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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球未来网络发展峰会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南京、江苏创新驱动发展的美誉度，抢占科

技引领未来的制高点，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未来网络技

术产业高地，拟定于2017年4月在江宁开发区未来网络小镇举

办首届全球未来网络发展峰会。初步工作方案如下： 

一、峰会名称 

2017全球未来网络发展峰会 

The  Global Future Network Development Summit，2017 

二、峰会时间 

2017年4月16——4月19日（以后每年一届） 

注：时间选在4月份，正值南京、江苏春暖花开、景色宜

人，体现诗意江南。同时，与乌镇互联网大会遥相呼应，错位

展开。 

三、峰会地点 

南京江宁未来网络小镇 

注：首届峰会主会场设在南京未来网络小镇洲际酒店，第

二届起在南京未来网络小镇上秦淮湿地建成的永久会址举办，

形成小镇、湿地、未来网络三位一体，彰显夜、美、绿秦淮特

质。 

四、参会嘉宾 

1、国家、省、市、区层面及相关方面的领导； 

2、全球电信运营商、全球网络设备制造商、国内外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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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全球网络专家和科学家及知名人士。（大牌、大

佬、大咖、大员） 

规模：嘉宾共计约800人。 

五、办会单位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拟邀请） 

主办单位：中国工程院、南京市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中国通信学会、江苏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江

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人民政

府外事办公室 

承办单位：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南京市发展与改

革委员会、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江宁区人民政府、江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协办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清华大学、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等 

组委会：省、市、区等相关部门共同成立 

六、峰会背景 

1、互联网技术发展四十余年取得巨大成绩，然而由于起

初技术架构设计的局限，使得互联网在安全可控、服务质量等

方面都存在诸多先天不足。目前以软件定义网络、网络功能虚

拟化、数据中心网络云架构等核心技术已成为全球未来网络技

术发展的新方向、新共识，10 年前各国尤其是美国开始抢占

这一领域的制高点。未来网络是互联网发展的新的阶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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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是中国实现网络强国，解决国家网络安全，实现弯道超

越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2、江苏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从 2011 年在江宁开发区中国

无线谷成立至今，已取得诸多世界瞻目的成果，目前承担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未来网络试验设施的建设工作。习总

书记 2014 年 12 月曾在南京听取该研究院刘韵洁院士的汇报，

对国家网络安全、对中国早日实现网络领域的赶超提出殷切希

望和给予巨大鼓舞。省市党委政府也对未来网络在科技创新和

提升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2016 年 8 月 24 日省

委李强书记调研南京时，对未来网络技术、产业寄予厚望。 

3、在全球尚未对未来网络领域形成有影响的国际性会议

的情况下，若南京、江苏能率先举行全球未来网络发展峰会，

将国际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互联网公司等在未来网络技

术、产业的新成果、新应用在中国展示交流，将对提升我国在

网络发展的话语权，对促进我国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对建设网

络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七、峰会主题 

按照符合专业性、高端化的要求，以及话题性、易理解、

易接受、易传播的特性，确定峰会主题和传播主题。 

主题：“创新合作共赢 引领未来发展”。 

传播口号：“诗意江宁 共享共赢”。 

八、峰会宗旨 

活动将坚持面向全球、面向网络强国、面向大众、面向未

来，以“未来网络”为核心，打造连通基础运营商至未来网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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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应用的展示会，将南京、江苏打造成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全球未来网络技术和产业的高地。主要实现三个目标：一是搭

建未来网络交流合作、成果展示、产品应用的权威平台；二是

打造未来网络扎根南京、立足江苏、面向全球、站位高远的全

球品牌；三是形成未来网络占领创新高地、加速产业发展、引

领未来航向、推动深度变革的磁场效应。 

九、运作思路 

1、与乌镇互联网大会、贵阳大数据博览会国内两大互联

网会议形成差异化定位，成为互联网、数字领域具备国际影响

力的三大高峰论坛之一。 

2、鉴于未来网络的高端性、专业性，在当下互联网大时

代背景下，未来网络峰会将保持其高冷气质，又将充分接地气，

吸引产业和大众的广泛关注。 

3、峰会从首届开始就会注重品牌打造，聘请专业机构负

责整合营运和推广，培养峰会市场化和商业化基础，力争通过

2-3届峰会可以实现完全市场化，从而为峰会发展提供重要保

障。 

4、通过峰会的举办，在南京江宁未来网络小镇导入大量

未来网络特征的活动，深度融入生态、文化、科技、创新、现

代诸多元素，充分体现产业、旅游、文化、创新、社区多种功

能，使之发展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小镇代表之一。 

十、活动安排 

（一）总体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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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 全天 嘉宾报到/自助餐 

