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数据驱动大会：智能·追本数
源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二届数据驱动大会：智能·追本数源将于201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数据驱动大会』是由神策数据主办的年度数据分析行业盛会。大会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理念，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
同构建开放、创新、共赢的数据科技新生态，为万千企业提供了一个以数据为核心的交流平台。

会以行业论坛搭载培训体系的形式，强调与受众从理论前沿到落地实施的全方位互动，不仅从行业角度展示用户行
为分析的应用现状,还力邀请国内外数据分析精英，分享大数据应用领域的实践经验。

『智能.追本数源』为本届大会的主题，强调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紧密联系，汇聚人工智能领域的智慧与创新成
果，洞悉科学技术与各类商业模式结合下的创新为主导的未来业态。 

大会价值大会价值  Key Takeaways

前沿洞察前沿洞察

大数据与 AI：智能应用的背后是对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学习，微软、百度等国内外领先服务商倾情分享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时下的热门话题，以及如何利用数据驱动未来。

AI 前沿分享：人工智能论坛将齐聚人工智能行业领袖，共同探讨全球人工智能的现状，场景化应用及商业化变现趋
势，进一步帮助业内人士解决企业现在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难题。

垂直行业洞察：不能结合场景，数据驱动永远是一句空谈。金融和零售两大行业的分论坛汇集专家学者一起从拉
新、留存、个性化推进等方面共同探索大数据在行业领域深度应用与价值，推进大数据及创新科技在企业的应用。

 

深度学习深度学习

精益数据分析：阿利斯泰尔·克罗尔亲临大会现场，为你揭秘如何实现精益化数据分析，并于大会第二天提供精益数
据分析相关专题课程，知道如何将数据驱动理念应用到产品和服务中。

数据驱动：前百度大数据部负责人，神策数据创始人 & CEO 桑文锋带领数据分析核心团队讲解如何落地数据驱动，
场景结合技术，深入浅出的剖析数据驱动的最佳实践。

营销转化：国内网站分析和互联网营销数据分析专家——宋星会带来一堂生动的数据分析实战讲解，揭示如何通过
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快速提升营销和运营转化。

 

大会合作方大会合作方



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客户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7年年10月月17日日 上午上午 - 主论坛主论坛

       时间                        主题

09:00 - 09:30 大会开幕

09:30 - 10:10 主题演讲：精益化数据分析+巅峰对话

10:10 - 10:30 重磅发布：敬请期待

10:35 - 11:05 主题演讲：深解数据驱动产品智能化

11:05 - 11:15 主题演讲：探究人工智能落地方向

11:15 - 11:40 重磅发布：敬请期待

11:40 - 12:10 圆桌会议大数据+AI

2017年年10月月17日日 下午下午 - 平行分论坛平行分论坛

分论坛一：创新金融行业实战分享分论坛一：创新金融行业实战分享

       时间                        主题



14:00 - 14:05 主持人开场

14:05 - 14:45 数据驱动下的互金平台分析实践

14:45 - 15:35 数据驱动是金融科技的灵魂

15:35 - 15:50 茶歇

15:50 - 16:30 多维分析如何满足复杂业务需求

16:30 - 17:10 互金理财新手改版案例分享

分论坛二分论坛二：新零售行业实战分享：新零售行业实战分享

       时间                        主题

14:00 - 14:05 主持人开场

14:05 - 14:45 数据驱动下的新零售增长

14:45 - 15:35 新零售：用户画像洞察新需求

15:35 - 15:50 茶歇

15:50 - 16:30 电商运营如何做好数据分析

16:30 - 17:10 “互联网+便利店”模式如何降低获客成本

分论坛三分论坛三：人工智能前沿实战分享：人工智能前沿实战分享

       时间                        主题

14:00 - 14:05 主持人开场

14:05 - 14:30 神策数据：人工智能+大数据落地

14:30 - 14:55 达观数据：“想你所想”之个性化推荐

14:55 - 15:10 茶歇

15:10 - 15:35 助理来也：人工智能_满足用户体验

15:35 - 16:00 智齿科技：机器学习的商业应用



16:00 - 16:25 议程持续更新中

16:25 - 16:50 议程持续更新中

2017年年10月月18日日 上午上午 分析师实战训练营分析师实战训练营

       时间                        主题

09:30 - 10:00
数据驱动下的大数据思维  数据驱动四环节之【采集与埋点】

-- 桑文锋

10:00 - 10:45 通过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和优化转化 -- 宋星

10:45 - 11:15 数据驱动之【建模】与【分析】--  陈新祥

11:15 - 12:00 神秘课程 -- Alistair Croll 

2017年年10月月18日日 下午下午 分析师实战训练营分析师实战训练营

       时间                        主题

14:00 - 14:30 数据四环节之【指标体系建立】-- 陈新祥 

14:30 - 15:00 数据驱动之【运营监控】-- 桑文锋

15:00 - 15:30 数据驱动之【产品改进】杜明翰

15:30 - 16:15 浅谈数据驱动产品智能 -- 曹犟

16:15-16:30 休息

16:30-17:00 带你践行行业数据分析之【新零售行业】-- 朱静芸

17:00-17:30 带你践行行业数据分析之【企业服务】-- 李金霞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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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9月22日24点前购票享受优惠！

注：A、B、C类票均不包含专题研讨会及一对一专享总裁教练课程。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