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区块链产业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国区块链产业大会将于2016年08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大会背景大会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乌镇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中国主张，核心是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全球网络共享共治、
反对互联网霸权。这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最新国策，也为包括区块链在内的互联网底层技术研究与创新指明了现实
方向。

自2014年以来，区块链（Blockchain）研究愈演愈烈，全球竞相发展区块链技术。在中国，这项技术也快速引起金
融界和政府的高度聚焦。有专家认为，区块链是构建未来网络空间的核心关键技术，无论是物联网、金融、贸
易、农业、智能设备、医疗、教育、司法、版权，甚至家庭娱乐、体育健身等，都将依赖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基于此，2016年8月21日，由全球共享金融100人论坛、《当代金融家》杂志联合主办，工业与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
件服务业司、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中国纺织工业企业联合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
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等单位指导，中国区块链研究联盟、北京人民汇金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区块链产业大
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办。会议以“共享与发展”为主题，以“区块链助力供给侧改革 产业升级迎来
新风口”为核心内容，广泛邀请全球区块链技术领先专家、著名学者、产业精英、投融资机构代表等探讨区块链底
层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化进程以及资本动向等问题，为推动区块链技术开发的行业标准制定、产业应用实施等建
言献策。

这是一场各行业的顶尖专家一起探讨区块链核心话题的盛会，是紧跟时代潮流发展人士不可缺席的区块链盛宴。即
将到来的区块链时代，将开启新的产业革命！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你需要了解区块链是什么？能做些什么？哪些行
业将最先被颠覆？区块链浪潮中都有哪些创业机会？或应如何投资区块链项目？

 

【大会地点】【大会地点】 中国·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中国·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大会时间】 【大会时间】 2016年8月21日8:55-17:302016年8月21日8:55-17:30  

【大会规模】 【大会规模】 800人800人  

指导单位

工业与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

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学术指导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金融研究基地

清华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字社会和区块链实验室

主办单位

全球共享金融100人论坛

《当代金融家》杂志社

联合主办单位 平安银行

承办单位
中国区块链研究联盟

北京人民汇金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分布式总账基础协议联盟

互联网金融博物馆

深圳瀚德创客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拟邀请观察员名单（部分）



蔡建春 证监会债券部主任

陈  稹 中证金融研究院院长

陈小东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

陈远年 中国银行业协会常务秘书长

崔利国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戴  兵 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副行级）

董毅敏 广播电视与新闻出版总局报刊司处长

杜  鹃 国美控股集团CEO

付  刚 渤海银行行长

洪  磊 中国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

黄红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纪志宏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

李保民 国资委监事会

李俊生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李水健 山东省金融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刘经论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刘喜元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秘书长

孟祥泰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闵路浩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会长

聂庆平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欧阳卫民 广州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潘光伟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

祁  斌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钱  蒙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副总裁

曲家文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

邵伏军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

孙晓霞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

万  峰 新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平 中国债券结算登记公司副总经理

王晓蕾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副主任

魏本华 国家外汇管理局前副局长

魏迎宁 中国保监会前副主席

温信祥 中国人民银行货政司副司长

肖远企 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

邢天才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徐诺金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

许均华 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杨旭日 北京强国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

衣锡群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常务副会长

张显球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副主任

张晓朴 中财办

张春子 中信银行办公室副主任

周建春 安徽省金融办党组书记、主任

朱从玖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朱进元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中国区块链产业大会中国区块链产业大会

20162016年年88月月2121日日 8:55-17:30 8:55-17:30

 

上午场：全体大会上午场：全体大会 8:55-12:10 8:55-12:10

主会场（全体大会）主会场（全体大会）
主持人：杨涛 中国区块链研究联盟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

2016年8月21日 8:55-12:10

上   
午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嘉宾嘉宾

9:00-
9:05

主办方致辞
王永利     全球共享金融100人论坛理事委员会理事长、乐视控股（北京）
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 CEO

9:05-
9:10

联合主办致辞 邵  平     平安银行行长

9:10-
9:25

领导致辞
李礼辉     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
组长、中国银行前行长

9:25-
9:40

领导致辞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前副院长

主会场主旨演讲（9:40-11:20）主会场主旨演讲（9:40-11:20）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嘉宾嘉宾

