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兩岸金融學術研討會(台北)
大會議程
2003/11/4（二）研討會第一天
08：30-09：00 報到
09：00-09：40 開幕暨貴賓致詞
大會主持人：周吳添 台北金融研究發展基金會 董事長
開幕致詞：陳添枝 中華經濟研究院 院長
劉廷煥 大陸金融代表團 團長
中國金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 副行長
貴賓致詞：張秀蓮 台灣金融研訓院 常務董事
財政部 常務次長
09：40-10：00

休息(Tea Time)

10：00-12：10

第一場
主題 1：台灣金融監理委員會之組織與運作
主持人：林振國 台灣金聯資產管理公司 董事長
發表人：陳春山 台北大學財經法學系 教授
評論人：李紀珠 政治大學經濟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
主題 2：大陸金融監管體系及其運作
主持人：吳曉球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 副院長
發表人：凌 濤 上海市金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上海分行 副行長
評論人：羅哲夫 中國建設銀行 副行長
香港建新銀行 董事長
主題 3：台灣金融控股公司之現況與未來發展
主持人：陳木在 臺灣銀行 董事長
發表人：盧正昕 建華金控公司 執行長
建華銀行 董事長
評論人：蔡哲雄 第一銀行 總經理

12：10-13：30

午餐

13：30-15：40

第二場
主題 4：大陸金融控股公司的現況與發展
主持人：宋先平 中國農村金融學會 秘書長
中國農業銀行研究室 主任
發表人：蔡浩儀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研究局 副局長
評論人：李 軍 交通銀行 副行長
主題 5：台灣取消 QFII 制度之因應
主持人：陳 冲 台灣證券交易所 董事長
發表人：於貽勳 英商瑞銀證券台灣分公司 總經理
評論人：魏哲楨 金鼎證券 總經理
主題 6：大陸引進 QFII、QDII 的現況與未來發展
主持人：吳曉球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 副院長
發表人：李正強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基金監管部 副主任
評論人：陳 東 中國銀河證券公司研究中心 副主任
清華大學經濟管理學院 兼職副教授
15：40-16：00

休息（Tea Time）

16：00-17：30

第三場
主題 7：外資銀行在台灣的發展
主持人：胡定吾 中華開發工業銀行 董事長
發表人：經天瑞 荷商荷蘭銀行台北分行 總經理裁
評論人：羅子強 KPMG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所長
主題 8：外資銀行在大陸的發展
主持人：劉連舸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國際司 副司長
發表人：王兆星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監管三部 主任
評論人：韓明智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會國際部 主任

2003/11/5（三）研討會第二天
08：30-09：00 報到
09：00-10：20 第四場
主題 9：台灣外匯自由化的發展與管理
主持人：梁成金 合作金庫銀行 董事長
發表人：游明男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中央銀行外匯局 副局長
評論人：張嵩峨 彰化銀行 總經理
主題 10：大陸外匯管理體制的發展
主持人：蔡浩儀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研究局 副局長
發表人：王自力 廣東省金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廣州分行 副行長
評論人：程憲平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國家外匯管理局綜合司 副司長
10：20-10：40 休息（Tea Time）
10：40-12：00 第五場
主題 11：加入 WTO 後台灣保險市場之現況與發展
主持人：許嘉棟 中央信託局 董事長
發表人：周國端 台灣大學財務金融系所 副教授
評論人：凌氤寶 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總經理
主題 12：加入 WTO 後大陸保險市場之現況與發展
主持人：吳 焰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壽保險公司 副總經理
發表人：張 興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保險監督管理委員會國際部 副主任
評論人：盛和泰 中國人保控股公司研究發展部 副總經理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第六場
主題 13：巴賽爾協議下台灣金融業風險管理之因應
主持人：曾國烈 台灣金融研訓院 董事
財政部金融局 局長
發表人：許建基 中國信託金控公司 授信長
評論人：曾垂紀 兆豐金控公司 副總經理

主題 14：巴賽爾協議下大陸銀行業風險管理及對策
主持人：田瑞璋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工商銀行 副行長
發表人：華慶山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銀行 常務董事 副行長
評論人：馬蔚華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招商銀行 行長
15：00-15：20 休息（Tea Time）
15：20-17：00 綜合研討
主題：兩岸金融往來相關監理議題之探討
17：00-17：30 （台灣地區）
主持人：周添城 台北金融研究展基金會 常務董事
景文技術學院 校長
與談人：張明道 台北金融研究展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財政部金融局 副局長
吳當傑 台北金融研究展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陳惟龍 台北金融研究展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財政部保險司 副司長
（大陸地區）
主持人：劉連舸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國際司 副司長
與談人：韓明智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會國際部 主任
韓 萍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國際部 副主任
張 興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保險監督管理委員會國際部 副主任
17：00-17：30 閉幕典禮
貴賓致詞：
陳 樹 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 董事長
財政部 常務次長
閉幕致詞：
田瑞璋 大陸金融代表團 副團長
周吳添 台北金融研究發展基金會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