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江苏省计算机大会组织委员会 

江 苏 省 计 算 机 学 会 
苏计学会【2017】第 61 号 

 
 

关于举办第七届江苏省计算机大会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指示，不断强化学会

深化改革的责任和担当，以“四服务一加强”为中心任务，提升学会

引领力、凝聚力、服务力、创新力，凝聚带领我省计算机相关领域科

技工作者勇担创新发展主力军重任，充分发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

动力和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第一资源的作用，加快实施省委、省政府的

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和科教与人才强省基础战略，服务我省“两聚

一高”的奋斗目标，江苏省计算机学会（JSCS）携手江苏省软件新技

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联合江苏省微型电脑应用协会（JSMICRO）、

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JSAI）、江苏省软件行业协会（JSSIA）以及中

国计算机学会（CCF）在苏有关分支机构，于 2017 年 11 月 17-19 日

在南京共同举办第七届江苏省计算机大会（JSCC 2017）。大会以“’

云物移大智’建功’两聚一高’，’政产学研用’协力’创响江苏’”为主题，

包含多场形式各样的专题活动，为计算机相关领域科技工作者搭建产

学研交流和展示平台，促进“云物移大智”以及网络空间安全等热点

技术的进步与推广应用，促进信息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计算机

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一、组织单位 

大会指导单位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大会主办单位 

江苏省计算机学会 

江苏省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 

大会联办单位 

江苏省微型电脑应用协会 

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 

江苏省软件行业协会 

CCF 南京分部、苏州分部、无锡分部、常州分部 

CCF YOCSEF 南京分论坛、苏州分论坛、无锡分论坛 

大会承办单位 

南京晓庄学院 

大会协办单位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百度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 

江苏万和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曙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会议内容 

1、大会开幕式暨主题报告会 

开幕式领导讲话，竞赛颁奖仪式，产学研合作签约仪式，知名专

家主题报告会。 

大会主题：“云物移大智”建功“两聚一高”，“政产学研用”

协力“创响江苏”。 

2、江苏科技论坛云计算大数据分论坛 

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大潮中，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趋势如

何？多位云计算、大数据领域高校知名学者和国际影响力企业的专家

同台论道，并就热点话题展开互动交流。 

论坛主题：云计算引领新应用，大数据催生新业态 

主办单位：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联办单位：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江苏省政府研究室，江苏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科学技术厅，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承办单位：江苏省计算机学会，南京麒麟科技创新园，江苏省软

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 

执行机构：江苏省计算机学会学术工委、产业工委、青年工委、

老科学家委员会、云计算专委会、大数据专委会 

协办单位：江苏省微型电脑应用协会，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江

苏省软件行业协会，南京晓庄学院，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第八届江苏省计算机学科高峰论坛暨新工科建设研讨会 

国际工程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国内高校纷纷“开工”新工科建设，

教育部批准设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国务院印发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设立人工智能专业，推动人工智能领域

一级学科建设。在此大势之下，江苏各高校计算机及其相关学科亟需

探讨怎样走好适合自身发展的专业建设之路。 

论坛主题：江苏高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专业建设之路 

主办执行机构：江苏省计算机学会教育工委、计算机教育专委会、

信息技术职业教育专委会，江苏省应用型高校计算机学科联盟 

联办方：江苏省计算机学会产业工委、大数据专委会、人工智能

专委会，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江苏省微型电脑应用协会人工智能专

委会 

承办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北京西普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百度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江苏万和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江苏曙光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4、2017 江苏省图形图像与虚拟现实协同创新论坛暨 JSCS 图形图

像专委会学术年会 

主办方：江苏省计算机学会图形图像专委会，江苏省工程师学会

虚拟现实专委会 



联办方：CCF YOCSEF 南京，江苏省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

中心 

5、2017 江苏省网络空间治理专题论坛暨 JSCS 网络空间治理专委

会学术年会 

主办方：江苏省计算机学会网络空间治理专委会 

6、2017 江苏省职业院校云计算大数据行业技能大赛 

主办单位：江苏省计算机学会 

承办单位：南京第五十五所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江苏曙光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江苏一道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2017 江苏省计算机学会科教创新成果展 