9:40-
9:55

区块链与知识产权保护 高卢麟      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局长

9:55-
10:10

信息科技与金融安全 王忠民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10:10-
10:25

中国区块链产业化应用的策
略思考

姚余栋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全球共享金融100人论坛学术委
员会主任

10:25-
10:40

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思考
（拟定）

谢少锋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

10:40-
10:55

推进区块链技术发展 规范
区块链产业应用

肖  风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中国区块链研究
联盟副主任

10:55-
11:10

全球区块链发展扫描 张立钧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

11:10-
11:20

“区块链万里行”启动仪式 李哲平      《当代金融家》杂志执行社长兼主编



主会场圆桌对话  11:20-12:10主会场圆桌对话  11:20-12:10

主题 共识机制：荣耀和罪罚

主持人 王立仁     北京人民汇金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嘉宾 王宗龄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王永利     全球共享金融100人论坛理事委员会理事长、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乐视
金融 CEO

 杨义先     北京邮电大学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蔡维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字社会和区块链实验室主任

 秦  谊      德勤全球金融服务合伙人

 

下午场：六场平行论坛   13:30-17:30下午场：六场平行论坛   13:30-17:30

——区块链在金融、纺织、能源、农业、文体、——区块链在金融、纺织、能源、农业、文体、大数据大数据产业中的应用产业中的应用

寻找区块链应用领域“独角兽”寻找区块链应用领域“独角兽”

 

【金融平行论坛】【金融平行论坛】

区块链将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区块链将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主持人 吴志峰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 处长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35-13:45 联合主办致辞

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45-14:00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14:00-14:15 曹德云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14:15-14:30 曹  彤     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14:30-14:45 杨  涛     中国区块链研究联盟主任

14:45-15:00 许  进     北京瑞卓喜投科技有限公司CEO



15:00-15:15 谈剑峰     上海众人网络技术安全有限公司董事长

圆桌对话（一）： 区块链将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圆桌对话（一）： 区块链将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主持人 杨  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

时间：15:15-16:15

嘉宾 伍旭川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

　 王  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

　 黄金老     苏宁金服集团常务副总裁

　 张峻铭     毕马威北京分公司 互联网信息技术合伙人

 申屠青春   银链科技创始人

             合作单位代表

圆桌对话（二）：区块链金融应用商业化还有多远？圆桌对话（二）：区块链金融应用商业化还有多远？

主持人 秦  谊     德勤全球金融服务合伙人

时间：16:15-17:15

嘉宾 周金黄     华瑞银行副行长

 赵尊奎     蚂蚁金服区块链技术负责人

 曹  锋     深圳瀚德创客投资有限公司CIO

 杨  勇     金谷链科技公司CEO

17:15-17:30 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典型案例展示

17:30 论坛结束

 

【纺织、农业平行论坛】【纺织、农业平行论坛】

区块链将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区块链将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主持人 吴志峰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 处长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35-13:45 联合主办致辞

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45-14:00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14:00-14:15 曹德云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14:15-14:30 曹  彤     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14:30-14:45 杨  涛     中国区块链研究联盟主任

14:45-15:00 许  进     北京瑞卓喜投科技有限公司CEO

15:00-15:15 谈剑峰     上海众人网络技术安全有限公司董事长

圆桌对话（一）： 区块链将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圆桌对话（一）： 区块链将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主持人 杨  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

时间：15:15-16:15

嘉宾 伍旭川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

　 王  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

　 黄金老     苏宁金服集团常务副总裁

　 张峻铭     毕马威北京分公司 互联网信息技术合伙人

 申屠青春   银链科技创始人

             合作单位代表

圆桌对话（二）：区块链金融应用商业化还有多远？圆桌对话（二）：区块链金融应用商业化还有多远？

主持人 秦  谊     德勤全球金融服务合伙人

时间：16:15-17:15

嘉宾 周金黄     华瑞银行副行长

 赵尊奎     蚂蚁金服区块链技术负责人



 曹  锋     深圳瀚德创客投资有限公司CIO

 杨  勇     金谷链科技公司CEO

17:15-17:30 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典型案例展示

17:30 论坛结束

 

【纺织、农业平行论坛】【纺织、农业平行论坛】

区块链：推动纺织、农业供给侧改革区块链：推动纺织、农业供给侧改革

主持人 柴巍中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营养学博士后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13:35-13:50 王小兵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副司长

13:50-14:05 唐文剑     安永全球区块链小组中国组合伙人

14:05-14:20 蒋平友     广东格格积分系统平台公司总经理

14:20-14:35 刘  迪     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4:35-14:50 赵  飞     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部

