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届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
会议日程草案
地点：北京国际饭店
时间：2013 年 9 月 25-26 日
2013 年 9 月 25 日
08：30--09：00

签 到

09: 00--10：05

开幕式

09：00--09：05

主持：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纪志宏

09：05--09：20

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潘功胜

09：20--09：35

台湾金融代表团团长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理事长
台湾证券交易所董事长

李述德

09：35--09：50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

郑立中

09：50--10：05

台湾金融代表团荣誉顾问
台北外汇市场发展基金会董事长

周阿定

10：05--10：25

茶 休

10：25--11：35

议题 1：互联网金融发展
嘉宾演讲（每人 15 分钟）
大陆主持：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

亢

台湾主持：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撬动传统金融的“新支点”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零售电子银行部总经理

王健全
鲍海洁

10：50—11：05

从淘宝网看台湾金融产业发展的机会与挑战
台新银行支付金融处消费经营部副总经理

包国仪

11：05—11：20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部总经理

孙战平

11：20--11：35

台湾互联网金融发展
玉山金控公司副营销长

刘美玲

10：25--10：35
10：35--10：50

11：35--13：20

工作午餐

林

13：20—14: 30
13：20--13：30
13：30--13：45
13：45—14: 00
14: 00—14: 15

14: 15—14: 30

议题 2：小微金融与小微企业发展
大陆主持：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台湾主持：台湾企业重建协会理事长
华夏银行副行长
台湾银行业对中、小微企业业务现况与风险管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副总经理兼信息长
小微金融的探索与展望
浙江省金融学会秘书长
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副行长
台湾银行业对中、小微企业业务现况与风险管理
华南银行国际金融部总经理
銀行公會國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赵瑞安
张秀莲
黄金老
荣康信

郭安娜

刘聪隆

15：25—15：40

议题 3：利率市场化机遇与挑战
大陆主持：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白瑞明
台湾主持：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研究諮詢顧問
中央银行外汇局行务委员
宋秋来
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商业银行机遇与挑战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郑万春
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商业银行机遇与挑战
中华经济研究院国际所研究员
王俪容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沈中華
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纪志宏
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台湾金融业经验分享
国票金融控股公司总经理
丁予嘉

15：40--16：00

茶 休

16：00—17：10

16：25--16：40

议题 4：民间资本与民营金融机构发展
大陆主持：中国金融学会理事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二部副主任
杨 爽
台湾主持：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研究諮詢顧問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业务处处长 赖铭贤
民营银行与中国金融发展
民生银行行长助理
李 彬
台湾开放银行参股大陆金融机构之机会与挑战
万泰银行副總經理、法务长
洪树人

16：40--16：55

台州银行行长

14：30--15：40
14：30--14：40
14：40--14：55
14：55--15：10
15：10--15：25

16：00--16：10

16：10--16：25

黄军民

16：55--17：10

台湾开放银行参股大陆金融机构之机会与挑战
安侯建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执行董事

方燕玲

2013 年 9 月 26 日
09：00—10：10
09：00--09：10
09：10--09：25
09：25--09：40

议题 5：QDII/RQFII 制度与资本市场发展
大陆主持：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部巡视员 韩 萍
台湾主持：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董事长
丁克华
QFII 制度与资本市场发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销售交易部董事总经理
沈 黎
大陆 QDII/RQFII 的开放对台湾资本市场之影响(从投行观点)

联昌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宋云峰

09：55--10：1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人力官
吴建辉
大陆 QDII/RQFII 的开放对台湾基金业的机会及挑战
富兰克林坦伯顿基金集团(台湾) 总裁
刘吉人

10：10--10：30

茶 休

10：30—11：40

议题 6 ：债券市场发展展望
大陆主持：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 平
台湾主持：台北金融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
周吴添
中国金融学会理事
人民银行市场司副司长
徐 忠
台湾宝岛债发展之机会与挑战
汇丰(台湾)商業银行总经理
李钟培

09：40--09：55

10：30—10：40
10：40--10：55
10：55--11：10
11：10--11：25
11：25--11：4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台灣寶島債發展之機會與挑戰
國泰投信公司董事長

刘 威
張 錫

11：40—13：35

工作午餐

13：35—14：30

13：45--14：00

议题 7 ：基金、
基金、信托业发展与财富管理商品的创新
大陆主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公司
总经理
张旭阳
深化银信合作 共推财富管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长
杨文升

14：00--14：15

中国信托业协会会长、中信信托董事长

13：35--13：45

14：15—14：35

茶 休

蒲

坚

14：35—15：45

14：35—14：45

14：35--14：50
14：50--15：05
15：05--15：20
15：20--15：35
15：35--16：45

15：35—15：45

议题 8：商业养老保险及其产业链延伸
大陆主持：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身保险监管部
巡视员、副主任
袁序成
台湾主持：保险事业发展中心董事长
赖清祺
发挥商业保险优势 服务人口老龄化社会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林岱仁
台湾养老保险产品发展现况与商机
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协理
刘大坤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书记、教授
台湾长期照护保险发展现状
富邦人寿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李晓林
高昭文

综合研讨：
综合研讨：两岸金融业的合作前景
嘉宾研讨（每人 10 分钟）
大陆主持：中国金融学会理事
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台湾主持：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常務董事
醒吾科技大學校長
台灣連鎖加盟學會理事長

易 诚

周添城

15：45—15：5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曹远征

15：55—16：05

台湾银行上海分行行長

顏圭田

16：05—16：15

安信证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李启亚

16：15—16：25

群益金鼎证券公司总经理

16：25—16：35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执行官 俞小平

16：35—16：45

人寿保险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16：45—16：55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主任

赵永飞

许舒博
朱

磊

闭幕式
闭幕式
16：55—17：25

中国金融会计学会会长

马德伦

台湾金融代表团副团长
台北金融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

周吴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