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五
届普惠金融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8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五届普惠金融论坛将于2017年12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指导单位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中国互联网金融三十人论坛（CIF30）

■联合主办单位联合主办单位

国培机构

■特别支持单位特别支持单位

中国直销银行联盟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中关村互联网金融服务中心、北京中关村海淀金融创新商会、中关村创业投资和股权
投资基金协会、中关村核心区网络借贷（P2P）联盟、新金融家联盟、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广东省互联网
金融协会、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广州市互联网金融协会、江西省互联网金融协会、江西省小额贷款行业协
会、吉林省信用担保协会、内蒙古互联网金融协会、广西小额贷款公司协会、杭州市小额贷款协会、深圳市互联网
金融协会等

■战略合作媒体战略合作媒体

新浪财经

■支持媒体支持媒体

CCTV-1、CCTV-2、新华网、和讯、网易财经、零壹财经、金融界、搜狐、财经网、中国网财经、未央网、新华社
·瞭望、国际商报、金融理财杂志、《中小企业金融》首席财务官、经济参考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观察报、中国
经济导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报道、金评媒、新华社、中国金融企业报、工人日报、金融时报、人民日报社、投
资北京、中国证券报、中华网、投资者报、中国经济信息网、证券日报、新京报、柒财经、海淀新闻中心、国际在
线互联网金融频道、中国经济社会论坛杂志、投资家、亿邦动力、金融英才网、金融视界、柒财经、FX168财经
网、绿色资本等。

主题背景主题背景

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重要的一年，定调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大力发展
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之际，各新金融企业纷纷抓紧制定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和远景规划,把握新趋势、找准新方向、确
定新定位，对各新金融行业而言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金融与技术的结合不断拓宽金融的边界，为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当
前，中国的金融科技进入到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创新应用的新阶段，新技术的应用使得价值判断和风险
评估趋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带动了整个普惠金融、财富管理的发展。新技术在驱动传统金融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
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降低整体成本，从而推动构建全新的智能金融生态。

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的发展之路，需要行业凝心聚力，精心谋划。以下问题的深入思考，将成为行业
创新发展的重要起点：

1. 金融科技如何促进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机构业务生态重构？金融科技如何促进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机构业务生态重构？

2. 智能金融如何重构未来财富管理格局？智能金融如何重构未来财富管理格局？

3. 网络借贷、第三方网络借贷、第三方支付支付等金融科技平台如何借助科技力量进行升级、创新、转型？等金融科技平台如何借助科技力量进行升级、创新、转型？

4. 直销银行如何实现直销银行如何实现“线上线上+线下线下”颠覆式大融合？颠覆式大融合？

5. 物联网物联网等金融科技应用如何驱动等金融科技应用如何驱动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的创新？的创新？

6. 大数据、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大数据、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消费金融消费金融加强风控与反欺诈能力？加强风控与反欺诈能力？

7. 科技驱动网络小贷与普惠金融迎来黄金时代？科技驱动网络小贷与普惠金融迎来黄金时代？

8. 区块链技术应用是否催生金融科技发展新高潮？区块链技术应用是否催生金融科技发展新高潮？

       基于以上考虑，本次大会将以“智能金融 融合重构”为主题，紧扣政策热点，面对行业难点，广邀业界精英，探
讨智能金融的现实与未来，为金融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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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期待。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1、展望2018年行业发展趋势，聚焦行业顶层设计；

2、探讨智能投顾与未来财富管理、金融科技平台的转型升级与创新、直销银行业务模式转型与产品创新、金融科技
背景下的供应链金融创新发展、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大数据风控、网络小贷与普惠金融、区块链技术应用与金融科技
的未来等前沿热点话题；

3、发布中国互联网金融与小微金融竞争力报告（2018）。具体详情可参见附件一：中国互联网金融与小微金融竞
争力报告（2018）典型案例征集通知

4、2017年度中国金融科技新锐人物、2017年度中国卓越普惠金融家等奖项颁发。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1 . 业界最高规格的千人盛典——千家荟萃，百业共生，多部委领导、BATJ高管、知名学者、互联网金融精英、传
统/小微金融著名实战家，携手领航2017年度顶尖峰会；

