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兩岸金融學術研討會(台北)
大會議程
2001/11/6（二）研討會第一天
08：3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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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森中 中華經濟研究院 董事長
台灣工業銀行 董事長
姜建清 大陸金融代表團 團長
中國金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工商銀行 行長
貴賓致詞：
陳木在 臺灣銀行 董事長
09：40-10：00

休息(Tea Time)

10：00-12：10

第一場
主題 1：台灣在 WTO 下之金融整合與央行政策
主持人：邱正雄 大華證券公司 董事長
發表人：施遵驊 台北金融研究發展基金會 研究諮詢顧問
中央銀行經濟研究處 副處長
李榮謙 輔仁大學 副教授
中央銀行國際經濟科 科長
評論人：楊雅惠 中華經濟研究院 研究員
主題 2：大陸金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現狀與發展
主持人：李明昌 四川省金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成都分行 副行長
發表人：劉崇明 天津市金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天津分行 行長
評論人：李東榮 廣東省金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人民銀行廣州分行 副行長
主題 3：大陸參加 WTO 後對外資銀行的開放及進程
主持人：潘碩健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研究局 副局長
發表人：王兆星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管理司 副司長

西安交通大學 碩士導師/研究員
評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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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13：30

午餐

13：30-15：40

第二場
主題 4：加入 WTO 後台灣銀行業赴大陸設立據點的機會與挑戰
主持人：魏啟林 土地銀行 董事長
發表人：李紀珠 政治大學經濟系 教授
評論人：張嵩峨 彰化銀行 總經理
主題 5：大陸加入 WTO 後商業銀行如何應對挑戰
主持人：鄭 暉 中國農村金融學會 副會長
中國農業銀行 副行長
發表人：劉依群 中國城市金融學會 副秘書長
中國工商銀行城市金融研究所 副所長
評論人：麥國平 中國國際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銀行國際金融研究所 副所長
主題 6：台灣在加入 WTO 後銀行業如何面對新競爭
主持人：梁成金 合作金庫 董事長
發表人：蔡哲雄 第一銀行 總經理
評論人：趙捷謙 農民銀行 董事長

15：40-16：00

休息（Tea Time）

16：00-17：30

第三場
主題 7：台灣銀行消費金融業務的現況與發展
主持人：盧正昕 華信銀行 董事長
發表人：羅聯福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執行副總經理
評論人：李桐豪 政治大學金融系所 教授兼主任
主題 8：大陸銀行消費金融業務的現狀與發展
主持人：李 浩 招商銀行 行長助理
發表人：歐陽謙 中信實業銀行 副行長
評論人：潘碩健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研究局 副局長

2001/11/7（三）研討會第二天
08：30-09：00 報到
09：00-10：20 第四場
主題 9：加入 WTO 後台灣證券業如何強化競爭力
主持人：朱兆銓 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主任委員
發表人：張立秋 元大京華證券公司 總經理
評論人：朱富春 台灣證券交易所 總經理
主題 10：加入 WTO 大陸證券業面臨的挑戰與對策
主持人：高傳捷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人民銀行非銀行金融機構監管司 副司長
發表人：孫 杰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證監會國際部 主任
評論人：趙海英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證監會規劃發展委員會 委員
10：20-10：40 休息（Tea Time）
10：40-12：00 第五場
主題 11：台灣資產管理公司的功能與運作方式
主持人：胡定吾 中華開發資產管理公司 董事長
發表人：王鶴松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經濟研究處 處長
評論人：林維義 關貿網路公司 董事長
（前）臺灣證券集中保管公司 董事長
主題 12：大陸資產管理公司的運作與發展
主持人：席德炎 中國投資學會 副秘書長
中國建設銀行行長辦公室 主任
發表人：黃志凌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信達資產管理公司資產處置審核委員會 主任
評論人：楊家思 華融資產管理公司 副總裁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第六場
主題 13：台灣投信業面對 WTO 的機會與挑戰
主持人：黃敏助 建弘證券公司 董事長
發表人：丁予嘉 國際投信公司 總經理
評論人：陳春山 台北大學法律系 副教授
主題 14：大陸證券市場現況與發展

主持人：和廣北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銀行 副行長
發表人：趙海英 中國金融學會 理事
中國證監會規劃發展委員會 委員
評論人：孫 杰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中國證監會國際部 主任

15：00-15：20 休息（Tea Time）
15：20-17：00 綜合研討：加入 WTO 後兩岸金融業的合作與交流
（台灣地區）
主持人：周添城 台北金融研究展基金會 常務董事
台北大學經濟系所 教授
與談人：陸潤康 大安銀行 創辦人兼名譽董事長
大中票券金融公司 董事長
吳當傑 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郭蕙玉 台新票券金融公司 董事長
台新國際商業銀行 執行顧問
（大陸地區）
主持人：陸南屏 中國金融學會 常務理事
國家外匯管理局 副局長
與談人：喬 偉 交通銀行 副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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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 杰 中國證監會國際部 主任
17：00-17：30 閉幕典禮
麥朝成 中華經濟研究院 院長
大陸代表團 團長/副團長

12：00
13：30

15：00

16：50

1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