4月17日 

09:00-10:00 “开启未来”峰会开幕式 

10:00-10:10 茶歇/播放宣传视频 

10:10-12:00 主论坛“未来网络全球战略” 

12:00-14:00 午餐 

14:00-15:30 重大成果发布会 

15:30-16:00 嘉宾移步（主会场至科技展现场） 

1600-16:30 “未来之眼”特别展开幕式 

16:30-17:30 嘉宾休息 

17:30-18:00 嘉宾移步至宴会厅 

18:00-21:30 “春至江宁，已是未来”晚宴 

4月18日 

9:00-12:00 分论坛一、二、三、四 首届未来网络高科

技展（对内开放） 14:00-17:00 分论坛五、六、七、八 

19:00-22:00 江宁记忆暨未来之舟留念仪式 

4月19日 

9:00-12:00 分论坛九、

十、十一、

十二 

“参禅互联·牛首

论道”论坛 

14:00-15:40 峰会颁奖仪式暨闭幕式 

4月20日 全天  首届未来网络高科

技展（对外开放） 4月21日 全天 

（二）内容安排 

1、开幕式＋主论坛 

时间：4月17日上午 

地点：南京江宁未来网络小镇洲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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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①开幕式将邀请国家部委和省市领导、全球电

信运营商、全球网络设备制造商、国内外著名互联网企业、全

球网络专家和科学家及知名人士出席，开幕式由江苏省领导主

持，介绍来宾和首届全球未来网络发展峰会情况，相关领导和

嘉宾代表致辞，举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CENI启

动仪式；②开幕式结束后举办主论坛，包括未来网络全球战略

论坛、院士圆桌会议、产业领袖圆桌会议等，由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知名人士发表主旨演讲。开幕式与主论坛由中央电视台、

国际知名媒体、相关的网络同步直播。（详见附件一） 

2、分论坛专场 

时间：4月18日-19日 

地点：南京江宁未来网络小镇 

活动内容： 

本届分论坛设计了“未来网络·技术创新”、“未来网络·应用

创新”、“未来网络·经济发展”、“未来网络·网络空间安全”等四

个板块共十二个分论坛，采用高峰对话、主旨演讲、圆桌讨论、

玻璃鱼缸式会议、悠湖夜话等多种形式。（详见附件二） 

3、峰会活动 

（1）“未来之眼”首届未来网络高科技展 

时间：4月17日-21日 

地点：南京江宁未来网络小镇（U湖） 

活动内容：布置全球未来网络领域最新的科技成果和产品

展示，举行“遇见未来”首届未来网络高科技展开幕式，成为未

来网络领域最新前沿技术和科技成果、产品的发布和体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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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促进未来网络产业界、高端人才的合作交流。 

（2）举办“未来之舟留念活动”等特色创意活动（制造每

届参会嘉宾特殊的群体记忆） 

时间：4月18日 

地点：南京江宁未来网络小镇U湖 

活动内容：举办“未来之舟留念活动”，旨在打造峰会专属

的独特IP活动，营造峰会品牌魅力，形成与峰会、江宁、南京

未来网络小镇相关的独特记忆点。借助江宁悠湖的天然户外优

势打造一场特色的室外视听盛宴和时尚高端酒会，分论坛更为

形式多样创新，为峰会的传播增添高话题性、高关注度。 

（3）“春至江宁，已是未来”晚宴 

时间：4月17日晚上 

地点：南京江宁未来网络小镇洲际酒店 

活动内容：首届峰会把晚宴与演出相结合，以清雅、大气、

静谧为调性，也与峰会高冷的调性相呼应，演出环节包括南京

的特色“茉莉花”舞蹈演出，展示南京特色；表演具备科技感的

现代舞蹈，突显现代科技感；邀请知名乐队演出，以悠扬、清

高的乐曲为主，烘托晚宴氛围。 

4、闭幕式 

时间：4月19日下午 

地点：南京江宁未来网络小镇洲际酒店 

活动内容：闭幕式将邀请参会的国家部委和省市领导、全

球电信运营商、全球网络设备制造商、国内外著名互联网企业、

全球网络专家和科学家及知名人士出席，由江苏省领导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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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首届全球未来网络发展峰会进行总结和对下届峰会提出寄

