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屆兩岸金融學術研討會』大會議程
迎接「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簽定後的新時代商機與挑戰
研討會第一天 2012/11/20 週二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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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中書 中華經濟研究院 院長
李紀珠 政治大學經濟系所 教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王華慶 大陸金融代表團 團長
中國金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行 紀委書記
李克穆 大陸金融代表團 首席顧問
中國金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主席
許嘉棟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 理事長
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長
10：00-10：20 休息（Tea Time）
10：20-11：40 主題：「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簽定後，兩岸金融合作發展與

前景
台灣主持人：胡勝正
演講人：王儷容
演講人：符銘財
大陸主持人：劉 薇
演講人：邢毓靜
演講人：孫國峰
11：40-12：20

主題：藉由兩岸銀行分別設立分行後，共同發展兩岸財富管理
業務商機
台灣主持人：陳

樹

演講人：曾清傳
演講人：黃啟彰
12：20-13：50
13：50-14：30

中央研究院 院士
(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研究所 研究員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國家外匯管理局綜合司 司長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 秘書長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 副司長

中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專任榮譽講座教授
(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財富管理產品處 副總經理
國泰世華銀行私人銀行事業處 執行長

午餐

主題：應對當前經濟金融形勢變化，大陸銀行業如何強化風險管理
大陸主持人：周萬阜
演講人：劉瑞霞
演講人：黎文武

中國農業銀行戰略規劃部 總經理
中國工商銀行風險管理部 總經理
中信銀行風險管理部 副總經理(主持工作)

14：30-15：50

主題：藉由兩岸銀行分別設立分行後，如何面對新的競合挑戰
台灣主持人：周添城
演講人：邱月琴
演講人：方溪源
大陸主持人：湯小青
演講人：黃志強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常務董事
醒吾科技大學 校長
台灣銀行 副總經理
麥肯錫香港分公司 副董事
招商銀行 副行長、紀委書記
中國銀行戰略發展部 總經理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 所長
交通銀行台北分行 總經理
廈門大學金融系 客座教授

演講人：陳
15：50-16：10
16：10-17：30

越

休息（Tea Time）

主題：面對全球情勢變動，在兩岸雙贏下，迎接國際金融市場、金
融產業的合作與分工
台灣主持人：丁克華
演講人：詹文嶽
演講人：王幼章
大陸主持人：汪小亞
演講人：張雪春
演講人：周學東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董事長
富邦金融控股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
中國工商銀行 董事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 副所長
江蘇省金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 行長

研討會第二天 2012/11/21 週三
08：30-09：00
報到
09：00-10：20
主題：透過資本市場合作，協助兩岸產業轉型、升級與戰略佈局
台灣主持人：吳壽山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演講人：李述德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董事長
(前)財政部 部長
演講人：江炯聰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 教授
中華談判管理學會 理事長
大陸主持人：汪 洋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金融時報社 社長
演講人：王 浩 國家開發銀行業務發展局 副局長
演講人：丁安華 招商證券公司 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
10：20-10：40
休息（Tea Time）
10：40-12：00
主題：透過私募股權基金、產業基金或創投等管(渠)道，協助中小企

業融/投資及 IPO
台灣主持人：吳正慶
演講人：劉吉人
演講人：張維夫
大陸主持人：韓 萍
演講人：汪小亞
演講人：戰 龍

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中華票券金融公司 董事長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台灣) 總裁
安侯財務顧問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際部 巡視員(正局級)
中國工商銀行 董事
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公司 總裁

12：00-13：30
13：30-14：50

午餐

主題：保險業資產配置、產品創新及股權結構的新思維
台灣主持人：賴清祺
演講人：王儷玲
演講人：朱炳昱
大陸主持人：雷明國

14：50-15：10
15：10-17：00

演講人：崔 勇
演講人：張樹忠
休息（Tea Time）

綜合研討：「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簽訂後，兩岸銀行、證
券、保險業合作前景
（台灣地區）
主持人：張秀蓮

與談人：鄭貞茂
與談人：莊太平
與談人：張玉煇
（大陸地區）
主持人：何建雄
與談人：沈曉明
與談人：韓

萍

與談人：何肖鋒
17：00-17：30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
政治大學商學院 副院長
退休基金協會 理事長
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董事長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資金運用監管部 副處長
中國人壽資產管理公司 執行董事、副總裁
中國人保資產管理公司 副總裁

閉幕典禮
王華慶

周吳添

台灣企業重建協會 理事長
(前)銀行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前)台灣金融控股公司 董事長
台灣金融研訓院 院長
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秘書長
實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兼任講師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副局長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 司長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監管四部 主任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際部 巡視員(正局級)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展改革部 副主任

大陸金融代表團 團長
中國金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行 紀委書記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