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兩岸金融學術研討會(大連)
大會議程
2004/10/25（一）研討會第一天
08：20

簽到

08：50

開幕式
主 持 人：唐 旭 中國金融學會 代秘書長
人民銀行研究局 局長
開幕致詞：易 綱 中國金融學會 副會長
人民銀行 行長助理
陳 冲 台灣金融代表團 團長
合作金庫銀行 董事長
貴賓致詞：張秀蓮 台灣金融代表團 首席顧問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戴玉林 大連市 副市長

09：40

會間休息、茶點

10：00

大會專題演講（第一場）
「大陸金融分業經營與監管的運作和發展前景」
主 持：喬 瑞 華夏銀行 副行長
演 講：楊再平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銀監會政策法規部 副主任）
（由銀監會政策法規部 陳 瓊女士代為）
評 論：歐陽謙 中信實業銀行 副行長

10：40

大會專題演講（第二場）
「台灣金融監理一元化之機會與挑戰」
主 持：李紀珠 政治大學經濟系 教授
演 講：袁明昌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金管會銀行局 組長
評 論：楊雅惠 中華經濟研究院 主任

11：20

大會專題演講（第三場）
「台灣貨幣市場開放歷程與演進」
主 持：劉憶如 台灣大學財金系 教授
（由台北金融基金會研究諮詢顧問 蔡俊雄代為主持）
演 講：許明滄 萬通票券公司 副總經理
評 論：吳正慶 富邦票券公司 總經理

12：00

工作午餐（三樓中餐廳）

13：20

大會專題演講（第四場）
「大陸金融宏觀調控下貨幣政策與運作」

主 持：江其務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西安交通大學 教授
演 講：焦瑾璞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人民銀行研究局 副局長
評 論：艾洪德 東北財經大學 副校長
14：00

大會專題演講（第五場）
「大陸國有獨資商業銀行的最新改革」
主 持：韓 平 人民銀行營業管理部 主任
演 講：姜國云 中國建設銀行國際業務 總經理
評 論：樊志剛 中國工商銀行金融研究所 副所長

14：40

大會專題演講（第六場）
「台灣公營行庫民營化之進程與挑戰」
主 持：盧正昕 建華商業銀行 董事長
演 講：楊雅惠 中華經濟研究院 主任
評 論：陳仁博 農民銀行 副總經理

15：20

會間休息

15：40

大會專題演講（第七場）
「大陸銀行卡市場之現況與發展」
主 持：單建保 中國光大銀行 副行長
演 講：閻 強 中國銀聯股份有限公司 助理總裁
評 論：唐志宏 招商銀行 行長助理

16：20

大會專題演講（第八場）
「台灣信用卡市場之現況與發展」
主 持：錢釧灯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陸委會經濟處 副處長
演 講：張智銓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信用卡事業處 處長
評 論：江金德 第一銀行 副總經理

18：00

晚餐

茶點

2004/10/27（三）研討會第二天
08：30

大會專題演講（第九場）
「港澳人民幣業務及清算機制」
主 持：秦池江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兼副秘書長
演 講：金 琦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人民銀行國際司 司長
評 論：王元龍 中國銀行國際金融研究所 副所長

09：1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場）
「台灣證券業國際化之佈局與挑戰」
主 持：陳田文 群益證券公司 董事長
演 講：陳錦峰 復華證券公司 總經理
評 論：劉憶如 台灣大學財金系 教授

09：50

會間休息

10：3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一場）
「大陸基金市場發展現況與未來前景」
主 持：左小蕾 中國銀河證券公司 首席經濟學家
演 講：祈 斌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證監會基金部 副主任
評 論：張后奇 華夏基金管理公司 總經理助理

10：5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二場）
「台灣基金市場現況與未來發展」
主 持：李啟賢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金管會證期局 專任委員
演 講：陳忠慶 群益投信公司 執行董事
評 論：馬寶琳 富邦投信公司 副總經理

11：3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三場）
「現階段台灣支付制度與清算機制」
主 持：陳寶瑞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經建會經研處 副處長
演 講：蔡俊雄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中央銀行業務局 副局長
評 論：陳善忠 上海商業儲蓄銀行 副總經理

12：10

工作午餐 (三樓中餐廳)

13：2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四場）

茶點

「大陸保險市場開放問題」
主 持：白欽先 遼寧大學 教授
演 講：明 霞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保監會國際部 副主任
評 論：盛和泰 中國人保控股公司研究發展部 副總經理
14：0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五場）
「台灣保險業於金控潮流下之定位與挑戰」
主 持：李紀珠 政治大學經濟系 教授
演 講：李長庚 國泰金控公司 副總經理
評 論：陳 瑞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金管會保險局 組長

14：4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六場）
「建立海峽西岸經濟區與兩岸金融合作」
主 持：吳國培 廈門市金融學會 會長
演 講：劉連舸 福建省金融學會 會長
人民銀行福州中心支行 行長
評 論：李仁杰 興業銀行 行長

15：20

會間休息

15：40

綜合研討
主題：『現階段兩岸金融往來之機會與合作』
主持人：金 琦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人民銀行國際司 司長
主持人：周吳添 台北金融基金會 董事長
發言人：楊再平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銀監會政策法規部 副主任）
（由銀監會國際部處長 夏令武代為與談）
祈 斌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證監會基金部 副主任
明 霞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保監會國際部 副主任）
（由中國金融學會理事 焦瑾璞先生代為與談）
施建安 彰化商業銀行昆山代表處 首席代表
郭耀成 元大京華證券上海代表處 首席代表
蔡基松 國泰世紀產險上海代表處 首席代表

16：50

茶點

閉幕式
主 持 人：唐 旭 中國金融學會 代秘書長
閉幕致詞：劉鴻儒 中國金融學會 副會長
周吳添 台灣金融代表團 副團長
台北金融研究發展基金會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