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兩岸金融學術研討會(台北)
大會議程
1996/11/05（二）研討會第一天
08：00-08：30

報到

08：30-09：20

開幕暨貴賓致詞
主席致詞：謝森中 中華經濟研究院 董事長
黃 達 大陸金融代表團 團長
中國金融學會 會長
貴賓致詞：陸潤康 大安銀行 董事長
邱 晴 大陸金融代表團 顧問
中國光大集團 名譽董事長

09：20-09：50

休息（Tea Time）

09：50-12：10

第一場
主題 1：台灣公營銀行民營化的現況與發展
主持人：林鐘雄 玉山銀行 董事長
發表人：李庸三 中國農民銀行 董事長
評論人：林立鑫 華信銀行 董事長
主題 2：大陸國有銀行商業化改革
主持人：秦池江 大陸金融代表團 副團長
中國人民銀行金融研究所 所長
發表人：李禮輝 廈門大學 教授
中國工商銀行 副行長
評論人：盧學勇 北京市金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北京市分行 行長
主題 3：大陸貨幣市場發展的制約與展望
主持人：楊其廣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金融時報 總編輯
發表人：張 靜 武漢市金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武漢市分行 行長
評論人：陳恆平 上海市金融學會 顧問
交通銀行（大陸地區）副行長

12：10-13：20

午餐

13：20-15：30

第二場
主題 4：台灣貨幣市場發展實況
主持人：薛維忠 中華票券金融公司 董事長
發表人：陳建平 台北市票券商業同業公會 理事長

大眾票券金融公司 總經理
評論人：林華德 國際票券金融公司 總經理
主題 5：大陸外匯體制改革的進展
－人民幣實現從經常項目可兌換到資本項目可兌換
主持人：謝杭生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金融研究所 副所長
發表人：吳曉靈 大陸金融代表團 副團長
國家外匯管理局 副局長
評論人：蔣祖祺 中國銀行 副行長
主題 6：台灣外匯體制的沿革－台灣外匯自由化的經驗
主持人：彭淮南 中央信託局 理事主席
發表人：周阿定 台北金融研究發展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評論人：劉憶如 台灣大學財金系所 教授
15：30-15：50

休息（Tea Time）

15：50-17：30

第三場
主題 7：台灣外商銀行的發展現況及管理
主持人：蔡友才 銘傳管理學院財金系 副教授
發表人：陳聖德 美商花旗銀行台北分行 副總裁
評論人：李天成 美商信孚銀行台北分行 總經理
主題 8：大陸外資金融機構的現況與管理
主持人：伍成基 中國農村金融學會 副會長
發表人：毛應樑 上海市金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上海市分行 行長
評論人：秦池江 大陸金融代表團 副團長
中國人民銀行金融研究所 所長

1996/11/06（三）研討會第二天
08：00-08：30 報到
08：30-10：10 第四場
主題 9：台灣金融業的風險管理
主持人：林維義 中央存保公司 董事長
發表人：鄭世松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 總經理
評論人：林炯垚 政治大學財管所 教授
主題 10：論大陸新型商業銀行的風險管理
主持人：趙 林 中國投資學會 副會長
發表人：王世楨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招商銀行 行長
評論人：蔡鄂生 大陸金融代表團 秘書長
中國人民銀行銀行司 司長
10：10-10：30 休息（Tea Time）
10：30-12：10 第五場
主題 11：九七之後大陸對香港的金融政策
主持人：胡平西 福建省金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福建分行 行長
發表人：金 琦 中國人民銀行研究生部 教授
中國人民銀行外資司 副司長
評論人：洪允成 大陸金融代表團 副團長
中信實業銀行 董事長
主題 12：九七之後台灣與香港金融業的互動
－對台灣的銀行之意義
主持人：榮鴻慶 上海銀行 董事長
發表人：王光生 華僑銀行 常務顧問
評論人：陳再來 大中票券金融公司 董事長
12：10-13：20 午餐
13：20-15：30 第六場
主題 13：台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展現況（共同基金）
主持人：陳 樹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董事長
發表人：許立慶 台北市證券投資信託暨投顧公會 理事長
怡富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董事長
評論人：楊朝成 台灣大學財金系所 教授
主題 14：大陸證券市場現狀及發展
主持人：于學軍 深圳金融學會 常務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深圳分行 副行長
發表人：莊心一 深圳證券交易所 總經理
評論人：陳雲賢 廣發證券公司 總裁
主題 15：台灣證券市場的現況與發展
主持人：呂東英 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 顧問
發表人：林孝達 台灣證券交易所 總經理
鎮乾常 台灣證券交易所 副總經理（代為宣讀）
評論人：吳壽山 交通大學管科所 教授
15：30-15：50 休息（Tea Time）
15：50-17：00 綜合研討
主題：兩岸金融交流與合作
台灣地區：
主持人：周添城 中興大學經濟系所 主任兼所長
與談人：戴立寧 華僑銀行 董事長
陳田文 群益證券 董事長
張春雄 泛亞銀行 執行副董事長
大陸地區：
主持人：洪允成 大陸金融代表團 副團長
中信實業銀行 董事長
與談人：吳曉靈 大陸金融代表團 副團長
國家外匯管理局 副局長
毛應樑 上海市金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上海市分行 行長
蔡鄂生 大陸金融代表團 秘書長
中國人民銀行銀行司 司長
17：00-17：20 閉幕典禮
大陸地區：洪允成 大陸金融代表團 副團長
中信實業銀行 董事長
台灣地區：周吳添 台北金融研究發展基金會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