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中国金融科技产业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8中国金融科技产业峰会将于2018年01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和金融的深层融合不断
打破现有金融的边界，深刻改变着金融服务的运作方式。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利用金融科技加强金融体系监管、推进普惠金融工程建设的顶层设计，开展金融科技各项相
关政策宣贯，助力金融行业完成新一轮产业升级，梳理金融科技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行业标准，发布金融科技技术
研究成果及评估评测报告，展示我国金融科技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优秀案例，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促进科技赋能金
融从而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数据中心联盟承办、银行/保险/证券/支付/互金等行业
协会支持的“2018中国金融科技产业峰会”将于2018年1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中国千禧大酒店召开。届时，国
家相关部委领导、知名研究机构学者、金融机构负责人、科技企业管理者、技术专家，以及各行业代表总计共约
2000人次将莅临峰会现场。

       现诚挚的邀请您莅临会议!

一、论坛组织一、论坛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承办单位：数据中心联盟

支持单位：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拟）

中国证券行业协会（拟）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拟）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拟）

    学术支持：东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院

协办单位：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论坛时间二、论坛时间

2018年1月16-17日（周二、周三）

三、论坛地点三、论坛地点

北京千禧大酒店（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1616日上午主会场日上午主会场



暨暨“中国式新金融生态建设中国式新金融生态建设”高峰论坛高峰论坛

主持人：中国人民银行 领导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演讲人演讲人

08:50-09:00 大会视频播放

09:00-09:10 领导致辞 中国人民银行领导

09:10-09:20 领导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

09:20-09:30 领导致辞 中国银行业监督指导委员会领导（拟）

09:30-09:45 领导致辞
中国银行业协会领导/中国支付清算协会领导/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领导（拟）

09:45-10:00 专家演讲 院士

10:00-10:10 签约仪式
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中国支付

清算协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

打造中国式金融科技政策产业生态

10:10-10:25 中国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分析报告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领导

10:25-10:40 主旨演讲 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孙国峰（拟）

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

10:40-10:55 主旨演讲 跨国银行

10:55-11:10 主旨演讲 蚂蚁金服/腾讯（拟）

开创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新时代

11:10-11:25 主旨演讲 天津荣程集团

11:25-11:40 主旨演讲 知名企业

1616日下午主会场日下午主会场

暨暨“金融技术创新与风险管理金融技术创新与风险管理”高峰论坛高峰论坛

主持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领导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演讲人演讲人

13:50-14:00 大会视频播放

14:00-14:10 领导致辞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领导（拟）

14:10-14:25 专家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 姚前

14:25-14:40
中国金融科技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金融应用

场景研究报告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大数据

14:40-14:55 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典型应用研究报告发布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

14:55-15:10 金融大数据技术标准与测试评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5:10-15:25 基于关联关系挖掘的企业风险评级 知名科技企业

人工智能

15:25-15:40 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研究 金融机构

15:40-15:55 主旨演讲 知名企业

15:55-16:10 基于社交数据的大数据风控 腾讯云

云计算

16:10-16:25 金融云技术标准与测试评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6:25-16:40 主旨演讲 金融机构

16:40-16:55 主旨演讲 云计算知名企业

区块链

16:55-17:10 区块链技术标准与测试评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7:10-17:25 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研究 金融专家

17:25-17:40 主旨演讲 区块链知名企业



1717日上午分会场日上午分会场

一、银行业与一、银行业与消费金融消费金融转型转型

主持人：中国支付清算协会领导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演讲人演讲人

9:00-9:05 领导致辞 人民银行/银监会领导（拟）

9:05-9:10 领导致辞 银行业协会领导

9:10-9:30 大数据风控的探索 中国银行

9:30-9:50 智能化银行转型 光大银行

9:50-10:10 风险监测与智能金融 恒丰银行

10:10-10:30 消费金融普惠化发展 捷信消费金融

10:30-10:50 场景化的消费金融风险管理 马上消费金融

10:50-11:10 主旨演讲 知名科技企业

11:10-11:30 主旨演讲 知名科技企业

11:30-11:50 主旨演讲 知名科技企业

11:50-11:55 总结

二、保险二、保险//证券技术创新证券技术创新

主持人：中国保险业协会领导（拟）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演讲人演讲人

9:00-9:10 领导致辞 待定

9:10-9:30 保险信息化转型 中保信

9:30-09:50 保险科技应用实践
阳光保险集团首席数据科学家/阳光信保首

席数据官  田凤占

09:50-10:10 风险监测与防范 太平洋保险



10:10-10:30 保险业的场景化 人保财险

10:30-10:50 证券业的科技发展之路 中信证券

10:50-11:10 大数据防范老鼠仓 国泰君安

11:10-11:30 量化投资的技术发展 知名科技企业

11:30-11:50 大数据AI时代下保险业务模式探索 中软国际保险事业部总经理 宫奇

11:50-12:00 总结

三、合规化的互联网金融新生态三、合规化的互联网金融新生态

主持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领导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演讲人演讲人

9:00-9:10 领导致辞 银监会领导（拟）

9:10-9:20 领导致辞 互金协会领导（拟）

9:20-9:30 领导致辞 信通院领导

9:30-9:50 新经济周期下的互联网金融未来趋势 银研院/银行/消金机构

9:50-10:10 合规化进程中的互联网金融生态 知名科技型企业

10:10-10:30 互联网金融的产融结合实践 金融机构

10:30-10:50 技术构建互联网金融的高速路 知名科技型企业

10:50-11:10

“信用金融”联合倡议（倡导互联网金融的从业者
要诚信、合规经营、服务实体经济、严控风险

等）

11:10-11:30 互联网新金融生态下的风险管控 银行机构/消费金融机构

11:30-11:50 互联网新金融生态下的客户运营与维护 知名科技企业

11:50-11:55 总结

1717日下午分会场日下午分会场



一、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拟）一、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拟）

主持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领导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演讲人演讲人

14:00-14:10 领导致辞 工信部领导

14:10-14:20 领导致辞 待定

14:20-14:40 智能风控的技术发展 金融机构

14:40-15:00 智能营销助理金融普惠化 知名科技型企业

15:00-15:20 智能投顾技术革命 金融机构

15:20-15:40 智能支付打造大市场 知名科技型企业

15:40-16:00 智能客服的兴起于变革 知名科技型企业

16:00-16:20 大数据助力金融风险防控 金融机构

16:20-16:40 分布式架构提升金融IT效率 知名科技企业

16:40-17:00 科技帮助金融创新 知名科技企业

17:00-17:05 总结

二、区块链与金融安全（拟）二、区块链与金融安全（拟）

主持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领导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演讲人演讲人

14:00-14:10 领导致辞 工信部领导

14:10-14:20 领导致辞 人民银行领导（拟）

14:20-14:40 区块链的技术发展 金融机构

14:40-15:00 区块链在金融行业应用场景 知名专家

15:00-15:20 风险监测与防范 知名科技企业

15:20-15:40 安全技术与金融安全 金融机构



15:40-16:00 区块链与理财 知名科技企业

16:00-16:20 区块链应用实践 金融机构

16:20-16:40 安全加密技术应用 知名科技企业

16:40-17:00 主旨演讲 知名科技企业

17:00-17:05 总结

三、三、运维运维升级与智能运维升级与智能运维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1、VIP票（有专属座席区、提供会议资料、含双日自助午餐）980一张/300张

2、嘉宾票（有专属座席区、提供会议资料、不含餐）198一张/200张

3、观众票（需主办方审核通过后，凭借主办方通知短信参会）0元/200张（已售罄）（已售罄）

注： 不含发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