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2017秋季）中国量化投
资国际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十二届（2017秋季）中国量化投资国际峰会将于2017年12月在深圳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前前  言言

量化投资在中国金融市场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12个年头，经过业界人士的不懈努力，量化投资已成为国内投资界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量化投资开启了新的篇章，行业政策和市场监管制度的破旧立新、国内资本市场
不断扩容、投资品种和盈利模式推陈出新，其未来的发展空间不可估量。伴随量化投资领域的扩展和深化，中国量
化投资国际峰会也迎来第十二届的辉煌，峰会作为投资精英倾情交流、探讨合作的高端优质互动平台，已成为国内
量化投资行业发展风向标和前哨站。

当前，国内金融市场和法律环境逐步成熟与规范，形成了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环境，聚集了大量海内外优秀的金融
人才。不过对量化投资来讲，却并非一帆风顺。在今年上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第三方交易接口遇到空前
危机，豆粕和白糖期权正式上市……金融监管、衍生品品种和量化新策略形成了新的投资环境和机遇。基于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创新的金融科技产业掀起了一股创新创业的热潮。创新为动力，科技
为先导，产品和业务的新变化都有利于量化投资技术发挥其作用。在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环境下，科技手段日新月
异，金融业务不断深化，如何利用科技进步优势并结合最新的金融理念，提高量化投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如何开
创崭新的对冲基金管理模式；新形势下量化投资者该如何应对不断成熟的市场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如何发挥人工智
能和数据挖掘对量化投资领域的推动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

基于此，2017年12月15-17日，由中国量化投资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深圳国泰安数据
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以“新趋势•新前沿•新机遇——中国特色的量化投资”为主题的“第十二届（2017秋季）中国量化
投资国际峰会”在深圳举办。它将推动中国量化投资领域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对促进中国量化投资行业进军全球金
融市场前列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本届峰会将邀请20多位包括优秀对冲基金经理、量化投资领军人物、交易所研究代表在内的投资领域专家，与400

多位来自证券、基金、私募、信托、银行、保险界的专业人士，以及信息技术服务商和民间资本代表，共同探讨新
政策环境下量化投资在更广阔领域的发展方向，以促进我国量化投资的良性发展，为中国量化投资树立新的风向
标。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量化投资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深圳国泰安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中国量化投资学会、深圳市中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媒体：合作媒体：上海证券报、东方财富网、宽客俱乐部、私募排排网、中金在线、操盘天下网、基金买卖网等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时间时间 活  动活  动

20172017年12月15日（星期五）全天  研修班年12月15日（星期五）全天  研修班



08:20-08:5008:20-08:50 注册接待

09:00-12:0009:00-12:00 量化投资高级研修班

12:00-13:1512:00-13:15 交流午餐

14:00-17:0014:00-17:00 量化投资高级研修班

18:00-20:3018:00-20:30 大咖私房晚宴

20172017年12月15日（星期六）全天  研修班年12月15日（星期六）全天  研修班

08:20-08:5008:20-08:50 注册接待

09:00-12:0009:00-12:00 量化投资高级研修班

12:00-13:1512:00-13:15 交流午餐

14:00-17:0014:00-17:00 量化投资高级研修班&结业仪式

18:30-20:0018:30-20:00 欢迎晚宴（限受邀嘉宾）

20172017年12月17日（星期日）上午  开幕式/高层演讲年12月17日（星期日）上午  开幕式/高层演讲

08:20-08:5008:20-08:50 注册接待

09:00-09:3009:00-09:30 开幕式·开幕致辞开幕式·开幕致辞

09:30-10:1509:30-10:15 高层演讲A：国内外量化投资行业的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高层演讲A：国内外量化投资行业的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10:15-11:0010:15-11:00 高层演讲B：全新市场环境下的量化策略综述高层演讲B：全新市场环境下的量化策略综述