主办方：江苏省计算机学会各工委、专委会 

8、江苏省计算机学会七届七次常务理事会议 

    听取秘书处年度工作汇报，包括各项基本任务开展情况、申报省

科协提升学会服务科技创新能力计划项目及其实施情况、深化改革工

作推进情况、承担省科协“双创”工作情况、学会财务状况等；听取

监事会年度监督保障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布置年终考核工作；审议学

会人事变动事项；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关于群团工

作的重要指示；传达省科协有关学会工作的工作部署；讨论来年工作

思路。 

主办方：江苏省计算机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 

三、时间地点 

大会时间 

2017 年 11 月 18 日 8:30~12:00，14:00~18:00 

2017 年 11 月 19 日 8:30~12:00，14:00~17:30 

常务理事会议时间 

2017 年 11 月 17 日 14:30~17:30 

报到时间 

11 月 17 日 13:00~22:00，代表报到并安排住宿 

11 月 18 日 7:30~8:30，代表及来宾签到 



11 月 19 日 8:00~8:30，来宾及单日参会代表签到 

报到地点 

南京中央饭店，地址：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 237 号（位于南京

图书馆东、总统府南），交通：地铁 2 号线、3 号线大行宫站 1 号出

入口出站，东行 230 米。 

会议地点 

17 日下午常务理事会议会场：南京中央饭店四楼北京厅 

18 日上午大会开幕式会场：南京中央饭店一楼钟山厅 

18 日下午科技论坛会场：南京中央饭店四楼博爱厅 

19 日全天高峰论坛会场：南京中央饭店四楼博爱厅 

19 日全天虚拟现实论坛会场：南大仙林校区计算机科技楼 

19 日上午网络空间治理论坛会场：南京中央饭店四楼北京厅 

四、参会对象 

1、江苏省计算机学会、江苏省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

心、江苏省微型电脑应用协会、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江苏省软件行

业协会积极组织所属理事单位、会员单位委派代表参会； 

2、江苏省计算机学会、江苏省微型电脑应用协会、江苏省人工

智能学会所属个人会员、在苏 CCF 会员以及其他科技工作者自由报名

参会； 

3、江苏省计算机学会理事、工委负责人、专委会负责人有义务

出席本届计算机大会； 

4、江苏省计算机学会所属各专业委员会尽可能组团参会，每位

代表只能加入其中一个代表团。 

五、会务事项 

1、出席本届大会的主办单位及联办单位所属个人会员或者单位

会员委派的代表以及其他科技工作者，可以自主选择 A 类、B 类或 C

类三种代表身份之一进行注册，在参会回执中注明。A 类代表可以选

择参加本届大会 18 日和 19 日两天举办的任意专场活动，由大会统一

安排食宿，每人缴纳会务费 500 元，且住宿费自理。中央饭店标间单

间每晚房费标准：380 元（含早餐）。B 类代表是为只计划参加一天



（18 日或 19 日）活动的代表量身定制的类别，采用单日门票制，收

取每人会务费 200 元，自行安排住宿，与 A 类代表一道就餐。C 类代

表面向自由旁听的科技工作者而设定，大会不为其安排食宿（中央饭

店位于市中心，周边餐饮住宿都十分方便），不收取会务费。 

2、江苏省计算机学会为本省在校计算机类专业大学生（以三、

四年级本科生为主，适当兼顾数量研究生或三年级专科生）提供参会

资助。全省 50 个名额（内含面向外地学生的 10 个全包干名额），资

助对象按 A、B 类代表待遇免费提供餐饮，并可协助南京以外地域的

参会者安排住宿。全包干资助对象 11 月 17-18 日住宿免费安排，并

报销往返长途交通费用。请申报资助参会者从速，额满为止。也请有

关高校的老师把资助参会讯息传达给自己的学生。 

3、A 类代表组团参会，每个代表团每位代表优惠会务费 100 元。

允许代表团为团员统一支付会务费。 

4、所有各类代表都请提前注册。每位参会者请于 10 月 24 日前

提交回执注册。回执统一提交给江苏省计算机学会秘书处。秘书处联

系人胡冬艳，025-89680909，13851786825，hdy@nju.edu.cn。 

5、会务费尽可能提前通过银行异地汇款或同城转账缴纳，也可

在会议报到时现场使用银联卡或现金支付。收款单位的银行账户等有

关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江苏省计算机学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税号）：513200005091553392 

地址：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电话：025-86635622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大方巷分理处 

