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大数据金融峰会暨 FinTech
World 2016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二届大数据金融峰会暨 FinTech World 2016将于2016年11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金融业正在大步迈入
FinTech 时代。FinTech 在驱动传统金融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催生了诸多新金融业态。移动支付、电子货
币、P2P网贷、股权众筹、大数据征信、机器人投顾、智慧合同等金融创新业务 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降低整
体成本的同时，也在推动构建全新的新金融生态。金融与科技的全面融合正在提速，金融机构更像更像科技公司，
科技公司也更像 金融机构，FinTech 将给金融行业和科技行业带来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在此背景下，“第二届大数
据金融峰会暨 FinTech World 2016”将于11月17-18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活动聚焦金融业 FinTech 转型之道，展
示领先金融技术与解决方案，助力以科技驱动金融创新的全新金融生态构建。

FinTech 系列主题论坛FinTech 系列主题论坛

活动聚焦 FinTech 给金融行业和科技行业带来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围绕 FinTech 的发展与应用设置丰富的议题，通
过主旨演讲、小组讨论、主题专场、工作坊、社交沟通等多种方式全面呈现

金融技术与解决方案展金融技术与解决方案展

活动汇聚领先的金融技术与解决方案，为目标受众提供一站式了解、对比、选择适合自身应用需求的金融科技产品
设备、解决方案与服务，推动优秀技术与解决方案更好满足金融行业客户需求

年度金融科技创新大奖年度金融科技创新大奖

2016年度金融科技创新大奖旨在鼓励具有技术创新和行业应用潜力的金融科技创新相关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同
时促进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推动市场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为什么参加为什么参加

第二届大数据金融峰会暨 FinTech World 2016 将提供 FinTech 业界专业人士进行知识交流、经验分享、思维碰
撞、观点探讨、人脉拓展、商机发现的最佳平台，参会者将会从如下方面获益：

与监管部门面对面交流金融监管理念，了解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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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全球金融科技最新动态，把握全球金融科技发展趋势
借鉴当前国际金融科技界发展经验
深入分析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中国 FinTech 发展路线图
探讨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升级的 FinTech 之路
了解新兴 FinTech 公司技术、业务亮点与投资机会
与金融科技同行交流知识、分享经验、碰撞思维、拓展专业人脉
与国内外领先的金融科技平台沟通交流并洽谈合作
一站式了解领先的金融技术与解决方案

谁应该参加谁应该参加

第二届大数据金融峰会暨 FinTech World 2016 将汇聚 FinTech 产业链决策人群与各方专业人士，共同打造金融科
技创新领域高效沟通平台，参会目标人群主要来自于如下行业及领域：

保险公司
储蓄银行
大数据与分析
风险投资
孵化器 / 加速器
基金
交易所
金融管理
金融解决方案提供商

金融专业服务

贸易和投资
P2P网贷
区块链 / 加密数字资产
券商
私募股权投资
天使投资
现金管理
消费金融

新兴保险科技公司

信托
银行
银行软件提供商
云计算 / 虚拟化
政府与监管机构
支付
众筹平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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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金融科技创新大奖”评选2016年度“金融科技创新大奖”评选

2016年度金融科技创新大奖旨在鼓励具有技术创新和行业应用潜力的金融科技创新相关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同
时促进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 构建，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市场和产业的健康发展。2016年度金融科技创新大奖评选
公开征集各奖项候选名单，通过初评，并经由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产业联 盟、媒体及咨询机构代表等各方人士组
成的评审委员会讨论评选出各奖项入围名单，经评议和投票，最终产生年度获奖名单，并通过活动平台及媒体向业
界和社会发 布和推荐。2016年度金融科技创新大奖评选将促进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推动市场和产业的健
康发展。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DAY ONE  11月17日 | 周四

08:00-09:00 注册 | 展览 | 交流

 嘉宾主持：易观金融行业中心高级研究总监 马韬

09:00-09:30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与金融科技新格局

￭ 大数据技术创新与互联金融发展

￭ 金融科技驱动全新金融模式

￭ 金融科技创新与传统金融业转型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副秘书长 张博

09:30-10:00

 

 

科技创新助推普惠金融发展

￭ 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速普惠金融发展

￭ 普惠金融将成金融创核心风口

￭ 普惠金融体系完善与共享经济增长

普华永道首席数据科学家 姚远

10:00-10:30

 

 

新金融模式的创新与机遇

￭ 依托大数据的创新金融服务

￭ 金融创新加剧金融风险传递

￭ 传统金融与新金融的发展空间

英特尔行业合作与解决方案部金融服务行业总经理 Mike Bla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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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40
2016年度金融科技创新大奖颁奖典礼  

茶歇 | 展览 | 交流

10:40-11:10 

 

新金融生态：金融+科技+生活

￭ 移动互联网金融和电子账户创新

￭ 打造基于海量客户行为数据的智能投顾

￭ 移动互联网时代与直销银行2.0

中国民生银行网络金融部专家 黎映桃

11:10-11:40 

 

