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中国大数据金融论坛|BDFF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中国大数据金融论坛|BDFF将于2017年05月在贵阳召开。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论坛议题论坛议题 Forum topics

i大数据大数据金融金融的发展及应用领域的发展及应用领域

i大数据金融生态、场景化建设大数据金融生态、场景化建设

i政府大数据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政府大数据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i数据共享、征信共享、隐私边界数据共享、征信共享、隐私边界

i大数据标准化建设大数据标准化建设

i大数据助力大数据助力互联网互联网金融金融

i大数据助推大数据助推消费金融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新金融形态等新金融形态

i大数据推进征信体系的建设大数据推进征信体系的建设

i大数据金融盈利模式探析大数据金融盈利模式探析

i机器学习、智能投顾机器学习、智能投顾

i大数据风控、反欺诈大数据风控、反欺诈

i大数据技术发展及大数据技术发展及IT架构架构转型转型

i不良资产处置不良资产处置

本次论坛旨在推动大数据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明确大数据金融的发展态势与应用模式，提升业内企业核心竞争力 ，
同时加强行业内紧密合作，推进大数据金融生态的良好发展，促进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体系的 良好
建立，落实普惠金融、大数据的国家战略。本次活动将邀请权威指导机构、监管部门，聚集优秀的网贷平台 ，金
融科技公司，电商平台，数据提供商，知名征信机构，银行及小额信贷公司，大数据服务提供商，社交、支 付平
台，传统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公司，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公司，共同分享大数据金融的发展趋势及要领， 探索产
品技术创新，多角度推动大数据金融行业建设

企业类型企业类型 Enterprises

企业类型：
监管部门、权威协会，网贷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电商平台、数据提供商、安全技术提供商，知名征信机构，银行
及小额信贷公司、大数据服务提供商、社交平台、支付平台、消费金融等行业内的领先公司
代表企业：
百度金融（百度钱包）、蚂蚁金服、腾讯、京东金融、苏宁金融（苏宁金融研究院）、FICO、Experian、融
360、信用宝、易宝支付、毕马威中国、百融金服、集奥聚合、平安科技、夸客金融、红杉资本等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主办单位：耘熵信息

协办单位：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

战略合作单位：易观数据 苏宁金融研究院

战略合作媒体：网贷之家 数据猿 征信宝 数据观

支持机构：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  中关村贵阳科技园  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中国大数据金融论坛中国大数据金融论坛|BDFF将于2017年5月23-24号在贵阳召开，本次论坛将吸引超过400位金融及大数据行业
决策者及专业人士参加。包括监管部门、权威协会，网贷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电商平台、数据提供商、安全技术
提供商，知名征信机构，银行及小额信贷公司、大数据服务提供商、社交平台、支付平台、消费金融等行业内的领
先公司将齐聚一堂，围绕 “塑造数据生态塑造数据生态·引领金融科技引领金融科技·聚焦西部发展聚焦西部发展“的论坛主题共同探讨大数据金融产业未来发展
模式。

论坛背景论坛背景Forum background

大数据金融，是指利用大数据开展金融服务，将海量的数据通过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方式处理，结合传统金融服务，开展资金

融通、创新金融服务。目前主要分布在银行、证券、保险中，而随着普惠金融、移动金融、消费金融等新金融的出现，涌现的一批

金融科技公司正致力于以科技创新推动金融服务的变革，以颠覆式创新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作为金融科技的核心部分与重要支

撑，大数据金融表现在大数据及征信、网络借贷、支付服务、综合金融服务、智能投顾及互联网保险等多个领域。本次大会的主题

为“塑造数据生态塑造数据生态·引领金融科技引领金融科技·聚焦西部发展聚焦西部发展”，紧扣政策热点，面对行业难点，广邀业界精英，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现实与未来，

为互联网金融、小微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的深耕细作、战略转型和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前沿分析。

论坛设置论坛设置 Forum setting



4月月27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上午 监管思路、发展要领、战略布局

展览区&一对一商务洽谈

下午 大数据风控、征信体系建设

4月月28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上午 大数据技术应用与创新

下午 大数据金融生态场景化建设

展望2017年行业发展趋势，聚焦行业顶层设计 

明确监管思路、发展要领，金融科技公司生态战略布局 

探讨大数据风控、征信体系建设、政府数据开放、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升级、P2P企业合规平稳转型、消费金融和供
应链 

金融前景、小微金融机构转型升级等前沿热点话题 

促进业内机构有效沟通与合作，完成商业框架的有效搭建，加快生态建设 

提供充分的推广与展示机会，挖掘商机、优化业务、定位潜在合作伙伴 

探讨新金融背景下，政府及各市场参与主体，如何加强沟通，深化合作，互利共赢

5月月23日日

监管思路、发展要领、战略布局监管思路、发展要领、战略布局

8:55-9:00主持人开场主持人开场

9:00-9:30 大数据金融的机遇与挑战大数据金融的机遇与挑战

ii 大数据金融的目前态势

ii 大数据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要领

ii 政府大数据、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的认知

ii 未来发展的几点看法

颜阳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9:30-10:00 金融科技公司战略布局大数据金融科技公司战略布局大数据

