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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研院发[2017]20号 
 

关于举办“中国银行业金融科技系列讲座（2017年第

2期）-大数据应用在现代金融科技领域的 

价值和风险”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我国金融业正在步入大数据时代，随着金融科技日新月

异的发展，大数据的发掘、开发、利用和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更加凸显，大数据正逐渐颠覆金融业务的形态，使得金融服

务更加精准、效率更快，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增强。

本期培训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为指针，按照国务院有关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相关战略部

署，着力探索大数据在现代金融科技领域应用的价值和风险

安全，研究分析金融机构合规合法利用大数据加快业务创新

与转型的路径，帮助各会员机构依托信息科技平台优势，全

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金融行业大数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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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健康发展。特邀请金融界及科技界行业专家共同举办

“中国银行业金融科技系列讲座（2017年第 2期）-大数据

应用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价值和风险”。重点分享大数据在现

代金融科技领域中的实战应用案例，旨在全面提升金融机构

对大数据的资源掌控能力、技术支撑能力、服务价值及风险

控制能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并请各地银行业协会（公

会）协助组织各自会员单位参加。 

一、讲座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7年 11月 25日 9:00-16:30 

地点：北京友谊宾馆嘉宾楼一层第五会议室 

二、讲座师资及内容安排 

讲座将邀请金融界、科技界、学术界在金融科技和大数

据应用的权威专家现场授课并与学员互动。授课内容详见讲

座大纲（详见附件 1）。 

三、讲座参训对象 

适用于金融机构分管金融科技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

从事大数据开发应用的金融科技相关行业负责人。 

四、讲座费用及付款方式 

（一）讲座费用：协会会员单位（地方协会、金融机构）

参会代表不收费；其他相关行业及机构报名人员 1800 元/

人。 

讲座费用收款单位：东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院。 

（二）付款方式：汇款、现场刷卡或者现金方式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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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单位：东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院 

账    号：10250000000942252 

开户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三）讲座费发票内容：培训费、会议费、会务费 

（四）学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发票抬头：请在《报名回执表》（详见附件 2）

中填写付款单位等信息。 

五、报名联系方法 

请参加讲座人员按要求填写《报名回执表》（详见附件

2），传真或发送扫描件至东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院。 

 

联系人：李丽梅 

联系电话：13811527299 010-68404126 

传真：010-68498760 

邮箱：baoming@chinafintechlab.org 

 

附件：1.讲座大纲 

2.报名回执表 

          3.讲座地点信息与位置图 

 

 

 

2017年 11月 09日 

mailto:baoming@chinafintechla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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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讲座大纲 

 

一、大数据+人工智能在金融业的应用（暂定）张韶峰 

职务：百融金服董事长、CEO  

主讲人介绍： 

张韶峰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拥有清华大学电气工程自

动化学士、硕士学位。他有 15年 IT、大数据领域经验，持

续创业者，先后效力 Oracle、ESS、IBM 等国际一流的科技

公司。他曾经创办了专注于数据挖掘的公司天才博通，任执

行副总裁；2009 年与两位合伙人共同创办大数据技术与应

用服务顶级公司百分点科技，目前该公司已占领国内超 90%

的推荐引擎市场。2014 年，张韶峰先生创办专注服务于金

融领域的大数据金融信息服务的公司百融金服，任 CEO。 

二、大数据应用在金融科技领域里的价值与风险 （暂

定） 

林丽：资深银行业专家 

主讲人介绍： 

林丽，资深银行业专家，曾任中信银行信息技术部总经

理；澳大利亚 FNS公司中国区首席顾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信息科技监管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东亚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

运营官兼首席信息官。曾分别荣获中国最具价值 CIO和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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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 CIO称号。丰富的中资银行、外资银行、银行监管及