2 . 业态深度把脉与高度前瞻——海量信息中提炼真知灼见，共商前沿问题，眺望未来格局，构筑互联网金融、智能
金融、普惠金融服务实业话题浪潮；

3 . 多样的形式与精彩的内容——六大分论坛，深度探讨行业热点；互联网金融与小微金融竞争力评价报告重磅发
布；行业标杆悉数亮相，年度评选获奖名单首发；行业风云人物汇集，行业领袖对话上演；媒体直播全覆盖；年度
评选盛典网络报名通道已正式启动。

与会嘉宾与会嘉宾

1. 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有关领导，地方政府金融办、中小企业局和互联网金融、小贷、担保行业协会领导；

2 . 知名互联网金融（综合类互联网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网络银行、直销银行、互联网支付企
业、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机构、网络借贷、互联网金融门户及其他第三方服务机构）企业高



管；

3. 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公司等机构的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人员；

4.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

5. 大主流网站和财经媒体记者；

6. 立志毕业从事互联网金融的在校硕博学生；

往届回顾往届回顾

（（1））2017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四届普惠金融论坛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四届普惠金融论坛

 2017年12月23日，由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中国互联网金融三十人论坛(CIF30)、国培机构主办的“2017中
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四届普惠金融论坛”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举行。本次论坛以“数字普惠 绿色金融”为主
题，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汝芳、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朱进元、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正局长
级)秦志辉、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帆分别致辞。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韶华、中
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经济部主任肖振生、北京市海淀区金融办主任唐颖等领导嘉宾出席本
次论坛。同时，本次论坛还汇聚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世界银行集团全球
金融和市场业务线、东亚太平洋地区首席技术援助官员赖金昌，腾讯集团副总裁马斌，京东金融副总裁金麟，乐视
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CEO王永利，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洪锋，蚂蚁金融服务集团
生物及安全智能部总监林述民，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等知名专家学者和优秀企业家精彩发言，上午活动由
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张羽先生主持。此外，本次盛会还有逾1000位互联网金融界、传统金融界、投资界等专
业、跨界人士参与。

（（2））2016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三届普惠金融论坛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三届普惠金融论坛

2016年1月8日，由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主办、国培机构联合主办的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三届普惠金融
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以“助力供给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为主题，逾800位互联网金融界、传统金融界、投
资界等相关领导、专业、跨界人士参与。



（（3））2015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二届普惠金融论坛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二届普惠金融论坛

2015年1月30日，由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中国互联网金融三十人论坛（CIF30）主办的“2015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二
届普惠金融论坛”在京成功举行，逾600位互联网金融界、传统金融界、投资界等专业、跨界人士参与并就“互联网金融风控与小微
金融生态重塑”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部分出席嘉宾：

中国人民政协常委、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秘书长刘未鸣，著名经济学家、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贾

康，Lend Academy 联合创始人Jason Jones，蚂蚁金融服务集团首席风险官Jason lu，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温信祥
等。

（（4））2014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一届普惠金融论坛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一届普惠金融论坛

2014年3月20日由国培机构联合搜狐∙商界非常道、搜狐∙互联网金融频道共同主办，"2014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一届普惠金



融论坛"在北京举行,逾600位互联网金融界、传统金融界、投资界等专业、跨界人士参与并就“融合·创新·发展”主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第一部分：开幕式、主题演讲、报告发布第一部分：开幕式、主题演讲、报告发布

主持人开场主持人开场

9:00-9:10 主持人开场主持人开场 

领导致辞领导致辞



9:10-9:40

拟邀致辞领导（每位发言时长为拟邀致辞领导（每位发言时长为5分钟）：分钟）：

蔡鄂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

李东荣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朱进元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

王汝芳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李长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主题演讲一主题演讲一

9:40-10:25

 

演讲嘉宾（每位发言时长演讲嘉宾（每位发言时长15分钟）：分钟）：

李礼辉   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

贾  康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姚余栋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