圆桌对话一：经纬链（支Token）——破解纺织供应链困局圆桌对话一：经纬链（支Token）——破解纺织供应链困局

时 间  14:50-16:00

主持人 张永强      南通中实纺织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嘉宾 何  珊      北京清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金华      中国民生银行南通分行机构金融部总经理

　 高宏博      华泰证券研究员

 合作单位代表

圆桌对话二：新粮票--重构农业产业链价值圆桌对话二：新粮票--重构农业产业链价值

时 间  16:00-17:15



主持人 尧小兵     海伦中泽富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

　嘉 宾 仲维科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副主任博士

　 葛  喆     中粮集团农业产业化部总经理助理

 刘端琪     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高申奇     中林天合森林认证中心 总经理

 
周正火     中林天合（北京）森林认证中心，市场总监，PMP®，

国家注册碳排放交易师

 毕琰玉     农科院水木中天植物科学研究院院长

 

【能源平行论坛】【能源平行论坛】

能源区块链：能源互联网时代2.0能源区块链：能源互联网时代2.0

主持人 曹  寅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区块链专家、能源区块链实验室创始合伙人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30-13:35 联合主办致辞

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35-14:00 柴麒敏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副主任

14:00-14:25 曹  寅     能源区块链实验室创始合伙人

14:25-14:50 曾  鸣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电力咨询中心主任

14:30-14:55 廖  宇     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4:55-15:20 杨  超     北京思诺青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5:20-15:45 朱伟卿     上海环境交易所香港分所董事长

圆桌对话（一）：能源区块链必将颠覆能源行业圆桌对话（一）：能源区块链必将颠覆能源行业

主持人 林  乐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能源环保负责人

时 间  15:45-17:30



嘉宾 熊  焰     国富资本董事长

　 郭荆璞     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董事总经理

　 赵  为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徐  皓     东旭集团副总裁

　 林  霆     青域基金合伙人

 冯  东     积成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鸿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威胜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17:30 论坛结束

 

【文化平行论坛】【文化平行论坛】

文体券—支持文化金融发展文体券—支持文化金融发展

主持人 李晓冬     北京东方亿思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30-13:40 联合主办致辞

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40-13:55
主旨发言：高林挥    

乐视金融高级运营总监、乐视金融区块链实验室创始人

13:55-14:00
点评人：  张晓明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14:00-14:15
主旨发言：王励成 

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

14:15-14:20

点评人：  金  巍    

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4:20-14:35

主旨发言：蔡维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字社会和区块链实验室主任

14:35-14:40
点评人：  魏鹏举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

14:40-14:55 合作单位代表

圆桌对话：文体券——支持文化金融发展

时 间  15:00-16:30

主持人
金  巍     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嘉宾 韩秀成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文宇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

　 李晓冬     北京东方亿思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魏鹏举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

 黄小纲     广东区块链应用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      

 钱德君     bitse,Vechain创始人

16:30-17:00 梅花与牡丹文化创投展示

17:00 论坛结束

 

【大数据平行论坛】【大数据平行论坛】

区块链破解大数据流通难题区块链破解大数据流通难题

主持人 何宝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标准所副所长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30-13:40 联合主办致辞

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40-13:55 杨义先    北京邮电大学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13:55-14:10
赵  刚    大数据区块链实验室主任

《区块链：价值互联网的基石》作者、赛智区块链创始人

14:10-14:25 王毛路    《区块链与新经济：数字货币2.0时代》作者、保全网创始人

14:25-14:40 Zachary Lynde   公证通Factom  CFO

14:40-14：55     锦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55-15：10 邓  迪     北京太一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圆桌对话一：区块链与大数据关系辨析圆桌对话一：区块链与大数据关系辨析

主持人 赵  刚     大数据区块链实验室主任，赛智区块链创始人

时 间  15:10-16:10

嘉宾 齐红威     数据堂总裁

 张  健     火币网CTO

 糜万军     经尔纬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锦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圆桌对话二：区块链破解大数据流通难题圆桌对话二：区块链破解大数据流通难题

主持人 何宝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标准所副所长

时 间  16:10-17:15

嘉宾 杨义先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姜  鹏    中信银行创新实验室负责人

 王  璟    布比网络CTO

 长  铗    巴比特CEO

17:15-17:30 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分析案例展示

17:30 论坛结束



 