开户账号：4301011109002000471 

6、江苏省计算机学会所属各单缴纳位会员请组织本单位科教成

果参加本届大会的科教成果展，自备易拉宝海报进行展示（如需要布

台展示展品，请预先申请展台），同时欢迎个人会员积极申报参加展

示。每个工委、每个专委会、每个科技服务站至少推荐一项成果参展。

展示内容涵盖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学科建设、产品开发、技术推广



和应用、工程项目、双创工作、建言献策等各方面成果。参展申报截

止日期为 11 月 15 日。 

5、会议议程及会务注意事项，会前一周由第二轮通知发布。 

 

特此通知。 

 

 

附件：1、参会回执；2、大会组织机构 

 

 

 

 

 

                    第七届江苏省计算机大会组织委员会 

                         （江苏省计算机学会代章） 

                             2017 年 10 月 8 日



附件一 第七届江苏省计算机大会参会回执 

 

 

 

JSCC2017 回执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手机  邮箱  

代表类别 □A类  □B类  □C类 单日门票 □18 日  □19 日 

所属学会或

分支机构 

（单选） 

□JSCS         □JSMICRO     □JSAI        □JSSIA   

□CCF 南京     □CCF 苏州     □CCF 无锡     □CCF 常州 

□YOCSEF 南京     □YOCSEF 苏州     □YOCSEF 无锡 

会员编号  学会职务  

组团参会 □是    □否 组团名称  

参加活动 

（多选） 

□开幕式暨报告会 □云计算大数据论坛 □计算机学科高峰论坛 

□图形图像与虚拟现实论坛     □网络空间治理论坛 

代表住宿 □不住 □单住 □合住 住宿日期 □17 日 □18 日 □19日 

代表就餐 □17 日晚 □18 日午 □18 日晚 □19 日午 □19 日晚 

会务费发票抬头的单位全称  

单位税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会务费金额 □500 元   □400 元   □200 元   □0元 

注：1、会员编号可以不填，填写编号可享受面向会员的意外惊喜。 

2、A、B 类代表参加在南大仙林校区举办的虚拟现实论坛，午餐按相同标准异地安排。

从大行宫地铁站乘坐 2 号线经天路方向共 13 站半小时可直达南大仙林校区站。 

    3、缴纳会务费的代表请向大会组委会秘书处索取发票，回执中如实填写缴费单位完整

准确的名称以及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税号，18 位数字字母）。  



附件二  第七届江苏省计算机大会组织机构 

（一）大会组织机构 

1、指导委员会 

主席 

吕 建 中国科学院院士，CCF 副理事长，江苏省科协常委 

委员 

陈国良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邮电大学教授 

刘韵洁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院长 

池  宇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周景山  江苏省科协秘书长 

李  政 江苏省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 

费树岷 江苏省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东南大学教授 

许 钧 江苏省工程师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2、大会主席 

李宣东  JSCS 理事长，JSSIA 常务理事，南京大学 

胡江溢  JSMICRO 理事长，JSCS／JSSIA 副理事长，南京南瑞集团公司 

周志华 JSAI 理事长，JSCS 副理事长，南京大学 

徐  凯  JSSIA 理事长 

3、程序委员会 

主席 

罗军舟  JSCS／JSMICRO／JSAI 副理事长，东南大学 

杨种学  JSCS 理事，南京晓庄学院 

委员 

王志坚  JSCS 学术工委主任，河海大学 

吕  军  JSCS 产业工委主任，德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陶先平  JSCS 教育工委主任，南京大学 

陈松灿  JSAI 常务副理事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  兴  JSSIA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黄志球  CCF 南京分部主席，JSCS 副理事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朱巧明  CCF 苏州分部主席，JSCS 副理事长，苏州大学 

漆锋滨  CCF 无锡分部主席，JSCS 副理事长，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 

王洪元 CCF 常州分部常务副主席，JSCS 常务理事 ，常州大学 

李 斌 JSCS 副理事长，扬州大学 

夏士雄 JSCS 副理事长，中国矿业大学 

胡谷雨 JSCS 副理事长，陆军工程大学 



武爱斌 JSMICRO 副理事长，南京朗坤软件有限公司 

林为民  JSMICRO 副理事长，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孙权森 JSAI 副理事长，南京理工大学 

刘青山 JSAI 副理事长，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吴小俊 JSAI 副理事长，江南大学 