报告发布报告发布

10:25-10:40

发布嘉宾：发布嘉宾：刘  勇 国培机构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发布如下报告：发布如下报告：

《中国互联网金融与小微金融竞争力报告（2018）》

颁奖仪式颁奖仪式

10:40-11:05

颁发奖项如下：颁发奖项如下：

机构奖项颁发：机构奖项颁发：

2017年度中国金融科技最具竞争力企业
2017年度中国普惠金融最具竞争力企业

2017年度金融科技最佳技术创新奖

2017年度互联网金融最具竞争力品牌奖

2017年度中国智能金融新锐企业奖

人物奖项颁发：人物奖项颁发：

2017年度中国金融科技最具影响力人物

2017年度中国金融科技新锐人物

2017年度中国卓越普惠金融家

11:05-11:15 “番钛客2017”金融科技双创大赛第二季颁奖仪式

11:15-11:25 投资机构代表发言

主题演讲二主题演讲二



11:25-12:35

 

演讲嘉宾（每位发言时长演讲嘉宾（每位发言时长15分钟）：分钟）：

赖金昌   世界银行集团全球金融和市场业务线、东亚太平洋地区首席技术援助官员

陈  龙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

陈生强   京东金融CEO

朱  光   百度金融服务事业群组（FSG)总经理

洪  峰   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

焦瑾璞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

刘建军   招商银行副行长

12:35-14:00 午餐、休息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高端主题分论坛高端主题分论坛

主题论坛一：聚焦智能投顾，创新财富管理  

14:00-14:10    主持人开场主持人开场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4:10-
14:40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沈  抖  百度公司副总裁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王洪栋   招商银行总行财富管理部副
总经理

 

圆桌对话圆桌对话  

14:40-16:00

   拟对话议题：拟对话议题：

1. 从全球视角看，智能金融在财富管理中处于什么样的角
色，未来智能金融的趋势是什么？

2. 银行、传统金融公司、科技公司做智能投顾各有什么优势和
劣势？

3. 智能投顾作为新型的在线资产配置工具，具有哪些特色？

4 现阶段智能投顾重心应放在“顾”（产品用户需求）还是
在“投”（用户资金管理）？

拟邀主持人拟邀主持人：陈立明   平安科技CEO

拟邀拟邀6位对话嘉宾：位对话嘉宾：

冯永昌   量邦科技董事长、微量网创始人

郑毓栋   璇玑CEO

刘  震   蓝海智投创始人兼CEO

邵海峰   上海壹账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16:00-16:05 现场抽奖现场抽奖  

主题论坛二：金融科技平台的转型升级与创新  

16:05-16:15    主持人开场主持人开场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6:15-
16:45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刘晓巍  陆金服总经理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吴逸然  有利网CEO
 

   圆桌对话圆桌对话  

16:45-17:50

   拟对话议题：拟对话议题：

1. 网络借贷平台如何借助金融科技进行转型升级？

2. 科技如何驱动网络借贷平台提升风控能力？

3. 金融科技如何助力打造全新的、安全的网络借贷平台？

4. 第三方支付如何借助金融科技再造业务场景？

拟邀主持人：拟邀主持人：涂志云   信用宝创始人兼CEO、中央“千人计
划”国家特聘专家

拟邀拟邀6位对话嘉宾：位对话嘉宾：

张  俊  拍拍贷CEO

张  辉  爱钱进创始合伙人&董事局主席

杨一夫  人人贷联合创始人

唐  彬  易宝支付CEO

 

 主题论坛三：玩转直销银行：场景+流量

 
14:00-
14:10

主持人开场主持人开场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4:10-
14:40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黄黎明    微众银行副行长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马海清    百信银行行长助理、首席财务官



 圆桌对话圆桌对话

 
14:40-
16:00

拟对话议题：拟对话议题：

1. 如何实现直销银行“线上+线下”颠覆式大融合？

2. 依托金融科技，如何克服现阶段直销银行发展（流量端、服务端、场景）不足之处？

3. “互联网+生态”大趋势中，实现精准对接客户需求，打造差异化产品线的途径？

4. 如何充分利用场景化流量驱动直销银行的内生活力？

拟邀主持人拟邀主持人: 张越   前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拟邀拟邀6位对话嘉宾：位对话嘉宾：