望，由江苏省未来网络研究院领导发布《2017首届未来网络发

展峰会技术白皮书》，并和相关与会代表签署《全球未来网络

技术发展南京共识》，最后由国家领导人宣布峰会结束。闭幕

式由中央电视台、国际知名媒体、相关的网络同步直播。 

十一、峰会传播策略 

本届峰会传播策略一方面建立自身的立体化传播矩阵体

系，另一方面采取与世界互联网大会同步平行差异化传播策

略。具体包括引爆形成反响、建立自传播阵地、打造差异化媒

介体系、构建话题矩阵、策划深度专题节目等五个方面。 

1、全球新闻发布（引爆造势、先声夺人） 

峰会筹备期内，掌握最佳时机，通过多种形式，对外发布

新闻，吸引全球眼光。 

2、自传播阵地 

官方网站专题：重点突出全球未来网络发展峰会流程、议

题、视频记录信息。 

官方微信传播：重点联动产业、未来网络应用等话题规划。 

官方微博运营：互动化运营，以话题吸引公众的关注。 

3、差异化媒介体系 

两大媒介阵地：一是打造江苏区域的城市地面媒介体系，

二是线上以中央级媒体为载体辐射全球。 

两大内容体系：一是彰显峰会世界影响力、东道主的主场

感，画面体现峰会主题和意义；二是以话题运营为媒介，以能

体现峰会目的、情怀、未来网络与大众生活相关的话题性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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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4、话题矩阵 

以话题运营最大限度吸引中外媒体、行业产业以及公众关

注，构建三个层次的话题体系。 

核心传播圈：以技术实力、技术剖释为核心内容，以国家

级、技术类媒体为主要载体，抢占舆论制高点。 

二级传播：以技术应用、产业革命等行业、产业关注点为

话题，以行业类媒体为主要载体，打造行业、产业影响力。 

外围传播：围绕创意、赛事、创业孵化等公众事件策划话

题，以社群、自媒体为主要载体、引发公众关注度。 

5、深度专题 

依据未来网络的话题、活动等与媒体联合策划深度专题或

节目，扩大峰会的影响力和传播深度。 

十二、峰会会务组织 

峰会会务将建立数据平台，包括官方微信、官方网站注册、

系统注册、服务数据处理等方面内容。会务安排主要包括会务

接待、会场布置和外部保障等各个方面。 

1、会务接待 

会务接待包括嘉宾注册、嘉宾联络、VVIP/VIP接待、媒

体接待等，峰会组委会对受邀并参会的嘉宾制定详细的服务计

划，主要包括交通指引、住宿安排、会议材料与纪念品准备、

峰会晚宴与文艺演出、翻译服务、嘉宾个性化服务、集体观光

考察、嘉宾随行亲友团服务等。 

2、会场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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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峰会会场主要分布在南京江宁未来网络小镇洲际酒

店和U湖科技交流展示中心，会场布置包括外场、主会场、分

会场、展览中心、活动现场布置等。会场布置经过现场勘查、

规划设计、制定方案，方案经审批后执行。 

3、外部保障 

外部保障主要包括峰会的安保措施和医疗保障。峰会的安

保主要由公安部门负责，包括会场内外的安保、嘉宾入驻酒店

的安保、未来网络小镇及周边的安保、机场和高铁站接送的安

保、嘉宾车辆的安保等。医疗保障由应急办按程序制定应急响

应机制，统一调度专业医疗保障队伍，并在大会举办期间安排

救护车，配医生、护士等，在会场蹲点保障。 

十三、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省市领导挂帅、省市相关部门参

与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承担峰会的组织协调工作。同时，江

宁区委、区政府和江宁开发区均成立专门工作班子。 

2、高位协调支持。坚持高位推动、上下联动，省市区安

排专门时间和专门力量做好对接、衔接，积极争取工信部、科

技部等国家相关部门、相关层面的全力支持，加强高端资源整

合，加快峰会程序报批，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政策倾斜。 

3、明确职责分工。根据峰会筹备工作需要，成立若干个

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各项筹备工作。每项专场活动，明确责任

单位、协作单位和牵头领导。建立沟通协调和筹备运作机制，

定期会商沟通，及时解决筹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首届峰

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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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论坛+圆桌会议 