蒋国平 JSAI 副理事长，南京邮电大学 

吴振锋 JSAI 副理事长，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 

秦钧钧 JSSIA 副理事长，江苏南大苏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雷 JSSIA 副理事长，江苏省软件产品检测中心 

杨建青  JSSIA 副理事长，江苏省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周怡妮  JSSIA 副理事长，无锡市软件行业协会 

朱  毅  JSSIA 副理事长，苏州市软件行业协会 

钟  侠  JSSIA 副理事长，江苏国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映南  JSSIA 副理事长，亚信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张卫 JSSIA 副理事长，南京新模式软件集成有限公司 

辛颖梅 JSSIA 副理事长，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 

周红卫 JSSIA 副理事长，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钱  京  JSSIA 副理事长，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廖君 JSSIA 副理事长，JSCS 常务理事，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姚瑞波 JSSIA 副理事长，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夏德传 JSSIA 副理事长，南京市软件行业协会 

沙敏 JSSIA 副理事长，南京三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芦 湘 JSSIA 副理事长，江苏虚拟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 

卞艳艳  JSSIA 副理事长，中国（南京）软件谷 

王  红  JSSIA 副理事长，无锡高新区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屠萍萍 JSSIA 副理事长，南京联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高峰  JSMICRO 秘书长，JSCS 常务理事，南京南瑞集团公司 

张  燕  JSCS／JSAI 常务理事，金陵科技学院 

李 畅 JSCS／JSMICRO 常务理事，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眭碧霞  JSSIA 常务理事，JSCS 理事，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  阳  JSCS／JSAI 常务理事，南京大学 

郭延文  CCF YOCSEF 南京主席，JSCS 图形图像专委会主任，南京大学 

胡伏原  CCF YOCSEF 苏州主席，苏州科技大学 

周浩杰  CCF YOCSEF 无锡主席，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 

龚声蓉 江苏省应用型高校计算机学科联盟主席，常熟理工大学 

刘 鹏 江苏省云计算论坛主席，金陵科技学院 

李存华  连云港市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JSCS 常务理事，淮海工学院 

张云鹤  盐城市计算机学会理事长，JSCS 名誉理事，盐城工学院 

严云洋  淮安市计算机学会秘书长，JSCS 常务理事，淮阴工学院 

鲍  蓉  徐州市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JSCS 理事，徐州工程学院 

陈  林  宿迁市计算机学会秘书长，宿迁学院 

李  云  扬州市计算机学会秘书长，JSCS 理事，扬州大学 

吴梓兴  泰州市计算机协会秘书长 

詹永照  镇江市计算机学会理事长，JSCS 常务理事，江苏大学 



李继奎  常州市计算机学会理事长，JSCS 常务理事，江苏国光 

须文波  无锡市计算机学会理事长，江南大学 

张  民  苏州市计算机学会理事长，JSCS 理事，苏州大学 

陈  兵  JSCS 计算机教育专委会主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吴洪贵  JSCS 副秘书长兼信息技术职教专委会副主任，江苏经贸学院 

尹新平  JSCS 计算机伦理与职业修养专委会副主任，中国矿业大学 

王林章  JSCS 计算机软件专委会副主任，南京大学 

张功萱  JSCS 计算机应用专委会主任，南京理工大学 

许  勇  JSCS 计算机系统结构专委会主任，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 

王宜怀  JSCS 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专委会主任，苏州大学 

章  韵  JSCS 计算机与通信专委会主任，南京邮电大学 

袁家斌  JSCS 网络与分布计算专委会主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周会群  JSCS 高性能计算专委会主任，南京大学 

李  伟  JSCS 副秘书长兼云计算专委会秘书长，东南大学 

黄宜华  JSCS 大数据专委会主任，南京大学 

陆建峰  JSCS 图形图像专委会副主任，南京理工大学 

涂庆华  JSCS 计算机辅助教育专委会主任，南京理工大学 

黎  铭  JSCS 人工智能专委会秘书长，南京大学 

刘亚洲  JSMICRO 人工智能专委会秘书长，南京理工大学 

傅德胜  JSCS 信息安全专委会主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蒋  平  JSCS 网络空间治理专委会主任，南京市公安局 

聂  明  JSCS 网络空间安全职教专委会主任，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汝传  JSCS 老科学家委员会主任，南京邮电大学 

