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DFF 2017大数据金融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BDFF 2017大数据金融论坛将于2017年08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大数据大数据金融金融论坛论坛BDFF2017

BIG DATA FINANCE FORUM 2017|Shanghai·8.23-24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

战略合作单位战略合作单位

数据观 数据猿 首席数据官 易观 小视科技 百融金服 邦盛科技 星火金融

活动主题

塑造数据生态·引领金融科技·聚焦数据未来

Shape Data Ecology·Lead Fintech·Focus on Data Future

活动日期、地点

2017年8月23-24日 上海

2017.08.23-24 Shanghai

活动规模、性质



覆盖专业人群400+

crowd 400+

论坛&开放&非盈利
Forum&Open&Non-profit

活动目的

打造成为中国大数据金融领域最专业的专题论坛
Build the most professional forum of china in the field of big data finance

推进中国大数据金融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ig data finance industry healthy and orderly

1、论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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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普惠金融、 移动金融、 消费金融等新金融形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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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金融科技·聚焦数据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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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论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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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论坛特色

    100+业内知名演讲嘉宾

 汇聚众多业内大咖， 聆听权威部门解读政策， 分析大数据金融领域内最新资讯， 共同探讨市场趋势， 技术



进展和突破。
 15+不同类型企业
 跨领域面对面互动交流大数据金融前沿最热话题， 拓展业务合作， 谋求发展战略， 挖掘潜在商机，推动市场
进步。
 1000+企业决策者
 来自政府， 协会， 征信机构， 大数据服务商， 网贷机构， 银行， 电商， 金融科技公司， 支付公司等几百
位金融领 域精英云集盛会， 聚焦时代热点， 分享成功经验。
 高效的沟通平台
 论坛也将提供高效的沟通平台， 直接的商务洽谈平台， 充分满足与会公司的参会需求。 主题演讲、 商务会
见、 展览展示
 专业的办会态度
 热忱的服务态度， 深刻的会议精神， 努力呈现给与会公司最佳的参会体验。 重要议题、 业内公司、客户体
验
 全生态覆盖
 专业人群比例覆盖达到 70%

4. 企业类型

    权威协会、银行及小额信贷公司、监管部门、大数据服务提供商、三方咨询机构/调研机构/研究机构、社交、 支
付平台、VC/投资机构、传统金融机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信用评级公司、网贷平台、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
公司、供应链金融公司、电商平台、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数据提供商、各大主流网站和财经媒体记者
知名征信机构

4. 论坛版块

大数据金融论坛 BDFF2017 上海站

8 月 23 日 上午 大数据金融顶层架构 下午  生态场景化建设

展览区&一对一商

务洽谈

8 月 24 日
   

    下上午 银领金融科技
     下午 大数据助推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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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方介绍

耘熵商务信息咨询成都有限公司
耘熵商务信息咨询成都有限公司（YUNSUN Business Information Consulting Chengdu Co., Ltd.,英文简称： YSI）
成立至今， 始终专注于金融领域， 解析金融创新、 金融科技、 金融监管、 金融风险等方面未来趋势。 为传统金融
机构及新兴金融组织机构力量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与提供战略决策信息。 努力打造成为世界级金融信息数据库， 金融
情报研究中心， 致力于成为金融信息咨询领域长期可靠的品牌。
专业会议
关注的金融细分领域： 金融大数据、 金融科技、 互联网金融、 移动金融、 普惠金融、 大数据风控、 征信体系建
设、供应链金融、 消费金融、 不良资产处置、 人工智能、 生物识别、 移动支付、 互联网反欺诈、 金融信息安全
etc

耘熵金融研究中心
耘熵信息旗下金融研究中心宗旨在于传播金融智慧， 输出投研顾问服务。 专注于新金融领域， 对金融创新、 金融
科技、 金融监管与金融风险等方面的全覆盖， 专业、 精准地提供最具前瞻性和洞察力的行业资讯， 以满足众多金
融机构综合复杂的金融需求， 提供战略发展的决策信息。
耘熵私董会
作为国内金融领域内专门的一家私董会机构， 自成立以来， 专注于提升 CEO 的事业成就和生活品质， 聚集了众多
业内精英。 致力于打造成为全球科技、 金融领域内 CEO 的共享平台与网络。 为 CEO 提供科学的成长计划， 包含
三大核心模块： 耘熵金融研究中心系列会议、 一对一深度交流、 全球高端社交平台与网络社区。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发言嘉宾发言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与方式参与方式 费用费用 职位要求职位要求 权益权益 备注备注

□普通参会 ¥2400元/位 部门主管及高级经理
2 天会议+全套会议资
料+茶歇（+同声传译
etc）

不包含交通费用及住
宿

□VIP 参会 ￥4800 元/位 
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
长、 CEO， 总裁级别

【 普通参会权益】
+VIP 席位（席卡） +

一对一商务会见+参会
名录

不包含交通费用及住
宿

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
开放性论坛享受 VIP



□私董会通票 ￥9600 元/位/年 长、 CEO， 总裁级别 参
会权益

闭门研讨会参会资格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