1、主论坛：未来网络全球战略 

方向：探讨全球在未来网络架构、技术发展趋势、建设运

营思路等战略问题 

牵头单位：工信部/ITU 

报告嘉宾： 

国内：邬贺铨院士、刘韵洁院士、任正非、马云、中国运

营商代表 

国外：美国工程院院士Scott Shenker、国外运营商代表、

ITU 代表 

参与单位/嘉宾： 

ITU(国际电信联盟)、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ETSI(欧

洲电信标准协会)、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运营商、设

备商、互联网商等全球顶级专家 

规模：800人以内 

 

2、圆桌会议 

2-1、国际电联部长级官员圆桌会议 

方向：探讨全球未来网络标准方向，保持和发展国际合作，

促进各国网络基础设施的研发、建设与合理使用 

牵头单位：ITU 

参与嘉宾：国际电联组织主要国家通信管理部门的官员参

会。 

规模：20-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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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院士圆桌会议 

方向：探讨各国的未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业

务、服务、管控、互联互通等方面问题 

牵头单位：中国工程院 

参与嘉宾：欧美亚等国及国内院士 

规模：20-30人 

 

2-3、行业领袖圆桌会议 

方向：探讨全球在未来网络建设、运营和业务支撑等方面

的思路和未来网络演进方向 

牵头单位：工信部 

参与嘉宾：AT&T，西班牙电信、英国电信、德国电信、

日本NTT、韩国HKT、泰国电信、印度电信、港澳台运营商、

中国电信、移动、联通等代表 

规模：20-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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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分论坛专场 

 

第一板块：未来网络与技术创新 

1-1、分论坛一：未来网络创新论坛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 

议题一：另一个世界的工业革命 

主办：科技部 

参与演讲的主要嘉宾：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华为总裁任正非、Gantner首席科

学家David Michel Smith、Telefonica 集团首席信息官Phil 

Jordan等 

规模：100人 

 

议题二：未来网络创新与持续发展 

主办：工信部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 

参与演讲的主要嘉宾：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美国T-Mobile、AT&T、

华为等代表 

规模：150人 

 

1-2、分论坛二：未来网络技术论坛 

议题一：网络创新与开源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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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国际组织SDNLAB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 

参与演讲的主要嘉宾： 

Opendaylight执行董事Neela Jacques、开放互联实验室执

行董事、ONOS 董事 Guru Parulkar、Open Networking Lab 软

件架构师 Madan Jampani、斯坦福大学教授Nick McKeown、

OPNFV 董事Heather Kirksey、MEF总裁 Nan Chen、中国移动

研究院副院长杨士强、Cisco公司副总裁关双志、Intel公司网

络线总监Divid Johnson、北邮教授、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等 

规模：300人 

 

议题二：未来网络学术与科研 

主办：中国通信学会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Jim Kurose(UMASS-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美国，2016年SIGCOMM终身成就奖) 网络测量分析；Nick 

McKeown (Stanford，美国，2012年SIGCOMM终身成就奖) 

SDN、高性能网络设备；Peter Steenkiste (CMU-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XIA项目负责人 ) 网络体系架构；Serge Fdida 

(UPMC-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欧洲Onelab负责

人 ， 法 国 巴 黎 六 大 副 校 长 ) 网 络 实 验 设 施 ；

ArunaSeneviratne(CSIRO-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澳大利亚联邦与工业研究组



16 

 

织网络方向负责人) 移动网络；吴建平院士等 

规模：200人 

 

议题三：5G移动通信 

主办：中国移动/东南大学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中国移动集团副总杨林、中国电信集团副总曾才基、中国

联通集团副总邵光禄、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尤肖虎、

华为无线技术实验室主任童文、大唐电信集团公司副总裁陈山

枝、美国T-Mobile、Sprint、日本NTT、韩国SK电讯、KT移动

领域专家等 

规模：200人 

 

1-3、分论坛三：未来网络标准论坛 

议题一：SDN/NFV技术与产业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主办：华为公司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李国杰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Scott Shenker、加州大学

（UCLA）洛杉矶分校Lixia Zhang教授、华为副总裁徐直军、

华三通信副总裁王玮、思科全球副总裁林文怡、GOOGLE副

总裁、Brocade大中华区CTO张宇峰等 

规模：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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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板块：未来网络与经济发展 

2-1、分论坛四：未来网络经济论坛 

议题一：未来网络与工业4.0 

主办：工信部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 

参与演讲的主要嘉宾： 

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院代表、西门子代表、工程院院士卢

秉恒、宝马副总裁、台湾经济学家郎咸平等 

规模：200人 

 