耿  新  JSCS 青年工委主任，东南大学 

张敏灵  JSCS 学术工委执行主任，JSAI 常务理事，东南大学 

陈振宇  JSCS 产业工委执行主任，YOCSEF 南京副主席，南京大学 

李千目  JSCS 组织工委副主任，南京理工大学 

孙国梓  JSCS 普及与咨询工委副主任，南京邮电大学 

 

4、组织委员会 

主席 

武港山  省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 CEO，JSMICRO 副理事长 

委员 

杨献春  JSCS 秘书长，CCF 南京分部秘书长 

房  伟  JSAI 秘书长 

王宁平  JSMICRO 副秘书长 

何满怀  JSSIA 副秘书长 

金  莹  JSCS 副秘书长，南京大学 

郑  豪  南京晓庄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王  建  JSCS 名誉常务理事，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宋天兵  JSCS 理事，江苏万和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李  俊  江苏省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助理 

郁  健  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园 

戴  欢  CCF 苏州分部秘书长，YOCSEF 苏州副主席，江苏科技大学 

卢惠林  CCF 无锡分部秘书长，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霓刚  CCF 常州分部秘书长，常州大学 

吴海军  JSCS 教育工委秘书长，南京大学 

周  剑  CCF YOCSEF 南京学术秘书，南京邮电大学 

罗晓东  JSCS 信息技术职业教育专委会秘书长，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顾  荣  JSCS 大数据专委会秘书长，南京大学 

姚  莉  JSCS 图形图像专委会秘书长，东南大学 

赵明生  JSCS 网络空间治理专委会秘书长，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陆  娟  JSCS 网络空间治理专委会副秘书长，南京市公安局 

陈  永  JSCS 会员与发展部副部长，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秘书长 

金  莹 

副秘书长 

郑  豪，吴海军，陈  永 

5、大会总监 

马跃勇  JSCS 监事长，南京理工大学 

吉根林  JSAI 监事长，南京师范大学 

 

（二）江苏科技论坛云计算大数据分论坛组织机构 

1、论坛主席 

吕  建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苏省科协常委，CCF 副理事长 

2、执行主席 

罗军舟  JSCS 副理事长、云计算专委会主任 

黄宜华  JSCS 大数据专委会主任 

3、组织委员会 

杨献春  JSCS 秘书长 

李  伟  JSCS 副秘书长、云计算专委会秘书长 

张敏灵  JSCS 学术工委执行主任 

陈振宇  JSCS 产业工委执行主任 

张云鹤  JSCS 老科学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何  明  JSCSC 青年工委副主任 

顾  荣  JSCS 大数据专委会秘书长 

李  俊  江苏省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助理 

王婧宇  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园，CCF YOCSEF 南京学术秘书 



 

（三）第八届江苏省计算机学科高峰论坛组织机构 

1、论坛主席团 

李宣东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软件学院院长 

罗军舟  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软件学院院长 

陈  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杨  健  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李凡长  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周  勇  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孙星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院长 

李  涛  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软件学院院长 

李  斌  扬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李  畅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 

眭碧霞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 

张  燕  金陵科技学院副校长 

杨种学  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处长 

赵建洋  淮阴工学院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院长 

龚声蓉  常熟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王晓蔚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执行院长 

2、执行主席 

陶先平  JSCS 教育工委主任 

吴洪贵  JSCS 副秘书长、信息技术职业教育专委会副主任 

3、组织委员会 

金  莹  JSCS 副秘书长 

郑  豪  南京晓庄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宋天兵  JSCS 组织工委副主任 

李  勇  JSCS 产业工委副主任 

吴海军  JSCS 教育工委秘书长 

孙  涵  JSCS 计算机教育专委会秘书长 

田祥宏  江苏省应用型高校计算机学科联盟秘书长 

罗晓东  JSCS 信息技术职业教育专委会秘书长 

 

（四）江苏省图形图像与虚拟现实协同创新论坛负责人 

郭延文  JSCS 图形图像专委会主任，省工程师学会虚拟现实专委会主任 

陆建峰  JSCS 图形图像专委会副主任 

姚  莉  JSCS 图形图像专委会秘书长 

 

（五）江苏省网络空间治理专题论坛负责人 



蒋  平  JSCS 网络空间治理专委会主任 

赵明生  JSCS 网络空间治理专委会秘书长 

陆  娟  JSCS 网络空间治理专委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