11:00-11:4511:00-11:45 高层演讲C：人工智能时代下量化投资技术展望高层演讲C：人工智能时代下量化投资技术展望

12:00-13:1512:00-13:15 交流午宴（限受邀嘉宾）

20172017年12月17日（星期日）下午  专题论坛年12月17日（星期日）下午  专题论坛

13:30-14:4513:30-14:45

专题论坛1：大变革：原油期货带给量化投资新机遇专题论坛1：大变革：原油期货带给量化投资新机遇

        2017年6月，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开始受理客户申请交易编码，
标志着原油期货开户正式开始。在此之前，原油期货已成为国内外期货投资者
最为关心的交易品种之一，而这将也是我国的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国内外的
投资者都可以参与进来，也真正助推着我国期货行业向国际市场大踏步前进。

主要议题：

1. 量化投资如何利用原油期货获取新的投资机会

2. 原油期货与传统期货品种的区别及发展趋势



3. 在原油期货的投资中如何做到风险规避

14:45-16:0014:45-16:00

专题论坛2：期权时代：商品期权为量化投资注入新动力专题论坛2：期权时代：商品期权为量化投资注入新动力

        今年上半年，白糖和豆粕期权终于与投资者见面。商品期权作为期货市场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资本市场最具活力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具有独特
的经济功能和较高的投资价值。随着半年的发展，期权品种带来的获利机会和
衍生出的新策略越发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

主要议题：　

1. 商品期权的特点及交易策略

2. 量化投资在期权交易上的应用

3. 如何利用量化投资设计商品期权的套利策略

16:00-17:1516:00-17:15

专题论坛3：大势所趋：量化投资在私募基金中的全新布局专题论坛3：大势所趋：量化投资在私募基金中的全新布局

        2017年8月，国务院发布《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意味着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即将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我国私募监管法规体系逐
步完善。在新的环境下，私募的量化基金的运作就遇到全新的挑战，与此同
时，量化投资已然成为私募基金新的风口，未来中国量化型私募基金的前景值
得人们进行深入思考。

主要议题：

1. 量化型私募基金的常用策略与方法

2. 量化投资如何在风控等方面为私募基金的主动投资补齐短板

3. 在新的市场监管环境下，量化型私募基金的未来走向

 

第十二届（第十二届（2017秋季）中国量化投资国际峰会秋季）中国量化投资国际峰会
量化投资高级研修班量化投资高级研修班

2017年年12月月15日日  星期五（上午）星期五（上午） 

09:00-10:30

第一讲第一讲  量化投资策略应用与实践量化投资策略应用与实践

量化投资的理论基础
十大对冲基金策略分析
量化对冲策略阐述
量化交易系统的构成和实操过程

10:45-12:00

第二讲第二讲  高频交易和高频交易技术高频交易和高频交易技术

高频交易的历史和现状
高频交易的策略
交易的风险控制和风控技术

2017年年12月月15日日  星期五（下午）星期五（下午）

14:00-15:30

第三讲第三讲  对冲基金的相对价值策略实战对冲基金的相对价值策略实战

相对价值策略的特点和分类
相对价值策略的风险



14:00-15:30 相对价值策略的风险
影响相对价值策略的因素
相对价值策略对冲基金案例

15:45-17:00

第四讲第四讲  阿尔法套利与统计套利阿尔法套利与统计套利

阿尔法套利原理
多因子选股和波动率分析
统计套利原理
股指期货统计套利和波动率统计套利

2017年年12月月16日日  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

09:00-10:30

第五讲第五讲  量化新机遇量化新机遇(一一)商品期权商品期权

中国期权市场结构
商品期权全新机会
期权交易投资策略

10:45-12:00

第六讲第六讲  量化新机遇量化新机遇(二二)原油期货原油期货

全球原油期货概况
原油期货的套期保值
量化交易策略在原油期货投资中的机会

2017年年12月月16日日  星期六（下午）星期六（下午）

14:00-15:30

第七讲第七讲  量化投资中的风险管理量化投资中的风险管理(一一)

