理等研究及北京adCenter實驗室，

曾負責研究與資料驅動軟體相關的關鍵技術和系統（包括 SQM 及 Watson 的資料架構及分析），微

軟廣告平臺的相關技術及無縫個人計算。王堅博士 

負責所研發的 SQM大規模資料處理處理系統被用來説明 Office 2007 以及幾十個微軟產品的開發。

北京 adCenter 實驗室的研究成果也被廣泛用於微軟新一代廣告系統中。由王堅博士主持發明的數

位墨水科技已經應用在了 Tablet PC、OneNote 2003、Windows XP Tablet PC edition 2005，

Windows Vista 以及下一代 Windows等產品中。 

 

王堅博士領導的小組發明了支援亞洲語言的無模式切換使用者介面，應用在 Windows XP and 

Office XP 等軟體上。所負責手寫數學公式識別器於 2005 年在世界上首次推出，並在胡錦濤主席

2006年訪問微軟時專門為主席和夫人作了演示。 

在 1999 年加入微軟亞洲研究院之前，王堅博士曾為浙江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浙

江大學工業心理學國家專業實驗室主任。王堅博士于 1962 年月 10 月出生，1984 年杭州大學心理

系學士，1990 年杭州大學心理系博士。1992 年晉升為教授，1993 年列為博士生導師。1996 年為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心理系訪問教授，講授研究生必修課認知心理學。1994-1998 年杭州大學心理系

系主任，1998 年入選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王堅博士是中國電腦學會常務理事，2008 年被中國電

腦學會授予學會傑出貢獻獎並被中國電腦學會 YOCSEF 評選為“中國 IT 十大傑出青年”。 王堅博士

也是美國電腦學會會刊（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的編委。 

(Information only available in Chines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9%87%8C%E5%B7%B4%E5%B7%B4%E9%9B%86%E5%9B%A2/90878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6%E5%B8%AD%E6%9E%B6%E6%9E%84%E5%B8%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6%E5%B8%AD%E6%8A%80%E6%9C%AF%E5%AE%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99%E6%B1%9F%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8%9A%E5%BF%83%E7%90%86%E5%AD%A6%E5%9B%BD%E5%AE%B6%E4%B8%93%E4%B8%9A%E5%AE%9E%E9%AA%8C%E5%AE%A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AE%A1%E7%AE%97%E6%9C%BA%E5%AD%A6%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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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Yuan Shiyong, Zhejiang Dahua Technology Co., Ltd, General Manager of Overseas 

Government Solutions 

浙江大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海外政府解決方案總經理 袁士勇 

 

Master of MBA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has been serving in Dahua for 13 

years, responsible for government solutions, deep understanding of 

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overseas markets, unique insights on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especially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smart city 

projects. 

 

浙大MBA碩士，在大華任職 13年，目前負責政府市場解決方案，對政府關

係，海外市場有深刻理解，對大資料，雲計算有獨特見解，特別是如何在海

外落地有豐富的實戰經驗。 

 

Mr Fu Weiquan, Director of Hangzhou tourism Economy Laboratory 

杭州旅遊經濟實驗室主任 傅衛權 

 
傅衛權，杭州旅遊經濟實驗室主任， 從 2015 年開始帶領團隊負責建設杭州

旅遊大資料平臺建設，在旅遊大資料的採集、資料分析以及應用方面具有豐

富的工作經驗。18 年接待國內外 80 多批到訪參觀考察人員 700 多人，並與

荷蘭、俄羅斯、日本等地旅遊專家建立經常性交流合作。建立全國第一個面

向政府、行業、遊客提供旅遊資料賦能的實驗室，先後發佈了春節、清明、

“五一”、國慶旅遊大資料包告，以及杭州旅遊大資料分析年報，央視、新華

社等多檔新聞欄目對杭州旅遊大資料應用進行了多次報導。 

(Information only available in Chinese) 

Mr Fang Yanbin, Partner of Yinxingu Capital, Director of Management Group at Hangzhou 
City Brain-Yunqi Engineering Institute 

銀杏穀資本合夥人、杭州城市大腦雲棲工程院專班負責人 方彥彬 

 
銀杏谷資本合夥人，杭州城市大腦雲棲工程院專班負責人.曾在政府部門工

作 7 年，具有 2 年創業經驗和 4 年投資經歷，關注企業服務、政務服務等方

向的創新機會，對城市大腦的趨勢發展、場景應用等有深刻理解和前沿實

踐。  

(Information only availab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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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江股份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銀江研究院院長 溫曉嶽 

 
Wen Xiaoyue, female, master of engineering, senior engineer, is 
currently the senior vice-president of Enjoyor Co., Ltd and dean of Enjoyor 
Research Institute, having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research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she has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Zhe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other technical awards, and gets 18 invention patents and 
some books such    as "Smart Industry" and "Smart City". 
 
溫曉嶽，女，工科碩士，高級工程師，現任銀江股份高級副總裁、銀江研究

院院長，從事研發管理和智慧技術研究 10 餘年，獲浙江省科學技術進步二

等獎等技術獎，擁有發明專利 18項，著有《智慧產業》、《智慧城市》等。 

 

浙江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浙江方大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宋宏偉 

 
宋宏偉，在矽谷從事研發和管理十餘年，歷任美國 LSI Logic公司、Marvell

公司、Agere System 公司研發總監等職務，從事數位信號處理和反覆運算

編碼的設計、資料存儲和通信系統的研發、傳感技術和無線通訊技術在物

聯網中的應用研究。2011 年，回國創建浙江方大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致力

於雲計算、物聯網、智慧城市、智慧照明的創新研發和創業化，並發展成

為隱形冠軍企業，國內照明控制領域的領頭羊，國際智慧照明行業的一個

知名品牌。 

(Information only available in Chinese) 

城雲國際有限公司首席架構師 李聖權 

 
Li Shengquan, Ph.D in Wuhan University, expert in smart city, chief architect 
of City Cloud International Co., Ltd, chairman of Zhejiang Urba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He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several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industry standards of smart 
city, presided the construction of several national and provincial-level smart 
city pilot projects, and joined as industry expert in the project of Hangzhou 
City Brain · City Administration. 
 
李聖權，武漢大學博士，智慧城市領域專家，城雲國際首席架構師，浙江省

城市建設管理協會理事長。曾參與多項智慧城市標準的編制，主持多項國家

及省部級智慧城市試點項目建設，並作為行業專家參與杭州市城市大腦·城市

管理專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