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屆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
大會議程
研討會第一天 2016/12/21 週三
08：30-09：00 報到
09：00-09：40 開幕暨貴賓致詞

地點：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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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榮

09：40-10：00
10：00-11：20

11：20-12：00

12：00-14：00
14：00-14：40

14：40-16：00

大陸金融代表團 團長
中國金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行 (前)副行長
休息（Tea Time）
專題 1：台灣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經驗與創新
台灣主持人：凌忠嫄 臺灣土地銀行 董事長
演講人：林建甫 台灣經濟研究院 院長
演講人：李智仁 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暨創意產業博士班導師
專題 2：大陸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經驗與創新
大陸主持人：曹 莉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港澳台辦 副主任
演講人：李新彬 中國工商銀行網絡融資中心 總經理
演講人：鐘 平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 副主任
專題 3：台灣 Fintech 的發展願景
台灣主持人：趙揚清 財金資訊公司 董事長
演講人：王儷玲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教授
政治大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
演講人：李相臣 富邦金控公司資訊處 處長
午餐
專題 4：大陸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與前景展望
大陸主持人：勵 躍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信息中心 主任
演講人：曾憲岩 中國農業銀行小微企業金融部 副總經理
演講人：邵智寶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副行長
專題 5：台灣金融與科技結合的發展與運用
台灣主持人：吳當傑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 秘書長
華南金控公司暨華南銀行 董事長
演講人：劉奕成 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信用金融執行長
演講人：孫一仕 台新銀行 副總經理

16：00-16：20
16：20-17：40

專題 6：大陸 Fintech(科技面)最新發展趨勢及對金融業機遇
大陸主持人：張 曄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 副巡視員
演講人：陸書春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 秘書長
演講人：梁瑤蘭 深圳前海微眾銀行 監事長
(原訂演講人：深圳前海微眾銀行梁瑤蘭梁瑤蘭不克來台，由中國
工商銀行網絡融資中心李新彬總經理全程演講)
休息（Tea Time）
專題 7：台灣綠色金融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
台灣主持人：吳中書 中華經濟研究院 院長
演講人：温珍瀚 國泰世華銀行 副總經理
演講人：李宜樺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 執行董事
專題 8：大陸綠色金融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
大陸主持人：付萬軍 交通銀行公司機構業務部 總經理
演講人：鐘 紅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 資深研究員
演講人：曹媛媛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市場司 處長

研討會第二天 2016/12/22 週四
地點：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會議廳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專題 9：台灣銀行業面臨金融科技創新趨勢下的機遇與挑戰
台灣主持人：劉燈城 中華金融業務研究發展協會 理事長
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董事長
演講人：陳文華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教授
演講人：張振芳 華南銀行 副總經理
演講人：孫 欣 安侯法律事務所 資深顧問

10：30-10：50
10：50-12：10

專題 10：大陸銀行業面臨互聯網金融發展下的機遇與挑戰
大陸主持人：盧 巍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銀監會港澳台辦 副主任
演講人：李仁杰 上海陸家嘴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市場公司 董事長
演講人：郭大勇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穩定局 處長
休息（Tea Time）
專題 11：台灣保險業面臨金融科技創新趨勢下的機遇與挑戰
台灣主持人：曾玉瓊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
演講人：梁正德 兆豐產物保險公司 董事長
演講人：彭金隆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副教授
專題 12：大陸保險業面臨互聯網金融發展下的機遇與挑戰
大陸主持人：李思敏 廣東省金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 副行長
演講人：黃金老 蘇寧雲商集團 副總裁
蘇寧金融集團 常務副總裁
演講人：羅 勝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保監會發改部 副主任

12：10-14：00
14：00-15：20

15：20-15：40
15：40-17：20

午餐
專題 13：台灣證券(期貨、基金)業面臨金融科技創新趨勢下的機遇與挑戰
台灣主持人：林火燈 福邦證券公司 董事長
演講人：孫天山 群益期貨公司 董事長
演講人：王亞立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董事長
演講人：蔡宗榮 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 執行長
專題 14：大陸證券業面臨互聯網金融發展下的機遇與挑戰
大陸主持人：李偉平 廈門市金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行廈門中心支行 行長
演講人：黃海洲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 董事總經理、股票業務部負責人
公司管理委員會成員
演講人：邵 宇 東方證券公司 首席經濟學家
休息（Tea Time）
綜合研討：新經濟下，兩岸銀行、證券(期貨、基金)、保險業合作與發展展望
（台灣地區）
主持人：李紀珠 新光金控公司 總經理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 副董事長
(原訂主持人：新光金控公司李紀珠總經理不克出席，改由台北金融
研究發展基金會周吳添董事長擔任)
與談人：彭國貴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副總經理
與談人：林政村 基富通證券公司 總經理
與談人：陳森松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教授
兼研究中心主任
（大陸地區）
主持人：徐 忠

17：20-17：40

中國金融學會 秘書長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 局長
(原訂主持人：中國金融學會徐 忠秘書長不克來台，改由中國金融學
會李 民常務副祕書長擔任)
與談人：吳建杭 中國建設銀行戰略規劃部 總經理
與談人：任一夫 中國銀河證券公司 海外部負責人
與談人：楊 鸝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公司運營管理部 總經理
閉幕典禮
閉幕致詞：
李東榮

大陸金融代表團 團長
中國金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行 (前)副行長

周吳添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