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屆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
屆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
研討會』大會議程
大會主題：
大會主題：兩岸金融合作，
兩岸金融合作，共同提昇華人金融圈國際競爭力
研討會第一天 2014
2014/
14/10/
10/29 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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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鴻文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 副理事長
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代表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 李述德理事長致詞)
方上浦 大陸金融代表團 副團長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國家外匯管理局 副局長
黃天牧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09：40-10：00
10：00-11：20

11：20-12：15

12：15-14：00
14：00-14：40

(代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曾銘宗主任委員致詞)
休息（Tea Time）
專題 1：台灣互聯網金融（
台灣互聯網金融（科技金融）
科技金融）監管
台灣主持人：李紀珠 臺灣金融暨臺灣銀行 董事長
銀行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演講人：詹庭禎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局長
演講人：陳文華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教授
專題 2：大陸互聯網金融
大陸互聯網金融監管
互聯網金融監管
大陸主持人：周曉强 四川省金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 行長
演講人：陸 磊 大陸金融代表團 副團長兼秘書長
中國金融學會 秘書長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 局長
演講人：范文仲 大陸金融代表團 副團長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港澳台辦 主任
專題 3：RQFII、
RQFII、寶島債與人民幣離岸中心
台灣主持人：魏啓林 國票金融控股公司 董事長
演講人：黃蔭基 永豐金融控股公司 首席經濟學家
演講人：黃書明 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總經理
演講人：黃炳鈞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副總經理
午餐
專題 4：人民幣跨境使用的現狀與展望
大陸主持人：王 信 江西省金融學會 會長
中國人民銀行南昌中心支行 行長
演講人：金 玫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 副秘書長
演講人：林景臻 中國銀行公司金融部 總經理

14：40-16：00

16：00-16：20
16：20-17：40

專題 5：台灣民營銀行的發展歷程－
台灣民營銀行的發展歷程－設立、
設立、監管、
監管、整併及茁壯
台灣主持人：劉燈城 華南金融控股公司 董事長
演講人：邱怡仁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總經理
演講人：吳 麟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協同專業策略長
暨金融服務業主持會計師
專題 6：大陸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機遇與挑戰
大陸主持人：楊瑞茂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 巡視員
演講人：黃紅日 中國民生銀行公司銀行部 總經理
演講人：琚澤鈞 北京銀行資産管理部 副總經理
休息（Tea Time）
專題 7：台灣財富管理業務之現狀與展望－
台灣財富管理業務之現狀與展望－私人銀行、
私人銀行、高淨值客戶理財
台灣主持人：魏美玉 兆豐金融控股公司 總經理
台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 理事長
演講人：楊子宏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副總經理
演講人：丁銘鈺 滙豐(台灣)銀行 資深副總裁
專題 8：大陸財富管理業務現狀與未來展望
大陸主持人：胡家夫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 副會長
演講人：鄭萬春 大陸金融代表團 副團長
中國工商銀行 副行長
演講人：李朝輝 交通銀行私人銀行業務中心 總裁

研討會第二天 2014
2014/10
/10/30 週四
08：30-09：00 報到
09：00-10：20 專題 9：台灣銀行業面對創新趨勢之轉型與發展 (Bank 3.0 的新趨勢)
的新趨勢)
台灣主持人：趙揚清 財金資訊公司 董事長
演講人：孫一仕 台新銀行資訊服務處 處長
演講人：陳嘉鐘 玉山銀行 個金執行長
專題 10：
10：大陸創新支付發展與對傳統銀行業務的影響
大陸主持人：劉貴生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國庫局 局長
演講人：樊爽文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 副司長
演講人：謝群松 中國銀聯戰略發展部 總經理
10：20-10：40 休息（Tea Time）
10：40-12：00 專題 11：
11：台灣離境證券業務（
台灣離境證券業務（Offshore Securities Unit,OSU）
Unit,OSU）與人民幣業
務之商機
台灣主持人：丁克華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董事長
演講人：張麗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副局長
演講人：楊宗威 凱基證券公司 副總經理
專題 12：
12：大陸資本市場改革
大陸資本市場改革進程
資本市場改革進程
大陸主持人：許國平 中國銀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長
演講人：祁 斌 大陸金融代表團 副團長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港澳台辦 主任

12：00-14：00
14：00-15：20

15：20-15：40
15：40-17：20

17：20-17：40

演講人：尚 巍 中信證券公司 董事總經理
午餐
專題 13：
13：台灣面對高齡化、
台灣面對高齡化、少子化下的長照、
少子化下的長照、養老保險之因應與商機
台灣主持人：桂先農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
演講人：董采苓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演講人：李正偉 新光金控公司 行銷長
專題 14：
14：大陸在人口老齡化趨勢下的養老保險發展機遇
大陸主持人：袁序成 大陸金融代表團 副團長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人身險部 主任
演講人：張 輝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公司業務發展部 總經理
演講人：陳旭明 中國人壽養老保險公司戰略規劃部 總經理
休息（Tea Time）
綜合研討：
綜合研討：兩岸金融合作，
兩岸金融合作，共同提昇華人金融圈國際競爭力
－兩岸人民幣金融商品(
兩岸人民幣金融商品(銀行、
銀行、票券、
票券、證券、
證券、基金、
基金、保險)
保險)合作展望
（台灣地區）
主持人：周添城 醒吾科技大學 校長
台北金融基金會 常務董事
與談人：周伯蕉 第一銀行 總經理
與談人：黃敏助 永豐金證券公司 董事長
與談人：林弘立 投信投顧公會 理事長
富邦投信公司 總經理
與談人：林建智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董事長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教授
（大陸地區）
主持人：張正鑫 中國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中國人民銀行港澳台辦 副主任
與談人：李 運 中國農業銀行戰略規劃部 副總經理
與談人：孫建政 中國建設銀行國際業務部 副總經理
與談人：尚 巍 中信證券公司 董事總經理
與談人：張 輝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公司業務發展部 總經理
閉幕典禮
潘功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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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吳添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