议题二：未来网络与互联网金融 

主办：省发改委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蚂蚁金融首席执行官彭蕾、腾讯副总裁赖智明、陆金所董

事长计葵生等 

规模：200人 

 

议题三：未来网络与城市发展 

主办：省发改委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院长童庆禧、Inter

全球副总裁杨旭、中兴代表、IBM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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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200人 

 

2-2、分论坛五：未来网络建设论坛 

议题一：未来网络建设与运营 

主办：工信部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美国at&t代表、中国运营商代表、思科代表、谷歌副代表

等 

规模：200人 

 

议题二：未来网络驱动万物互联 

主办：省经信委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中兴通讯总裁史荣、滴滴出行 

总裁程维、猎豹移动公司首席执行官傅盛、奇虎360首席执行

官周鸿祎等 

规模：200人 

 

2-3、分论坛六：未来网络发展论坛 

议题一：未来网络与创新创业 

主办：南京市政府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玻璃鱼缸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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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创新工坊创始人李开复、苏宁总裁张近东、IDG代表等 

规模：200人 

 

议题二：网络因互联而精彩 

主办：中国互联网协会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百度董事

长李彦宏、小米创始人雷军等 

规模：300人 

 

第三板块：未来网络与国计民生 

3-1、分论坛七：“未来网络+”论坛 

议题一：未来网络+公众服务 

主办：江苏省政府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腾讯总裁马化腾、小米总裁雷军、京东总裁刘强东、平安

好医生CEO王涛等 

规模：200人 

 

议题二：未来网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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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省教育厅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百度总裁李彦宏、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环球雅思总裁张

永琪、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负责人等 

规模：200人 

 

3-2、分论坛八：未来网络应用论坛 

议题一：数字商业转型与发展 

主办：华为公司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 

参与演讲的主要嘉宾： 

    中国移动集团副总裁李正茂、华为高级副总裁Open 

ROADSCommunity 主席梁华、Deutsche Telekom视频技术服务

中心总监ThomasStaneker等 

规模：200人 

 

议题二：云计算与大数据 

主办：阿里巴巴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高文院士、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孙军工、腾讯副总裁丁珂、

中兴通讯副总裁董振江、亚马逊AWS全球副总裁容永康、腾

讯云首席架构师黄希彤、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副总经理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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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中国联通云数据公司总经理焦刚、携程代表、同城网络科

技代表等 

规模：200人 

 

第四板块：未来网络与国际合作 

4-1、分论坛九：“一带一路”网络基础建设发展论坛 

议题一：信息基础设施共建 

主办：工信部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美国代表、俄罗斯代表、欧洲代表、澳洲代表、亚洲代表

等 

 规模：200人 

 

议题二：资源整合模式创新 

主办：中国信息安全评测中心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中国信息安全评测中心书记吴世忠、BlaBlaCar联合创始

人及首席运营官、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中

欧数字协会主席鲁乙己·贾姆巴德拉等 

规模：200人 

 

4-2、分论坛十：未来网络国际交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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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一：中外地方政府对话 

主办：江苏省人民政府 

论坛形式：高峰对话 

参与对话的主要嘉宾： 

上海、江苏省和美国加州、德国慕尼黑、韩国首尔、新加

坡等政府官员 

规模：200人 

 

议题二：中欧数字经济对话 

主办：省发改委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中方代表、德国代表、瑞士代表、法国代表等 

规模：150人 

 

第五板块：未来网络与信息安全 

5-1、分论坛十一：未来网络全球治理论坛 

议题一：网络架构与安全体系 

主办：江苏省未来网络研究院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刘韵洁院士、吴曼青院士、阿里巴巴副总裁、百度代表等 

规模：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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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网络安全策略与管理 

主办：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方滨兴院士、360总裁周鸿祎、赛门铁克董事长史蒂夫·贝

内特、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代表等 

规模：150人 

 

5-2、分论坛十二：未来网络法治建设 

议题一：网络安全与反恐 

主办：网信办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网信办副主任王秀军、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ICANN总

裁法迪·切哈德、IEEE主席霍华德·米歇尔等 

规模：150人 

 

议题二：国际网络法治化 

主办：网信办 

论坛形式：主持人+主旨演讲；讨论 

参与议题讨论的主要嘉宾： 

网信办主任徐麟、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百度法务

部总经理谭俊等 

规模：1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