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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广电网络与华为开启战略合作

山东广电网络与腾讯、奥比中光、佳创视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用AI、VR等新技术重新定义客厅

强强联合、比翼齐飞

□本版文/图 记者 郭建政

5月11日，山东广电网络有
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市华为
总部举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BG 中国区广电拓展部部
长张斌与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孙柏代
表双方签署协议。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企业 BG 副总裁魏承敏，
山东区域广电及媒资业务部总
经理李进。山东广电网络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华，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郝克远，董事
会秘书刘洪昌等出席了签约仪
式。

山东广电网络限公司李建

华一行来到深圳华为总部，参观
了华为面向未来业务的高端战
略对话中心 EBC ( E x e c u t i v e
Briefing Center)展厅，对华为的
先进技术进行了深入了解。随后
参观了 IOC(Intelligent Operation
Center)智慧园区展厅，现场身临
其境的演示，让大家对华为技术
的应用有了更为全新的认识。

随后双方在华为基地 D 区
签署合作协议。魏承敏在签约
现场致辞，他表示，山东广电网
络有限公司拥有 3 2 万公里传
输干线和 2 0 0 0 万有线电视用
户，用户数量和经营总量位居
全国第一。曾经连续两年入选
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是山东
省属国有重要骨干文化企业，

也是华为的重点合作客户之
一。该公司依托四通八达、进村
入户的网络基础，积极参与山
东智慧城市建设，已建成智慧
社区 400 个，与聊城、莱芜、济
宁、淄博、泰安等 5 个城市签署
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华为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是全球领先的 ICT 解决方
案供应商，产品线涵盖了传输、
接入、云计算、存储、服务器、数
通、安全等领域。双方将在广电
基础网络建设、集团客户专网、
广电网络数字媒体产业园、云
平台建设、智慧城市、700M 无
线物联网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与交流。

未来用有线电视就能看VR视频
5月10日，“VR+广电产业

高峰论坛”在深圳文博会会展
中心隆重举行。国家广播电视
总 局 总 工 程 师 王 效 杰 ，国 内
VR、AI与广电领域的著名学者
赵沁平院士、高文院士和丁文
华院士，以及国内近20家广电
省市级网络公司代表、行业重
点企业共聚一堂，围绕“VR+广

电”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与
交流。

在本次论坛上，中国有线、
山东广电网络、广东广电等十
家企业与佳创视讯签署了“VR
+广电”产业化运营合作协议，拟
开展“VR+广电”产业化运营合
作，以有线数字电视相关的终端
为平台与载体，通过广电网络组

织开展超高清全景视频、VR 视
频等新媒体形式的虚拟现实内
容播出，开启广电产业 VR 时代
的大门。

未来，在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支撑下，VR
不仅将是视频产业未来5年的
重点领域，也是广电需要关注
的转型方向。VR的沉浸感、交

互式等体验将带来与传统视频
完全不一样的消费场景。

“通过有线电视网络让VR
这一先进的技术进入亿万普通
用户家庭，对于推动广电网络
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总工
程师王效杰在论坛中指出，大
家必须紧跟技术发展新趋势，

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积极应用
VR 等前沿技术开辟新业务，推
动广电网络创新性发展。赵沁
平院士、丁文华院士、高文院士
也分别就 VR 与 AI 、广电等产
业的融合与发展发表了《 VR+
广电》、《VR 在内容消费产业链
的再定位》、《超高清视频编码
与系统》等的演讲。

鹏城五月，翰墨飘香。5月
1 2日，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与腾讯云计算 (北京 )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奥比中光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在深圳花园格兰云天
酒店成功举行。

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
少杰，文改办主任刘皓，深圳市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高级
执行副总裁、社交网络事业群总
裁汤道生，腾讯云计算(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徐翊鸣，深圳
奥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源浩，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坤江，山东
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建华，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郝克远，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孙柏，董事会秘书刘洪昌等出席

签约仪式。本次签约仪式由孙柏
主持，李建华、徐翊鸣、黄源浩、
陈坤江分别致辞。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响
应省政府提出的新旧动能转换，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在新旧

动能转换先行区规划了山东数
字传媒产业园。该园区是公司基
于广电网络基础架构的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的研发和生产基
地，包含了AI及大数据中心、多
业务云平台、VR研发应用中心

等多类新技术产业，就上述项目
的规划建设方案，经过多方走
访、交流和洽谈，最终引入腾讯、
奥比中光、佳创视讯公司作为长
期战略合作伙伴。

腾讯云计算 (北京 )有限责
任公司在云计算、云数据、云运
营等领域有充分的技术和经验
积累，有丰富的视频等内容资
源，双方在宽带加速、内容融
合、智慧+、AI及大数据、云服务
等方面将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和
发展空间。深圳奥比中光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其
研发的3D传感器水平已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双方成立合资公
司后将重点在“用AI重新定义
客厅”的战略上展开研究，实现
有线电视体验质的提升。深圳
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是国内广电行业开展VR应用
的领军企业，VR技术在文化、
旅游、教育、体育等多方面有不
可比拟的优势，双方的战略合
作对于广电及 VR 两个产业共
同突破产业瓶颈、实现跨越式
发展、创造竞争优势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本次战略合作本着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
展的原则共同努力、坦诚相待、
着眼未来的重要成果。以山东数
字传媒产业园建设项目为引领，
在广播电视关键技术研发及转
化应用能力上实现显著提升，形
成“互联网+广电产业”载体集
群，做大做强各自事业。尽快推
出一批独具山东特色、符合时代
需要、贴近群众需求的优秀产品
及业务，为2020年山东全面实现
文化小康做出应有贡献。

腾腾讯讯云云计计算算((北北京京))有有限限责责任任公公司司副副总总裁裁徐徐翊翊鸣鸣（（左左））和和山山东东广广电电网网络络

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党党委委副副书书记记、、总总经经理理郝郝克克远远（（右右））代代表表双双方方签签约约。。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华（左）代表公司接

受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企业 BG 副总裁魏承敏（右）代表华为赠送的玉兰

桃花寿带鸟双面绣。

华华为为技技术术有有限限公公司司企企业业 BBGG 中中国国区区广广电电拓拓展展部部部部长长张张斌斌（（右右））与与山山东东广广电电网网络络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党党委委委委员员、、副副

总总经经理理孙孙柏柏（（左左））代代表表双双方方签签署署战战略略合合作作协协议议。。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签约
仪式结束后，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企业BG副总裁魏承敏代表
华为，向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
司赠送玉兰桃花寿带鸟双面
绣，预祝双方合作真挚、永恒、
比翼齐飞。

魏承敏表示，华为公司一
直关注广电行业的发展，在广
电行业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积
累。作为技术型公司，华为公司
非常注重在广电技术应用领域
的深入技术研究和技术沉淀，
愿意以开放学习的积极心态，
与广电/媒体客户伙伴共同开
发业界领先的技术和产品。

此次签约，是一次强强联
合、携手共赢的开始。山东广
电网络始终坚持多业态、跨领
域发展，致力于打造全业务综
合网络和信息服务提供商，此
次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约
后，双方将基于在广电网络技
术、新业务领域不断探索和研
究的共同美好愿景，本着开放
合作的态度，在基础网络建
设 、双 向 网 络 改 造 、集 客 业
务、智慧城市建设、新技术应
用、广电网络数字媒体产业园
建设、云平台建设等领域进行
深度合作，共同探讨完成山
东广电网络的战略规划与转
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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