【投融资平行论坛】【投融资平行论坛】

区块链项目怎么投？区块链项目怎么投？

主持人 黎  江  世纪互联创新研究院院长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30-13:40 联合主办致辞　

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时间时间 嘉宾嘉宾

13:40-13:55 李伟群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

13:55-14:10 牛奎光     IDG资本合伙人

14:10-14:25 咸奎桐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高新技术与信息标准化研究所所长

14:25-14:35 徐明星     OkCoin  CEO

创业项目路演：创业项目路演：制造制造信用机器 Make Trust Machine！信用机器 Make Trust Machine！

时 间  14:40-17:30

点评嘉宾 牛奎光     IDG资本合伙人

　 梁国忠     中金甲子（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翊钦     大河创投创始合伙人、北软天使基金董事总经理

 刘小鹰     DFJ德丰杰

17:30 论坛结束

 

【第二部分】 区块链夜话——与业界大佬“链”起来【第二部分】 区块链夜话——与业界大佬“链”起来

► 夜话时间：2016年8月20日（周六）18:00-20:30

► 闭门研讨   50人规模

 

【第三部分】 展览展示【第三部分】 展览展示

► 大会设置项目路演环节。

► 大会设置展区：展示企业形象、技术研究成果、名家专著签售、场景应用、解决方案，以及投融资项目演示等。



► 同时大会将评选出“十佳最佳区块链应用项目”，在互联网金融博物馆展示三个月，预计逾两万人参观游览。

 

与名著作者相约与名著作者相约

区块链专业书籍作者现场签售

《区块链：价值互联网的基石》 赵刚

《区块链：重塑经济与世界》 徐明星 刘勇 段新星

《区块链将如何重新定义世界》 唐文剑

《区块链：从数字货币到信用社会》长铗 韩锋

《区块链：新经济蓝图及导读》梅兰妮·斯万 （编译者：韩锋等）

《区块链与新经济：数字货币2.0时代》 高航

《区块链：定义未来金融与经济新格局》 张健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李东荣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会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票种票种 价格价格 截止时间截止时间 票种说明票种说明

水晶门票水晶门票 9800元/人  

"含“区块链夜话”闭门研讨会尊享席位一个（含餐）

与重要嘉宾合影留念

主办方特供神秘伴手礼一份

区块链产业大会全天门票一张

会议当天VIP座位1个

会议资料1份、大会VIP午餐席位1个

出席嘉宾伴手礼1份

赠送出席大会通讯录一份

赠送“区块链产业研究白皮书”1份"

"含区块链产业大会全天门票1张

大会VIP席位1个



VIP门票VIP门票 4800元/人  会议资料1份

出席嘉宾伴手礼1份

大会VIP午餐席位1个

赠送“区块链产业研究白皮书”1份"

参会门票参会门票 1980元/人  

区块链产业大会普通席位1个

大会会议资料1份

出席嘉宾伴手礼一份

说明：本届大会参会人员实名注册，门票一经售出不得转让。最终解释权归大会主办方。 说明：本届大会参会人员实名注册，门票一经售出不得转让。最终解释权归大会主办方。 

交通指南交通指南

国家会议中心位于鸟巢和水立方之北，是一座八层楼、近400米的长形建筑。2008年奥运会期间，由击剑馆、国际
广播中心组成，主新闻中心（MPC）是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进驻的工作区，共有1000多个记者工作席位及硬件配套
设施。国际广播中心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大的国际广播中心，来自全世界16000名广播记者都
在此工作。

我们的会议室在国家会议中心C3门，上午在A会议室，下午3楼。7个平行论坛。我们的会议室在国家会议中心C3门，上午在A会议室，下午3楼。7个平行论坛。

交通：交通：

途经公交线路途经公交线路

新闻中心站：新闻中心站：83路,85路,510路

国家体育馆站：国家体育馆站：81路,82路,86路,510路

洼里南口站：洼里南口站：328路,379路,419路,484路,617路,628路,630路,751路,913路,运通110线,专40路

奥运村站：奥运村站：机场巴士6号线

中科院中科院地理地理所站：所站：328路,379路,419路,484路,607路,617路,628路,630路,695路,751路,913路,运通110线,专40路

 

地铁线路地铁线路

8号线：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下车

 

自驾停车自驾停车

国家会议中心提倡绿色出行，欢迎公众乘坐公共交通前来参加活动。如自驾开车前来，国家会议中心地下停车场对
外开放，收费标准5元/小时。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