FinTech时代：银行业如何提升移动客户体验

￭ 在金融服务业背景下如何定义客户体验

￭ 金融服务业建立客户体检的建议和方法

￭ 在一个虚拟移动的世界中提高金融客户体验的策略和有效方法

Forrester高级分析师 王晓丰

11:40-12:00

 

互动讨论：
科技驱动金融创新

￭ 新常态下金融业大趋势

￭ 互联网金融向金融科技演进之路

￭ 全球科技创新背景下中国金融科技新视角

嘉宾主持：易观金融行业中心高级研究总监 马韬

参与讨论嘉宾：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副秘书长 张博

姚远 普华永道首席数据科学家

英特尔行业合作与解决方案部金融服务行业总经理 Mike Blalock

中国民生银行网络金融部专家 黎映桃

Forrester高级分析师 王晓丰

12:00-14:00 午餐 | 展览 | 交流

 嘉宾主持：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颜阳

 消费金融创新分论坛消费金融创新分论坛

 

消费金融科技与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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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30

 

￭ 金融科技发展突破场景化

￭ 消费金融蓝海前景与白热化竞争

￭ 完善消费金融生态圈

易观金融行业中心高级研究总监 马韬

14:30-15:00 

 

大数据助力新兴金融个人不良债权处置

￭ 传统个人债务催收的业务模式和行业痛点

￭ 个人小额债权处置的众包模式验证

￭ 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回款预测及债权定价

资产百分百CEO 李丹

 大数据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分论坛人工智能+金融分论坛

15:00-15:30

 

 

金融大数据实时搜索分析及应用

￭ 金融行业海量日志搜索分析技术

￭ 帮助金融行业挖掘机器大数据价值

￭ 金融行业机器学习前景

日志易CEO 陈军

15:30-16:00

 

 

打造金融智慧时代的发动机

￭ 数据联通洞悉全局

￭ 征信场景与数据交易平台

￭ 数据交易溯源问题

京东万象数据交易平台总经理 杜宇甫

16:00-16:30

 

 

区块链技术优势与应用前景

￭ 从比特币到区块链

￭ 去中心化与传统金融业务挑战

￭ 区块链技术风险与监管挑战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颜阳

互动讨论：

从“金融大数据”到“大数据金融”



16:30-17:00

￭ 金融创新离不开大数据技术

￭ 激发金融业沉睡数据的商业价值

￭ 大数据推动金融产业链重构

嘉宾主持：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颜阳

参与讨论嘉宾：

易观金融行业中心高级研究总监 马韬

资产百分百CEO 李丹

日志易CEO 陈军

京东万象数据交易平台总经理 杜宇甫

17:00-17:30 展览 | 交流

DAY TWO  11月18日 | 周五

 嘉宾主持：腾云首席金融行业专家 鲍忠铁

 区块链与金融应用分论坛区块链与金融应用分论坛

09:00-09:30

 

 

区块链技术与金融行业应用

￭ 分布式账本、分布式网络与共识机制

￭ 公有链、私有链、联盟莲与侧链

￭ 高效低成本、便于追踪和验证、数据可持续性高与可编程

火币网COO 朱嘉伟

09:30-10:00 

 

基于能源互联网的产业链金融优化

￭ 应链金融发展趋于垂直化和细分化

￭ 借势物联网再造供应链金融升级版

￭ 构建跨产业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平台

中国石油产业链金融项目经理 林嵩

 金融科技新生态分论坛金融科技新生态分论坛

10:00-10:30 

 

金融业的金融科技转型

￭ 金融科技时代挑战与机遇

￭ 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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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与传统金融业转型

腾云首席金融行业专家 鲍忠铁

10:30-11:00 

 

大数据风控助力科技金融健康发展

￭ 欺诈风险与信贷风险加剧

￭ 大数据分析驱动跨行业联防联控

￭ 科技助力金融行业健康发展

同盾科技董事长兼CEO蒋韬

11:00-11:30

 

互动讨论：

科技创新与金融本源

￭ 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趋势

￭ 传统金融与新金融互补融合

￭ 金融科技与开放生态

嘉宾主持：腾云首席金融行业专家 鲍忠铁

参与讨论嘉宾：

火币网COO 朱嘉伟

中国石油产业链金融项目经理 林嵩

同盾科技董事长兼CEO蒋韬

11:30-12:00 展览 | 交流 | 闭幕

14:00-16:00 金融科技创新联盟内部会议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培训延期，请直接选择参会票购买培训延期，请直接选择参会票购买

注册与参会流程注册与参会流程

如有退款需求，相关事宜必须在距会期30日 之前前申请办理，会议组织方将扣除50%退款手续费；距会期30日内将
不办理任何退款。如注册参会者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出席，可改由他人参加，并及时更新相关注册信息。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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