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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 国际标准全球路演
《SOA 中国路线图》白皮书
高层论坛
2007 年 5 月 29 日

北京 中环假日酒店

·这一次，我们与全球同步·
·这一次，您可与世界级软件大师面对面交互·
·这一次，中国企业首回参与软件国际标准制定·
·这一次，影响未来软件中国的路线图即将发布·

论坛官方站点：www.soa2007.org

背景
灵动的商务需要灵动的 IT 架构。SOA（服务导向架构）将成为未来企业 IT 架构不可逆转的
潮流。正如 10 年前，IP 标准让全球电脑实现通话，从而主导了今天的企业计算硬环境一样，
未来，SOA 将让全球企业软件互联互通，主导企业计算软环境，让企业商务真正灵动起来。
中国的现实是：电信、银行、保险、政务、制造等企业级用户已在 SOA 的实施前夜，但它
们更需要实现的路线图。2007 年 3 月，SOA 核心构件标准 SCA/SDO 标准正式发布，中国
企业普元软件第一次在软件架构层面参与全球标准制定，那么，SOA 在中国它将如何开始？

概览
该次论坛是 SOA 国际标准全球路演中的重要一站。主要面向中国的电信、银行、保险、政
务、制造等大型企业技术决策层，旨在加强 SOA 国际标准在中国的影响力，并发布具有实
际指导意义的白皮书《SOA 中国路线图》。
该次论坛将有来自 OASIS 国际组织专家、SOA 国际标准制定核心人物来华。中国工程院、
IDC 中国等机构均有专家出席，另还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CIO 媒体《IT 经理世界》等 60 多
家媒体支持。

主办与协办

主办方
电子商务国际组织
web 服务、安全与电子商务标准的
重要制定者
www.oasis-open.org

主办方
SOA 国际组织
SOA国际标准SCA/SDO的制定者
www.osoa.org

OASIS 是“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的简称（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ructured Information Standards）。它制定了比
其它任何组织更多的 Web 服务标准，同时也制定了
安全和电子商务标准，并在公共部门和特定应用市场
的标准化方面做出了努力。
核心成员包括 IBM、普元、BEA、EDS、SAP、SUN
等六家公司。
OSOA（Open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是一个由 IBM、普元、BEA、Oracle、SAP 等世界软
件领导厂商共同成立的一个协作组织，旨在为 SOA
起草一系列的规范，并以免版税的许可方式提供给业
界使用。
2007 年 3 月，该组织发布了两项针对 SOA 的重要构
件 模 型 规 范 ——SCA 1.0(Service Component
Architecture，服务构件架构)和 SDO2.1（Service
Data Objects，服务数据对象）。这些已制定并发布
的标准都将一并成为 OASIS 组织的电子商务标准的
一部分。

协办方
OASIS 核心会员之一
OSOA国际标准组织唯一中国成员
www.primeton.com

Primeton 普元软件是全球领先的面向构件的中间件
提供商，并是 SCA/ SDO 国际构件标准组织和 OASIS
标准组织的核心成员。
普元将互联网、面向构件以及图形化组装等技术完美
结合，创造了领先的“面向构件的中间件－普元
EOS”产品，革命性地改变了传统应用软件的结构和
开发方式，使用普元 EOS 可以快速、低成本地生产
出高质量、高扩展性的应用软件。

特别支持

谁应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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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信息官
架构师、高级技术经理
行政官员
业内高级研究人员、资深专家和学术人士
企业决策层、高层业务经理
经济、管理、IT 高端媒体

为什么参加
z
z
z
z

全面了解 SOA 国际标准 SCA 与 SDO 及对商务应用的意义
全面了解中国实施 SOA 的关键点与路线图
全面了解如何构建灵活稳定的 SOA 服务
全面了解 SOA 服务间如何互联互通，灵活部署

主题演讲

时间

议题

讲演人

时长

8:30-9:00 签到
上午议程
SOA 国际标准与《SOA 中国路线图》
（主持人 OSOA 专家 程朝晖）
9：00

主持人开场

5``

9：05

致辞

陈晓筑
国务院信息办司长

5``

9：10

积极推进软件自主创新，全面参
与国际标准制定

陈英
国家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
司副司长

15``

9：25

构件技术推动中国信息化建设

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15``

9：40

SCA/SDO 国际标准的诞生及对
于 SOA 的意义

Edward Cobb
OSOA 专家（BEA 公司）

30``

10：10

变化和可控：中国企业的主要 IT
挑战

候维栋
交通银行首席信息官

20``

10：30-10：40 上午茶&自由联络
10：40

美国和中国的 SOA 之路对比

刘亚东
OSOA 专家（Primeton 普元）

20``

11：00

中国 SOA 的机遇与挑战暨《SOA
中国路线图》白皮书发布祝词

郭昕
IDC 中国总裁

10 ``

11：10

《SOA 中国路线图》白皮书报告

刘飞
IDC 高级软件分析师

20``

11：30

对话：
SOA 国际标准与《SOA 中国路
线图》

主持：程朝晖（Chris Cheng）
30``
对话人：
刘亚东（OSOA 专家/Primeton 普
元）
ED COBB（OSOA 专家/BEA 公司）
候维栋（交通银行首席信息官）
郭昕（IDC 中国总裁）

