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兩岸金融學術研討會(北京)
大會議程
2002/10/28（一）研討會第一天
08：20

簽到

08：50

「第八屆兩岸金融學術研討會」開幕式
主持人：謝 平 中國金融學會 秘書長
中國人民銀行研究局 局長
開幕致詞：吳曉靈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 副行長
林振國 台灣代表團 團長
台灣金聯資產管理公司 董事長
貴賓致詞：邱正雄 台灣代表團 榮譽顧問
大華證券 董事長
會間休息、茶點

09：40
10：00

大會專題演講（第一場）
近年中國大陸國有獨資商業銀行的改革與展望
主 持：李 軍 交通銀行 副行長
演 講：田瑞璋 中國工商銀行 副行長
評 論：華慶山 中國銀行 副行長
（由中國銀行 張燕玲副行長代為評論）

10：50

大會專題演講（第二場）
台灣金融改革之現況與發展
主 持：黃清吉 中國農民銀行 總經理
演 講：張明道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金融局 副局長
評 論：李紀珠 政治大學 教授

11：50

工作午餐（友誼宮一樓聚福園）

13：10

大會專題演講（第三場）
中國大陸金融控股公司的發展
主 持：錢中濤 中國進出口銀行 副行長
演 講：劉志強 中信實業銀行 副行長
（由中信實業銀行產品創新與推廣領導小組 亓丕華主任代為宣讀）
評 論：劉錫良 西南財經大學

13：50

大會專題演講（第四場）
台灣債券市場的發展歷程與挑戰
主 持：丁克華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證期會 副主委

演 講：李義燦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董事長
評 論：黃壽佐 復華證券公司 董事長
14：40

大會專題演講（第五場）
中國大陸商業銀行營銷現狀及展望
主 持：楊明生 中國農業銀行 副行長
（由中國農業銀行 唐建邦副行長代為主持）
演 講：馬蔚華 招商銀行 行長
（由招商銀行 陳 偉副行長代為宣讀）
評 論：劉寶瑞 深圳發展銀行 副行長

15：20

會間休息

15：40

大會專題演講（第六場）
台灣金控體制下產品整合與交叉行銷
主 持：廖龍一 第一銀行 副總經理
演 講：陳柏蒼 建華銀行 總經理
評 論：黃豐一 交通銀行 副總經理

16：20

大會專題演講（第七場）
中國大陸銀行不良資產處置的現況與展望
主 持：田國立 中國信達資產管理公司 副總裁
（由中國信達資產管理公司 侯建杭副總裁代為主持）
演 講：李曉鵬 中國華融資產管理公司 副總裁
評 論：柏士珍 中國東方資產管理公司 總裁

茶點

2002/10/30（三）研討會第二天
08：30

大會專題演講（第八場）
台灣資產管理公司(AMC)的現況與展望
主 持：楊雅惠 中華經濟研究院 研究員
演 講：胡定吾 中華開發資產管理公司 董事長
評 論：馬國柱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副所長
（由台北大學經濟系 周添城教授代為評論）

09：10

大會專題演講（第九場）
中國大陸基金的募集、操作與管理
主 持：謝 平 中國金融學會 秘書長
中國人民銀行研究局 局長
演 講：謝朝斌 華夏證券公司 副總裁
評 論：胡汝銀 上海證券交易所發展研究中心 總監

09：5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場）
台灣基金的募集、操作與管理
主 持：陳明泰 台灣證券集中保管公司 總經理
演 講：林弘立 統一發信公司 總經理
評 論：蔡培珍 保德信元富投信公司 總經理

10：30

會間休息

10：5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一場）
中國大陸銀行間貨幣市場與公開市場操作
主 持：魏盛鴻 中國民生銀行 副行長
演 講：易 綱 北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教授
評 論：李 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金融研究中心 主任

11：3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二場）
台灣銀行間拆款市場與公開市場操作
主 持：施遵驊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中央銀行經濟研究處 副處長
演 講：吳正慶 富邦票券公司 總經理
評 論：李榮謙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中央銀行經濟研究處 研究員兼國際經濟科科長

12：10

工作午餐（友誼宮一樓聚福園）

13：2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三場）
中國大陸證券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問題
主 持：高 堅 國家開發銀行 行長助理
（由中國人民銀行研究局 潘碩健副局長代為主

茶點

持）
演 講：孫 杰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證監會國際部 主任
評 論：吳曉求 中國人民大學 教授
14：00

大會專題演講（第十四場）
金控潮流下臺灣銀行業之機會與挑戰
主 持：陳瑞勳 中華開發工業銀行 副總經理
演 講：林孝平 中國信託金控公司 策略長
評 論：楊雅惠 中華經濟研究院 研究員
綜合研討
主題：加入 WTO 後如何進一步加強兩岸金融交流與合作
主持人：劉鴻儒 中國金融學會 副會長
人民銀行 副行長
主持人：周添城 台北大學經濟系 教授
發言人：韓明智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國際司 副司長
張育軍 深圳證券交易所 總經理
王世豪 上海銀行 副行長
（由遼寧大學 白欽先教授代為與談）
丁克華 台北金融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證期會 副主委
楊 照 土地銀行 副總經理
李紀珠 政治大學 教授

16：00

會間休息

茶點

16：20

閉幕式
主 持 人：謝 平 中國金融學會 秘書長
閉幕致詞：李若谷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人民銀行 行長助理
周吳添 台灣代表團 副團長
台北金融研究發展基金會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