金融科技公司高管经历，见证了中国银行业从手工作业到全

面实现电子化等一系列变革的全过程。具有丰富的中国金融

控股公司及银行 IT、业务运营与风险管理等经验。 

目前主要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财务公司及产

融结合等行业的战略、管理、业务及 IT 规划咨询，在利率

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创新等新一轮金融改革创

新的大环境下，针对银行如何面临挑战，如何避免转型风险，

牵头参与了多家金融机构的组织架构调整、业务流程再造、

风险管理、产品创新、数据治理数据标准化、大数据应用、

金融科技创新等项目，并在大数据应用、区块链及供应链金

融等方面参与过央地协同创新打造银企云链产融平台的规

划，将大数据和金融科技创新与银行、央企及其上下游企业

的业务相结合，设计出具有前瞻性和标杆性的云链金融与云

链生态圈解决方案。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牵头参与过大数据交

易所及便民、利民、惠民、安民工程，为百姓提供数据增值

服务等城市规划设计。 

三、大数据在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暂定） 

杨达元：澳大利亚 CCK Financial Solutions 副总裁，

CCK中国全资子公司瑰华软件总经理 

主讲人介绍： 

杨达元，哥伦比亚大学统计专业硕士，华盛顿大学金融

专业学士。持有 CFA特许资格认证。擅长的领域包括金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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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金融建模、投资组合及风险管理。曾在美国就职于

Salomon Brothers 交易部、Antarctica 私募基金、以及

Guggenheim 对冲基金、资产管理等公司，拥有 15年以上投

资银行及资金管理领域的丰富经验。现任澳大利亚 CCK 

Financial Solutions 副总裁，CCK 中国全资子公司瑰华软

件总经理。 

四、消费信贷的数据风险管理模型及应用分享 

李届悦：马上消费金融 数据总监 

主讲人介绍： 

李届悦，美国卡内梅隆大学博士，曾在美国 ZestFinance

任职数据科学家，现任马上消费金融高级数据总监 ，建立

马上消费金融的数据决策模型，持续管理 600亿资产。曾领

导中美技术团队为京东搭建大数据征信平台和模型，如：京

东白条等。 

五、运营商数据在金融行业的商业化应用 

蒋妍君：享宇金服（中国移动 移动手机贷）总裁 

主讲人介绍： 

蒋妍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享宇金服 CEO、

数据中心联盟大数据发展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持续 10

年为 40 余家总行、200 余家分行业务流程和产品创新。率

先开拓运营商底层数据跨领域应用，研发“移动手机贷”平

台，引领数据源在金融行业的商业化应用创新模式，至今平

台 600余万客户下载，实现人群的精细化运营和风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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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全技术是金融科技的基础 

邢呈礼：天府银行 首席信息官 

主讲人介绍： 

邢呈礼，资深金融科技专家，现任四川天府银行首席信

息官。曾荣获中国优秀 CIO的称号，获邀参加中国银行业监

督委员会信息科技“十二五”规划。拥有 15 年以上金融科

技建设的丰富经验，在软件研发、信息安全、基础架构、大

数据方面具备深厚的技术背景。在四川天府银行任职期间组

建专业化研发团队，自主研发完成手机银行、银行数据整合

平台、CRM、电子渠道整合平台等多个重要信息系统，获得

31 个计算机软件的独立知识产权。率先在国内城商行中成

功实施核心应用级“双活”数据中心，推动国内银行在灾难

备份领域的深化建设。2017 年，仅用 1 年时间完成西藏银

行 “整体银行信息系统解决方案”成功上线，在国内银行

金融科技建设领域再开先河。 



 8

附件 2: 

报名回执表 

   
时   间 2017年11月25日 地   点 中国北京·友谊宾馆 

参会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电话/手机  

参会人员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参会身份 

□ 会员单位不收费 

□ 非会员单位1800元/人 

讲座费用含场地费、资料费、师资及专家劳务费等，不含交通和住宿费。 

费用合计 参会人员   人，共计：       元人民币 

指定账户 

户  名：东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院 

开户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账  号：10250000000942252 

增值税发

票开票信

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丽梅 

手  机：13811527299 

电  话：010-68404126 

传  真：010-68498760 

邮  箱：baoming@chinafintechlab.org 

  微信号：ChinaFintechLab  

参会确认 

 

 

                单位: 

 年  月  日 

 

说明：请将回执于 2017年 11月 20日前回传至会务组。 

 

 

mailto:baoming@chinafintechla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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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讲座地点信息与位置图 

 

地点：北京市友谊宾馆嘉宾楼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号 

联系人：刘媛 

联系电话：18801235377    010-6849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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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李丽梅      联系电话：010-68404126     校对：李丽梅 

东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院           2017年 11月 0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