12：00-13：20 午宴 & 自由联络
下午议程
SOA 中国实施方略与实践
（主持人：IDC 中国副总裁 万宁）
13：30

SOA 从面向构件开始

黄柳青
OSOA 专家/Primeton 普元

30``

14：00

SCA标准介绍 及如何构筑商务
应用

Jeff Mischkinsky
OSOA 专家/Oracle

30``

14：30-14：40 下午茶 自由联络
14：40

全面支持 SOA 标准的中间件

程朝晖
OSOA 专家/Primeton 普元

30``

15：10

SOA 实施案例

Mike Edwards

30``

15：40

SCA &SDO Implementations:
- Tuscany and Vendor
products

OSOA 专家/ IBM

对话
SOA 实施方略与实践

主持：黄柳青（Larry Huang）
对话人：
Mike Edwards（IBM）
Jeff Mischkinsky(Oracle)
程朝晖 /Chris Cheng (Primeton
普元)
16：30

40``

论坛结束

演讲专家
国外专家
Edward Cobb
OSOA 专家
BEA 公司架构与标准副总裁,Edward Cobb is the Vice President,
Architecture & Standards at BEA Systems in San Jose, CA. In
that capacity, he is responsible for BEA's participation in
exter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Java
Community Process, W3C, OMG, OASIS and the newly
formed Web Services Interoperability Organization (WS-I),
among others.
Mike Edwords 博士
OSOA 专家
IBM 公司新技术战略规划负责人,负责ＳＣＡ和ＳＤＯ。他是ＳＣＡ
标准制定团队 Assembly 工作组的组长。他还负责 IBM 未来产品技
术规划的工作，包括 IBM Java SDKs 和 Web Services 相关的产品。
他参与了与 Java 相关的许多国际规范的制定。
Anish Karmarkar
OSOA 专家
Karmarkar 博士是 SCA 标准制定团队的重要成员。他在分布式系统
的 研究、开发和标准制定方面有多年的经验。他积极参与了 Web
services, Java 和 SOA 多项标准的制定，包括 SOAP 1.2, WSDL 2.0,
WS-Addressing, WS-Reliable Messaging, MTOM/XOP, WS-I
Basic Profile, 和 SCA。他是多个标准组织工作组成员。
Jim Marino

OSOA 专家，
BEA 高级首席技术专家，在 BEA Systems 的 CTO 办公室工作，关
注新兴技术。他参与 SCA 规范制定和 Apache Tuscany Project 的
开发工作。在加入 BEA 之前，Jim 为 Art Technology Group 工作，
并且是 Bay Area startups 的一名成员.
Jeff Mischkinsky
OSOA 专家
ORACEL 公司
国内专家
倪光南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直从事计算机及其应用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曾参与我国自行设
计的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近年来致力于在中国推广 Linux 和有
自主核心技术的、非 Wintel 架构的网络计算机（NC）， 是我国
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IT 产业的灵魂性和旗帜性人物。
候维栋
交通银行首席信息官
中国优秀的 CIO 代表

刘亚东博士
OSOA 专家
Primeton 普元软件创始人,董事长，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博士，亚
信（AsiaInfo）创始人之一，杰出的软件行业预见者与企业家，著有
《软件中国的机会》一书，此外还创作了大量文章。在国家信息战略
研究、中美软件市场对比研究、中国软件产业进步方面有深入研究。
郭昕
IDC 中国总裁
在市场咨询行业拥有超过 30 年的丰富从业经验。他曾在多家行业领
先的跨国公司负责业务拓展、管理咨询、以及整体运营管理工作。在
加入 IDC 之前，郭先生曾任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全面负责构建企业战略、管理咨询团队、为中外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商
业和管理咨询。在他的领导下，盖洛普公司在中国管理咨询行业享有
突出声誉。

黄柳青博士
OSOA 专家
Primeton 普元软件创始人之一,CTO.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机博士，
曾任亚信科技（AsiaInfo）副总裁、CTO，著有《软件的涅磐》、
《构
件中国》等书，此外还创作了大量白皮书和文章。
程朝晖
OSOA 专家
Primeton 普元软件副总裁，OSOA 组织中国负责人。见证中国中间
件软件成长，曾任 BEA 系统(中国)首席技术发言人，IBM(中国)华东
区中间件主管，创作了大量白皮书和文章。

支持媒体与研究机构
媒体

研究机构

论坛场所

中环假日酒店（五星级）
北京市宣武区菜园街 1 号

如何到达

论坛组委会联系
论坛热线
联系人：商静 小姐
电话：+86 - 10 - 62698489
订票热线
联系人：商静 小姐
手机：13911557236

赞助联系
联系人：杨嘉伟 先生
手机：13910511317
媒体联系
联系人：李念衡 小姐
手机：13910259488
专家联络
联系人：严永欣
电话：021-50805188 转 622
手机：13917143025
中环假日酒店联系
电话：010-8397 0088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菜园街 1 号

论坛官方站点
www.soa2007.org

论坛日程与讲演嘉宾以到会当日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