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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简介
Introduction

全球产品经理大会(PM-Summit)是汇聚全球互联网产品领域专业人士的高端交流和分享平台。秉承“全球专家、连接智

慧”的宗旨，2019 年 11 月，我们特邀近 40 位全球互联网产品领域的大师领袖与一线实战专家，展开 30+ 场演讲 + 论

坛分享，围绕产品管理方法、B 端产品实践、产品创新策略、产品数据与增长、产品与体验设计、产品市场运营、硅谷产

品方法、人工智能产品等八大主题，融合主题演讲、互动研讨、案例分享等多种形式，与1000+ 行业精英参会者共同开展

一场面向未来的产品盛宴。

大会时间：2019年11月8-9日

大会地点：深圳凯宾斯基酒店

中文网站：http://pm-summit.org/

英文网站：http://pm-summit.org/en

演讲嘉宾
Speakers

Marty Cagan

硅谷产品大师《启示录》作者

现任硅谷产品集团主席。eBay前产品高级副总裁 ，产品管理圣经《启示录（Inspired）》

作者。他曾担任eBay产品管理及产品设计高级副总裁，负责规划全球电子商务网站的产品和

服务。在eBay之前，Marty曾担任网景通信（Netscape）产品副总裁。在此之前，他曾创

办Continuus Software，担任产品合伙人与CTO，并在NASDAQ上市后被IBM收购。在

Marty的职业生涯中，承担并胜任过多项产品管理职责，诸如产品管理，软件开发，交互

设计，软件测试，工程管理。

http://pm-summit.org/
http://pm-summit.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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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晔 Greg Prickril 汪维敏

腾讯云副总裁
腾讯企点总经理

世界级to B产品专家 华为云

首席云产品专家

华为云产品管理实践、探索和思考

刘凯 Joca Torres Jimmy Au

晨兴资本执行董事 Gympass

产品高级副总裁

Salesforce

高级产品经理

构建面向企业的 to B 人工智能产品

Olivia Zhao 陆树燊 薛 军
Google

高级产品经理

微信创始成员

小鸿科技COO
前腾讯P12产品专家

谷歌如何用AI驱动产品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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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岳 谈真 洪桃李
ThoughtWorks

资深创新咨询顾问

ThoughtWorks

资深创新咨询和创新教练

友信证券总裁

前腾讯金融科技产品总监

传统企业的创新演进指南，从顶层设计到

规模化扩张

传统企业的创新演进指南，从顶层设计到

规模化扩张

兰军（BLUES）
梅沙科技创始人

资深产品人

突围：互联网企业创新探索的案例反思

更多讲师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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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第一天上午 9:00-12:00

大会主题
Tracks

大会议程
Conference Agenda

Track 1 Track 2 Track 3 Workshop Track

Track 1 Track 2 Track 3 Workshop Track

Track 1 Track 2 Track 3 Workshop Track

*本议程为大会总体规划，个别场次会根据实际情况略作微调。

「产品管理方法」专场

4场主题演讲

「产品数据与增长」专场

4 场主题演讲

「产品与体验设计」专场

4 场主题演讲

产品worshop

1场

「产品创新策略」专场

3场主题演讲

「产品市场运营」专场

3场主题演讲

「人工智能产品」专场

3场主题演讲

产品worshop

1场

「B端产品实践」专场

4场主题演讲

「硅谷产品方法」专场

4 场主题演讲

「产品经理职业成长」专场

4场主题演讲

产品worshop

1场

第一天上午 9:00-12:00

第二天上午 9:00-12:00

第二天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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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演讲嘉宾
Previous Speakers

Marty Cagan

硅谷产品大师

Gibson Biddle

硅谷产品大师
Netflix 前产品副总裁

Magnus Billgren

世界级产品专家
Tolpagorni创始人

Camille Hearst

苹果 iTunes 前首席产品经理
Kit 联合创始人及CEO

姚欣 张溪梦 薛军 沈博文

PPTV创始人、AI创业营
院长、蓝驰合伙人

GrowingIO创始人兼CEO 前腾讯 P4产品管理专家 网易云音乐产品总监

张玉睿 兰军 Blues 徐志斌 张英惠

360 搜索总监 梅沙科技创始人 《小群效应》作者、微播
易副总裁

ARK CEO，前Google中
国产品设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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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回顾
Review

往届参会企业
Previous Attend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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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凯宾斯基酒店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滨路海德三道，近海岸城购物中心
深圳宝安机场乘车指南

地铁11号线 机场→后海（5站），D1/D2 出口。
深圳北站乘车指南

地铁5号线 深圳北→前海湾（13站），站内换乘地铁11号线 前海湾→后海
（2站），D1/D2 出口。
深圳火车站乘车指南

地铁1号线 罗湖→车公庙（10站），站内换乘地铁11号线 车公庙→后海
（2站），D1/D2 出口。

会场信息
Venue

往期会议
Previous Summits

2019全球产品经理大会-北京站 2018全球产品经理大会 2018全球机器学习技术大会

08月·北京

http://pm-summit.org/beijing201908

06月·北京

http://pm-summit.org/beijing201806

09月·上海

http://ml-summit.org/shanghai201809

PM-Summit 全球产品经理大会自2009年创立，秉承“全球专家，连接智

慧“的使命，致力于搭建全球互联网产品领域专业人士的高端交流和分

享平台。官网：www.pm-summit.org

咨询热线：400-821-5876

咨询邮箱：service@boolan.com

赞助合作：partner@boolan.com

媒体联系：media@boolan.com

http://pm-summit.org/beijing201908
http://pm-summit.org/beijing201806
http://ml-summit.org/shanghai20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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