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屆兩岸金融學術研討會』大會議程
研討會第一天 2009/12/01 週二
08：30-09：00
報到
09：0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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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代基 中華經濟研究院 院長
李紀珠 政治大學經濟系暨研究所 教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政務副主任委員
胡曉煉 大陸金融代表團 團長
中國金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行 副行長
江丙坤 海峽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
09：40-10：00
休息（Tea Time）
10：00-12：10
第一場

主題 1：國際金融危機後，台灣政策應對與兩岸合作契機
主持人：張秀蓮 銀行公會 理事長
台灣金融控股公司 董事長
發表人：劉紹樑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 顧問
評論人：劉憶如 中國信託 首席經濟顧問

主題 2：國際金融危機後，大陸經濟金融形勢及政策應對
主持人：宮

杰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進出口銀行 紀委書記（副行級）
發表人：李 超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國家外匯管理局 副局長
發表人：胡哲一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建設銀行 副行長

主題 3：大陸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和中央銀行的作用

12：10-13：30
13：30-15：40

主持人：葛華勇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人事司 司長
發表人：穆懷朋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 司長
發表人：張健華 中國金融學會 秘書長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 局長
午餐
第二場

主題 4：台灣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和中央銀行的作用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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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人：孫全玉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研究諮詢顧問
中央銀行金融業務檢查處 處長
評論人：王儷容 中華經濟研究院 研究員兼經濟展望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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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5：國際金融新局勢下，台灣銀行發展新格局
主持人：劉燈城 合作金庫銀行 董事長
發表人：蔡友才 永豐金融控股公司 總經理兼執行長
評論人：計葵生 台新金融控股公司 營運長

主題 6：國際金融新局勢下，大陸銀行發展新格局

15：40-16：00
16：00-17：30

主持人：葉振勇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三部 副主任
發表人：李小濤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國家開發銀行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主持工作）
發表人：高克勤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國農業銀行業務部 總經理
休息（Tea Time）
第三場

主題 7：國際金融新局勢下，台灣證券（期貨、基金）發展新格局
主持人：丁克華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發表人：周康記 群益證券公司 總經理
評論人：黃書明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公司 總經理

主題 8：國際金融新局勢下，大陸證券（期貨、基金）發展新格局
主持人：謝世坤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際部 副主任
發表人：丁 瑋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投資銀行業務委員會 執行主席
發表人：李成輝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國銀河金融控股公司 董事
研討會第二天 2009/12/02 週三
08：30-09：00
報到
09：00-10：20
第四場

主題 9：兩岸資本市場競合與中小企業融資
主持人：羅澤成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董事長
發表人：陳 樹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董事長
評論人：李鴻基 元大證券公司 總經理

主題 10：證券市場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的作用：現狀和前景
主持人：丁

10：20-10：40
10：40-12：00

瑋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投資銀行業務委員會 執行主席
發表人：隆武華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深圳證券交易所策劃國際部 總監
發表人：高占軍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信證券公司債券銷售交易部 執行總經理
休息（Tea Time）
第五場

主題 11：大陸區域經濟 vs. 台灣金融機構西進的佈局
主持人：駱錦明 台灣工業銀行 董事長
發表人：龔天行 富邦金融控股公司 總經理
評論人：李明賢 國泰世華銀行 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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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12：大陸區域經濟與主要金融機構發展現況

12：00-13：30
13：30-15：00

主持人：胡哲一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建設銀行 副行長
發表人：祝樹民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銀行個人金融業務總部 總裁
發表人：楊 越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國民生銀行金融市場部 副總裁
午餐
第六場

主題 13：國際金融新局勢下，台灣保險業的影響與發展
主持人：賴清祺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
發表人：賴本隊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評論人：彭金隆 實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系主任

主題 14：國際金融新局勢下，大陸保險業的影響與發展

15：00-15：20
15：20-17：00

17：00-17：30

主持人：王新棣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財務會計部 主任
發表人：賀 莉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泰康人壽保險公司北京分公司 副總經理
發表人：呂 晨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公司國際部/培訓部 總經理
休息（Tea Time）

綜合研討：面對兩岸新局，兩岸金融合作的亮點與契機
（台灣地區）
主持人：
周添城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常務董事
與談人：
蕭長瑞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研究諮詢顧問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副局長
張麗真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研究諮詢顧問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副局長
陳開元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研究諮詢顧問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主任秘書
（大陸地區）
主持人：
張健華 中國金融學會 秘書長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 局長
與談人：
葉振勇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三部 副主任
謝世坤 中國金融學會 理事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際部 副主任
王新棣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財務會計部 主任
閉幕典禮
閉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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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曉煉 大陸金融代表團 團長
蕭代基 中華經濟研究院 院長
周吳添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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