陈  通    兴业银行网银中心总经理助理

李多志    徽商银行互联网金融部总经理

史  宁    民生银行直销银行部商务合作中心副总经理

蒋建明    江苏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

鲍海洁    平安银行零售网络金融事业部总裁

 
16:00-
16:05

                        现场抽奖现场抽奖     

 主题论坛四：金融科技驱动供应链金融创新

 
16:05-
16:15

主持人开场主持人开场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6:15-
16:45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宋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徐捷   中国民生银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

 圆桌对话圆桌对话

 

16:45-
17:50

拟对话议题：拟对话议题：

1. 物联网等金融科技，如何驱动供应链金融的创新？

2. 供应链金融新方向：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合规与创新。

3. 从资产端和投资者角度看供应链金融ABS产品。

4. 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新路径”探究。

拟邀主持人：拟邀主持人： 王海润   雁阵科技CEO

拟邀拟邀6位对话嘉宾：位对话嘉宾：

杨红星   海尔集团供应链金融总监



谢  超   特斯联科技副总裁

王晓峰   摩拜单车CEO

华  硕   找钢网金融副总裁

赵先德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与供应链管理教授

 主题论坛五：互联网消费金融，大数据风控是关键

 
14:00-
14:10

   主持人开场主持人开场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4:10-
14:40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方以涵    宜人贷CEO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张敬华    掌众金融CEO

 圆桌对话圆桌对话

 
14:40-
16:00

拟对话议题：拟对话议题：

1. 大数据如何赋能欺诈风险防控？

2. 数据驱动互联网消费金融的风控关键？

3. 人工智能在消费金融风控领域的应用。

拟邀主持人：拟邀主持人：王征宇  信而富CEO

拟邀拟邀6位对话嘉宾：位对话嘉宾：

Tomas  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前总经理、捷信中国区前首席风控官(CRO)

罗  敏   趣店集团CEO

刘  鑫   包商银行行长助理兼包银消费金融董事长

 
16:00-
16:05

现场抽奖现场抽奖

 主题论坛六：网络小贷与普惠金融的黄金时代

 

16:05-
16:15

主持人开场主持人开场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6:15-
16:45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王国强   拉卡拉金服集团总裁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张友雄   瀚华小额贷款总经理

 圆桌对话圆桌对话

 
16:45-
17:50

拟对话议题：拟对话议题：

1. 网络小贷的业务布局与风控探讨。

2. 普惠金融与大数据风控模型搭建。

3. 普惠金融与征信体系建设的核心要素？

4. 互联网如何推动普惠金融迎来黄金时代？

拟邀主持人：拟邀主持人：

拟邀请嘉宾：拟邀请嘉宾：

杨  健   北京农信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

倪慧平   唯品会互联网金融事业部总监

刘明远   猪八戒小贷总经理

余建军   广发小贷总经理

 主题论坛七：区块链技术应用和金融科技的未来

 
14:00-
14:10

主持人开场主持人开场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4:10-
14:40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李冠宇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杨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员，中国区块链研究联盟
主任

 圆桌对话圆桌对话

 

14:40-
16:30

拟对话议题：拟对话议题：

1. 区块链的现状与未来趋势。

2. 区块链共识机制的设置及处分歧的方法。

3. 分布式账本技术将如何改变现有的金融服务行业？

4.“黑科技”：基于生物识别的金融身份验证在智慧合约签授的实践中，存在的风险及应对
策略?

5. 技术+场景，如何利用金融技术手段如何把不同的认知转变成决策，服务于产品创新？

6. 基于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如何搭建起反欺诈和风控体系，拓展服务边界？

拟邀主持人：拟邀主持人：段新星    巴比特执行总裁

拟邀对话嘉宾：拟邀对话嘉宾：



黄步添    云象区块链创始人

曹  寅    能源区块链实验室，创始合伙人，首席战略官

黄  震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蒋  韬    同盾科技CEO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敬请期待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