风险及资金管理的定义和辩证理解
资金管理的原则和流程
交易头寸计算

15:45-17:00

第八讲第八讲  量化投资中的风险管理（二）量化投资中的风险管理（二）

多品种风险管理及头寸配置方案
账户权益曲线管理
热门量化投资风险控制模型解析

注：授课内容可能会根据授课讲师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注：授课内容可能会根据授课讲师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授课讲师】（拟）【授课讲师】（拟）

陈兴中陈兴中 AllianceB ernsteinI nvest. 算法交易策略全球研发总监算法交易策略全球研发总监

陈兴中博士现任联博投资公司(AllianceBernstein Invest.)任公司算法交易策略全球研发总管，执掌其全球算法交易策
略研究，算法实施及交易系统开发。对高频交易策略模式识别，反博奕及高频阿尔法，风险优化及微观冲击模型有
深入研究。对北美、欧洲及亚太地区各主要证券市场金融标的的微观结构、交易模式识别及相应的算法策略有系统
研究，并开发出联博全球通用算法交易系统。

丁鹏丁鹏  上海荣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量化投资学会理事长上海荣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量化投资学会理事长

丁鹏博士是中国量化投资领域研究的先行者，开拓者，2014年计入东航金控任财富管理中心 总经理，从事领航基金
系列产品的开发。



2012年进入是方正富邦基金，从事量化对冲产品设计与投资。2008年进入东方证券金融衍生品总部，任投资经理、
全球量化策略小组负责人，团队管理资金超过10亿。他同时还是多个基金公司、阳光私募和海外对冲基金的特别顾
问，影响资金超过100亿。

他的著作《量化投资》是中国第一本介绍量化投资策略方面的教材，量化投资的奠基之作。全书用60多个案例，详
细阐述了选股、择时、对冲、算法交易等核心量化策略，业内人士誉为量化投资的“圣经”。

丁鹏同时还是“CCTV证券资讯频道”“第一财经”等电视媒体的特约嘉宾、《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等平面媒
体的特约撰稿人，具有广泛的媒体影响力。

丁鹏博士200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留校任教，是国际知名的人工智能研
究员，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IEEE）、美国金融学会（AFA）会员，在国际顶级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过十余篇学
术文章，获得国家发明专利5项。

他已经培训过的机构包括：嘉实基金、华泰证券、山西证券、招商银行、东证期货、永安期货，国际期货等。

李斌李斌  复兴资本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复兴资本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1984年获中国科技大学理论物理学士学位，1985年通过李政道项
目中美物理联合招生赴美留学。1992年获纽约大学物理博士学位。在著名的客朗数学科学研究院做了一年博士后
研究工作后，加入美林证券，并因其在证券研究和交易策略方面的杰出工作很快被提升为副总裁。     1997年加入
瑞士银行，继而成为瑞士银行在北美的六人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1998年，瑞士银行与瑞士联邦银行合并之后，
成为其投资银行分公司Warburg Dillon Read 执行董事及全球数量交易策略部主任。2000年离开瑞银，联合创立
了Westport Financial LLC，担任董事会主席兼总裁，在WF旗下创建了股道证券公司、汇通公司、商理基金管理
公司和在香港成为第一金融门户网站的阿斯达克财经网(AAStocks.com)。     李先生因其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卓越业
绩和传奇经历，与江平、黎彦修被并称为“华尔街三剑客”。

刘刘  宏宏  摩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摩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宏先生，上海摩旗创始人，董事长，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1990年5月从场外交易开始参与A股市场投资，见证
了新中国证券市场诞生和发展的全过程；1994年3月创办深圳新德利公司，在国内首家推出基于数据通讯的证券
信息服务平台，开创行业先河，该项服务后来演变成众所周知的内嵌在行情分析软件中的“F10”功能，成为事实上
的行业标准；1996年率领团队开发并推出了国内最早的程序化交易系统，在无盘工作站和Dos操作系统框架下实
现了模型驱动的程序化交易，引领了国内交易技术的重大创新；从1994年到2003年期间带领自己创办的IT公司专
注于为金融领域提供IT解决方案，主要服务对象是券商和基金公司，主要业务是系统集成和金融应用软件开发。