ii 大数据金融的新生态产业链解析

ii 互联网企业改造金融业，输出服务

ii 大数据金融核心竞争优势

ii 用户为中心的数据模式

ii 大数据技术与金融应用“落地”案例

杜宇甫  京东万象总经理

10:00-10:30 传统金融机构的大数据战略传统金融机构的大数据战略

ii 大数据目前的金融应用

ii 未来大数据金融转型升级

ii 业内合作方向，拥抱新金融

马韬  易观 易观分析群组副总经理

10:30-11:00 创投眼中的大数据金融创投眼中的大数据金融



季娟  星火金融创始人CEO

大数据风控，征信体系建设大数据风控，征信体系建设

11:00-11:30 大数据如何撬动个人、中小微企业征信，评级及支点大数据如何撬动个人、中小微企业征信，评级及支点

ii 个人网贷的深化发展，机制保证

ii 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诉求

ii 大数据风控为新金融保驾护航

百融金服

11:30-12:00 金融科技发展趋势、应用领域、增长空间金融科技发展趋势、应用领域、增长空间

邦盛科技

---午宴---

大数据技术应用与创新大数据技术应用与创新

14:00-14:30 大数据管理系统建设与升级大数据管理系统建设与升级

ii 传统金融机构如何转型升级，布局大数据

ii“应用”驱动，“场景”带动

ii 新金融态势下的大数据诉求

ii 提升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与“服务质量”

小视科技

14:30-15:00 互联网反欺诈的大数据实现互联网反欺诈的大数据实现

安讯科技

15:00-15:30 评分机制升级，优化决策分析评分机制升级，优化决策分析

ii 决策引擎的实践探索

ii 信用评分的中国特色化

ii 应用案例剖析

网智天元

---茶歇---

15;45-16:30 高层对话：大数据应用领域与模式探析高层对话：大数据应用领域与模式探析

ii 加快发展，应对刚性需求

ii 利用大数据建立完整信用评分机制

ii 建立数据共享、征信共享

ii 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新金融

ii 综合金融业务提升，机器学习、智能投顾

主持人  数据观



参与讨论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星火金融

易观数据

更多嘉宾招募中

生态场景化建设生态场景化建设

16:30-17:00  开放格局下的开放格局下的P2P 网贷大数据转型网贷大数据转型

ii 大数据管控机制

ii 战略合作，开放生态，数据共享

ii 网贷2.0 时代

ii 综合金融科技公司业务部署

深圳互联网金融协会

5月月27日日

时间及日期 活动 地点/嘉宾

5月25

日-26日
签到 嘉宾最好提前抵达并入住会议酒店

地址：贵阳市数博会论坛嘉宾签到处签
到

VIP室（重要嘉宾签到后引入会客室休息，等待会议开始）

5月27日
上午

（周
六）

08:30-

09:00
VIP嘉宾进场签到，合影留念 VIP室

09:00-

09:10
主持人开场白 CCTV2（拟定）

09:10-

09:20
致辞嘉宾

贵阳市委书记/副市长

09:20-

09:30
致辞嘉宾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所长

09:25-

09:35
致辞嘉宾 张韶峰 百融金服董事长 CEO 创始人

09:35-

10:00
主题演讲 辜胜阻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0:00-

10:25
主题演讲 陈志武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10:25-

10:50
主题演讲 捷信CEO



10:50-

11:05
茶歇 嘉宾休息交流环节

11:05-

11:30
主题演讲 国有股份银行行长

11:30-

12:00
主题演讲 张韶峰 百融金服董事长 CEO 创始人

12:00-13:30  商务午餐

5月27日（星期六）下午会议 13:30-18:00

第一部分、城商行、农商行

13:50-14:00 主持人开场白 待确认

14:00-14:25
主题演讲25分钟银行在资产荒，资金荒轮番上演之时，如
何提高资产收益率及资金使用效率

国有股份银行行长

14:25-14:50
主题演讲25分钟《中国信用卡年轻消费群体洞察报告》发
布及解读

百融金服副总裁林佳琳

14:50-15:20

Panel环节30分钟银行

1、如何用消费驱动，破解资产荒难题。

2、如何提高资金与资产的有效配置，提升资产收益率。

3、“荒”不用“慌”，大数据可以在资金、资产两端起到调配
作用。

城商行、农商行行长

15:20-15:35

（拟定时间）
茶歇 嘉宾休息交流环节

第二部分、非银及其他

15:35-16:00
主题演讲25分钟：消费金融金融科技风口能否开启消费金
融新未来 佰仟金融CEO 刘实

16:00-16:25 主题演讲25分钟：区块链技术与金融科技发展趋势 李军  布比科技副总经理

16:25-16:50
主题演讲25分钟：信息安全金融信息安全与移动支付场景
多样化

组委会推荐

16:50-17:15 主题演讲25分钟：人工智能 组委会推荐



17:15-17:45

Panel环节30分钟综合

1、金融创新新思路。

2、话题待定

3、话题待定

孙中东  上海华瑞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
息官

韩继炀  北京农商银行信息科技部兼网
络金融部总经理

韩震宇  汉口银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

周治国  中国民生银行贵阳分行科技部
总经理

17:45 论坛结束

18:30开始（时间拟定）答谢晚宴（酒店宴会厅）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Speakers from

·伍旭川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陆杰讯 蚂蚁金服服务集团副总裁

·Experian Singapore首席运营官Lincoln Teo

·FICO

·熊晓红 鹏元征信副总裁

·潘凌佶 维诚志信创始人

·洪阳 贵州京元华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科学家

·中国建设银行数据资产部总经理

·王军 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博士

·帅青红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中兴通讯

·评级宝

·易宝支付

·毕马威中国

·DT大数据产业创新研究院

更多嘉宾确认中更多嘉宾确认中……

 

论坛特色论坛特色 Forum Features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参会：4800元/人，2天会议

VIP嘉宾：9800元/人，2天会议+VIP席位+同系列会议参会名额+一对一商务会见+参会名录

参会均含会议资料、茶歇、自助午餐，不含住宿和交通费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