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博鳌观察金融创新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博鳌观察金融创新峰会将于2016年09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一、会议简介：会议简介：

 在经济结构转型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金融业该如何谋求自我创新？如何把握创新与风险的平衡？互联网企业又
该如何突围？作为金融创新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监管又该发挥何种作用？与此同时，国内外有关大数据、云计
算以及区块链技术或概念的普及与实现等诸多因素，正在重新解构我们所熟悉的金融，并在金融领域发挥比互联网
更强大的作用。“新金融”在不久 的将来会被更核心、更复杂的科技与理念重构，而金融服务将愈发简单，金融创
新的活力也更加强劲。

 9月23日，由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BFA）官方杂志博鳌观察（Boao Review，BR）主办的“新
科技、新理念构建新金融”2016博鳌观察金融创新峰会在京举行。

 二、活动信息：活动信息：

 【活动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博鳌观察

 战略支持：中国大数据产业观察网（简称“数据观”）

 学术支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南湖互联网金融学院

 【活动参与对象】：监管层、新金融企业、科技企业、专家学者、媒体记者

 【活动规模】：300人

 【活动地点】: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金城坊街2号金融街购物中心F1）

 【活动时间】:2016年9月23日（9:00—17:40）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开幕式  新科技、新理念构建新金融 开幕式  新科技、新理念构建新金融

 时间 时间

 - 9：00-10：30

 主持人 主持人

 -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研究院顾问、博鳌观察联席社长姚望

 致辞 致辞

 -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

 主题演讲嘉宾 主题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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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东荣

 -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红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 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廖岷

 -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

 - 英凡研究院研究员侯本旗

 

 峰会一  科技如何让金融更美好？ 峰会一  科技如何让金融更美好？

 - Fintech是互联网金融的升级版还是概念转换？

 - 技术实力强大的传统金融机构，如何将此实力转化为竞争力？

 - 金融科技的创新与进步，对金融监管有哪些影响和促进？

 时间 时间

 - 10:45-11:55

 主持人 主持人

 - 英凡研究院研究员侯本旗

 讨论嘉宾 讨论嘉宾

 - 浦发硅谷银行行长蒋德(Dave Jones）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

 -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创始院长贲圣林

 - 500 Startups合伙人Sheel Mohnot

 - 百度副总裁张旭阳

 - 普惠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辉

 闭门午餐会 闭门午餐会

 时间

 - 12：00-13:30

 

 峰会二  数字普惠——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峰会二  数字普惠——可持续的普惠金融

 - 如何充分利用数字普惠来解决发展普惠面对的商业可持续性问题？

 - 数字普惠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处于什么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 推动数字普惠落地的各类机构之间，其创新型合作空间在哪里？

 时间 时间

 - 13:40-14:50

 主持人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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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黄益平

 讨论嘉宾 讨论嘉宾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 乐视金融CEO王永利

 - PINTEC集团CEO董骏

 -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杜晓山

 - 光大云付副董事长兼总裁夏令武

 - 微众银行副行长黄黎明

 - 开鑫贷总经理周治翰

 

 峰会三  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真正风口已经到来？ 峰会三  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真正风口已经到来？

 -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对金融业的机遇与挑战是什么？

 - 智能理财对传统的财富管理及资产管理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 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兴金融企业在这个领域各自的优劣势是什么？合作共赢的空间多大？

 时间 时间

 - 15:05-16:15

 讨论嘉宾 讨论嘉宾

 -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专家合伙人、前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首任阿里数据委员会会长车品觉

 - 博时基金总裁江向阳

 -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

 - 祥峰投资管理合伙人郑俊聪

 - Vanguard大中华区总裁林晓东

 -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乌镇智库理事长张晓东

 - 璇玑公司CEO郑毓栋

 

 峰会四 峰会四  超越虚拟货币，区块链如何改变金融？  超越虚拟货币，区块链如何改变金融？

 - 虚拟货币何去何从?

 - 区块链将如何改变金融业的基础架构，并影响未来整个商业社会?

 - 如何加强区块链的风险管控和监管?

 时间 时间

 - 16:25-17:35

 讨论嘉宾 讨论嘉宾

 -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

 - Blockchain联合创始人、总裁Nicholas C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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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盈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网贷之家创始人徐红伟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侯本旗
工商银行

电子银行部总经理  

周治翰
开鑫贷
总经理  

李扬
中国社科院

副院长  

郑毓栋
璇玑公司

CEO  

郑俊聪
祥峰投资管理

合伙人  

姚望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顾问  

杨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所长助理  

Nicholas Cary
Blockchain

联合创始人，总裁  

车品觉
阿里巴巴集团

副总裁  

王永利
乐视金融

CEO  

董骏
PINTEC集团

创始人  

王红
中国国务院

参事室副主任  

周文重
博鳌亚洲论坛

秘书长  

杜晓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研究员  

姚余栋
央行金融研究所

所长  

徐红伟
网贷之家
创始人  



黄黎明
微众银行
副行长  

廖岷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局长  

黄益平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委员  

胡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副所长  

张辉
普惠金融信息服务（上海）…

创始合伙人&董事局主席  

贲圣林
浙江大学互联网与创新金融…

主任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

所长  

蒋德
浦发硅谷银行

行长  

张旭阳
百度金融
副总裁  

李东荣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会长  

Matthew Gamser
中小企业金融论坛首席执行…

首席运营官员  

Sheel Mohnot
500 Startups

合伙人  

江向阳
博时基金

总裁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费用：1099元参会费用：1099元，包含价值300元丽思卡尔顿特供茶歇。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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