2003年5月刘宏先生创办博弘投资，在国内率先打出了数量化投资的旗号，并在此后10年间的实际投资和研发过
程中指导和影响了当前活跃于国内数量化投资领域的一大批后起之秀和业界精英；2009年起至今，刘宏先生在上
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授课程《国际对冲基金》。

明可炜明可炜 美国骑士资本董事总经理、高频交易总监美国骑士资本董事总经理、高频交易总监

明可炜先生于2008年8月至2013年7月于奈特资本集团担任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一职，为奈特资本集
团建立了模型自动交易部门。领导部门开发交易股票以及期货的高频自营交易策略。在最近五年里，一共盈利8300

万美元，总Sharpe比率为4.6。2006年4月至2008年8月于美林证券任总经理（Director），作为高频限价单做市部
门总管。领导部门员工设计，开发，并优化基于统计模型的高频自营交易策略。为公司实现总收入超过3000万美
元。作为市场微观结构研究部全球主管。明可炜先生主持建立了一个全球的部门，主要任务为优化各种算法交易系
统。研发的课题包括：最优化交易时间，日内流动性以及风险预测，对各种交易策略的交易费用评估，顺序化优
化，以及电子交易中的最优市场选择，等等。2000年至2006年分别担任过投资科技集团公司副总裁、德意志银行副
总裁、“深邃价值”公司创建人等重要职位。

孙东宁孙东宁  博士（博士（Danny Sun, Ph.D.）德意志银行量化服务组）德意志银行量化服务组(执行执行)总监总监

    2004年，进入金融领域，先后供职于Swiss Re (瑞士再保险金融交易部), Citigroup (花旗集团投资银行), UBS (瑞
士银行投资银行)和Deutsche Bank (德意志银行投资银行),从事量化模型和交易策略的研究，开发和交易支持。主要
方向：固定收益产品(尤其是利率产品和信贷产品)的定价，风险控制与对冲，和新产品开发。现担任德意志银行量化
服务组(执行)总监,  为多种利率交易(Callable Agency Desk; Municipal Cash &Derivative Desks; etc)的定价及风险
提供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

杨兆吉博士：美国灵活计划投资公司投资研究总监、投资副总裁杨兆吉博士：美国灵活计划投资公司投资研究总监、投资副总裁

杨兆吉博士在过去五年中任美国灵活计划投资公司的投资研究总监和投资副总裁。这家在美国证监会注册的投资管
理公司现管资产十五亿美元。杨博士在此职位上指导公司的量化投资策略的研发和运行，并兼任该公司代管共同基



金的基金经理。

杨博士获得的专业认证有专业金融分析师(CFA)，金融风险管理师(FRM), 和认证投资代权师(AIF)。他的研究专文在
2010年和2012年分获美国全国动式投资经理协会威格纳研究竞赛第二名和第三名。他曾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工程博
士学位，密执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中国科技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杨博士曾在密执根大学客座讲授金融工程
另类投资课程。他的有关动态资产配置暨风险控制的学术论文2013年拟在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版）发表。

郑坂郑坂  法国领先法国领先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公司量化研究员公司量化研究员

郑坂先生获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工程师学位和法国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院(ENSAE Paris Tech)工程师学位，法国
国立高等电信学院(Télécom Paris Tech)应用数学专业博士学位。曾在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从事统计套利的策
略研究，现就职于法国兴业银行领先资产管理公司担任研发部研究员，从事资产管理领域的研究工作，专注于金
融大数据的处理，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指数跟踪产品的研究以及量化管理基金的策略开发。现兼任同济大学法
国校友会会长及法国博效基金会秘书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峰会参会 ：1280元

量化投资高级研修班（12月15-16日） ：6800元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