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兩岸金融學術研討會(台北)
大會議程
1998/11/03（二）研討會第一天
08：00-09：00

報到

09：00-09：40

開幕暨貴賓致詞
大會司儀：周吳添 台北金融研究發展基金會 董事長
開幕致詞：麥朝成 中華經濟研究院 院長
黃 達 中國金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大學 教授
大陸金融代表團 團長
貴賓致詞：許嘉棟 台灣經濟學會 理事長
中央銀行 副總裁
殷介炎 中國金融學會 副會長
【大陸】交通銀行 董事長
大陸金融代表團 副團長
鄒至莊 中央研究院 院士

09：40-10：00

休息（Tea Time）

10：00-12：10

第一場
主題 1：台灣因應東亞金融風暴回顧與展望
主持人：陸潤康 大安銀行 董事長
發表人：張春雄 泛亞銀行 董事長
評論人：李庸三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 董事長
主題 2：大陸在亞洲金融風暴中扮演的角色
－大陸在緩解亞洲金融危機中的積極作用
主持人：魏盛鴻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民生銀行 副行長
發表人：謝 平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研究局 局長
大陸金融代表團 秘書長
評論人：馬德倫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長
中國人民銀行會計財務司 司長
主題 3：台灣在金融風暴下的貨幣政策
主持人：梁成金 【台灣】交通銀行 董事長
發表人：李勝彥 台灣銀行 常務董事
中央銀行業務局 局長
評論人：楊雅惠 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所 所長

12：10-13：30

午餐

13：30-15：40

第二場
主題 4：大陸金融監管的現狀與發展
主持人：王振銘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國際司 副司長
發表人：羅伯川 深圳金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深圳特區分行 副行長
評論人：陳永富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總行辦公廳 副主任
大陸金融代表團 副秘書長
主題 5：台灣金融機構危機之處理
主持人：陳木在 中國農民銀行 董事長
發表人：林維義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董事長
評論人：陳松男 政治大學金融系 系主任
主題 6：大陸商業銀行內部監控制度現狀與發展
主持人：謝 平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研究局 局長
大陸金融代表團 秘書長
發表人：蘇德山 中信實業銀行 常務副行長
評論人：許 斌 中國光大銀行 副董事長兼行長
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15：40-16：00

休息（Tea Time）

16：00-17：30

第三場
主題 7：大陸國債市場的現況與展望
主持人：劉麗京 中國國際金融學會 副秘書長
中國銀行國際金融研究所 副所長
發表人：劉慧敏 上海證券交易所 副總經理
評論人：吳國民 【大陸】交通銀行儲蓄部兼信用卡部 總經理
主題 8：臺灣公債市場的現況與展望
主持人：蔡茂昌 大中票券金融公司 董事長
發表人：薛維忠 中華票券金融公司 董事長
評論人：李義燦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董事長

1998/11/04（三）研討會第二天
08：30-09：00 報到
09：00-10：20 第四場
主題 9：金融機構在臺灣民營化過程的角色
主持人：張秀蓮 財政部國庫署 署長
發表人：陳 樹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董事長
評論人：戴立寧 華僑銀行 董事長
主題 10：大陸國有商業銀行在國企改革中的作用
主持人：劉熙鳳 華夏銀行 副行長
發表人：詹向陽 中國城市金融學會 秘書長
中國工商銀行城市金融研究所 所長
評論人：李淑英 大連市金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大連市分行 行長
10：20-10：40 休息（Tea Time）
10：40-12：00 第五場
主題 11：BOT 與臺灣金融發展
主持人：榮鴻慶 上海商業儲蓄銀行 董事長
發表人：吳壽山 交通大學管科所 教授
評論人：林 全 政治大學財政系 教授
台北市財政局 局長
主題 12：大陸 BOT 的現況與展望
主持人：許 斌 中國光大銀行 副董事長兼行長
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發表人：劉慧勇 中國投資學會 副會長兼秘書長
中國建設銀行政策研究室 研究員
評論人：魏盛鴻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民生銀行 副行長
12：00-13：30 午餐
13：00-15：00 第六場
主題 13：台灣證券國際化的趨勢與展望
主持人：李仲英 台灣證券交易所 董事長
發表人：白文正 寶來證券公司 董事長
評論人：劉憶如 台灣大學財務金融系所 教授
主題 14：大陸投資基金的發展
主持人：張 璠 中國農村金融學會 副秘書長
中國農村經濟學會 常務理事

發表人：邵 淳 華夏證券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裁
評論人：周 林 深圳發展銀行 行長
深圳市國內銀行同業公會 理事長
15：00-15：20 休息（Tea

Time）

15：20-17：00 綜合研討：
如何進一步推進兩岸金融交流與合作
－－對兩岸合作防範金融危機的探討
（台灣地區）
主持人：周添城 中興大學經濟系 教授
台北金融研究發展基金會 常務董事
與談人：曾國烈 台北金融研究發展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財政部金融局 副局長
丁克華 政治大學財政系 副教授
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胡勝正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所長
（大陸地區）
主持人：陳永富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總行辦公廳 副主任
大陸金融代表團 副秘書長
與談人：謝 平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研究局 局長
大陸金融代表團 秘書長
馬德倫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會計財務司 司長
詹向陽 中國工商銀行城市金融研究所 所長

17：00-17：30 閉幕典禮
謝森中 中華經濟研究院 董事長
黃 達 中國金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大學 教授
大陸金融代表團 團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