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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嘉宾：

您好！欢迎您莅临“首届外滩金融峰会”。
现将会场注意事项告知如下，感谢您的配合！

参会证件（胸卡）

请妥善保管您的参会证件，参会证件是您三天
会议期间出入会场的唯一凭证，仅限您本人使用。

用餐

会务组为您提供 10 月 27-29 日的会议午餐，
您的用餐地点详见参会证件（胸卡）背面标识。

停车

会议当天自驾车可停放于万达瑞华酒店停车场，
请在离开会场前至签到处联系会务工作人员办理
免费停车。

同声传译服务

会议期间将提供中、英文同声传译服务，请您携带有效证件
领取同传耳机，并在离场时归还。

注意事项

会议期间请将您的手机调节为无声或振动模式；
会议期间请勿大声喧哗，保持会场秩序。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参会须知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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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滩金融峰会
ABOUT

开放、交流、融合，源于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近年来，全球经济经历
深刻调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开放红利惠及全球。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去年以来，中国推出一系列扩大金融业开放的
重大举措，以务实行动展示开放的坚定决心，为构建更加有效和充满活力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动发展开放型世界
经济和实现持续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源源动力。 

为持续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中国与世界的融通与合作，中国金融四十人
论坛（CF40）联合黄浦区政府及各组委会成员机构推出“外滩金融峰会”。峰会突出“非官方”、“国际化”、“市
场化”定位，以开放的姿态广邀全球财经政要、机构高管与学界领袖齐聚外滩，通过高水平的思想碰撞与观点交锋，
分享真知灼见，以对话推动共识，以共识推动合作，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峰会组委会主席由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担任，执行主席由上海
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担任。

首届外滩金融峰会聚焦金融开放、金融科技、财富管理等议题，于 2019 年 10 月 27-29 日在上海召开。

战略合作单位

组委会成员

峰会秘书长 峰会联席秘书长

开放、交流、融合，源于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近年来，全球经济经历深
刻调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开放红利惠及全球。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去年以来，中国推出一系列扩大金融业开放的重
大举措，以务实行动展示开放的坚定决心，为构建更加有效和充满活力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动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和实现持续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源源动力。 

为持续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中国与世界的融通与合作，中国金融四十人论
坛（CF40）联合黄浦区政府及各组委会成员机构推出“外滩金融峰会”。峰会突出“非官方”、“国际化”、“专
业化”定位，以开放的姿态广邀全球财经政要、机构高管与学界领袖齐聚外滩，通过高水平的思想碰撞与观点交锋，
分享真知灼见，以对话推动共识，以共识推动合作，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峰会组委会主席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担任，执行主席由中国金
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担任。首届外滩金融峰会聚焦金融开放、金融科技、财富
管理等议题，于 2019 年 10 月 27-29 日在上海召开。

峰会组委会主席

陈  元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峰会执行主席

屠光绍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

王海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陈卓夫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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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程
 AGENDA

会议日程

10月27日（周日） 10月28日（周一） 10月29日（周二）

全体大会一

开放与融通
全球视野下的新金融、新经济

时间：09:00-12:15
地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上
午

中
午

下
午

晚
上

全体大会二

金融开放与资本市场改革

时间：14:00-15:15
地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全体大会三

全球货币政策与经济走向

时间：15:30-16:55

地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闭门晚餐交流会

财富管理前沿
中国机遇与全球展望

时间：17:30-20:30

（定向邀请 谢绝媒体）

全体大会五

区块链与数字货币的未来：
可能性与不确定性

时间：14:00-15:15
地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全体大会六

科技破解小微信贷
“不可能三角”

时间：15:30-16:45
地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闭门研讨会

中美经济关系与多边贸易体系改革

时间：14:00-17:00
地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定向邀请 谢绝媒体）

全体大会四

碰撞与融合
数字化浪潮重塑全球金融生态

时间：09:00-12:00
地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闭门午餐交流会

5G将如何影响金融产业

时间：12:15-13:50
地点：酒店三层马德里厅

（定向邀请 谢绝媒体）

全体大会七

对话与合作
全球治理的新挑战与新未来

时间：09:00-12:00
地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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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签到
致欢迎辞：
吴 清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屠光绍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

主题演讲：
陈 元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主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金 墉         全球基础设施合伙公司 (GIP) 副董事长兼合伙人、世界银行第 12 任行长  
茶歇 & 合影

主题演讲：

肖 钢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

缪建民         CF40 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

彭 纯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陆 磊         CF40 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黄益平         CF40 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茶 歇

主题演讲：

Sir Dave RAMSDEN     英格兰银行副行长

Lord Adair TURNER    新经济思维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

Jeffrey SACHS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前特别顾问

午 餐

主 持 人 ：王海明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08:30 – 09:00  
09:00 – 09:20  

09:20 – 09:35  

09:35 – 09:50

09:50 – 10:05  

10:05 – 10:20

10:20 – 10:35  

10:35 – 10:50  

10:50 – 11:05  

11:05 – 11:20  

11:20 – 11:30  

11:30 – 11:45 

11:45 – 12:00 

12:00 – 12:15 

12:15 – 14:00 

时     间：10 月 27 日  09:00 - 12:15
地     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全体大会 I
开放与融通——全球视野下的新金融、新经济

时     间：10 月 27 日 14:00 - 15:30
地     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全体大会 II
金融开放与资本市场改革

金融开放背景下，如何总结和评价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情况？如何参考国际经验

给交易双方补充更多工具，使得资本市场定价合理、交易活跃？目前境外机构投

资者拓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障碍还有哪些？如何克服？金融高层次、高水平开

放应如何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形成良性互动？  

演讲嘉宾：

朱云来  金融专业人士

王冬胜  汇丰集团常务总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总裁

Stuart STALEY  花旗亚太地区金融市场和证券服务业务条线负责人   

饭山俊康  野村控股中国委员会主席、野村证券执行副社长

Richard CANTOR  穆迪公司及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首席信用官

Aaron MANKOVSKI  Pitango 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人

圆桌嘉宾与演讲嘉宾  问答 & 交流

茶         歇

14:00 – 15:00  

15:00 – 15:15 

15:15 – 15:30  

主 持 人 ：朱   宁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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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有所放缓，并仍然面临不少下行风险。未来全球

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哪些？这将对各国货币政策有何影响？负利率打破

了政策利率零下限的教条，对传统利率提出了挑战，如何评价有些国家正在实

行的负利率政策的效果？财政政策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该怎样搭配使用？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如何看待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前景？人

民币国际化战略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为财富管理行业带来哪些机遇？外

资金融机构进军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仍面临哪些挑战？外资金融机构如何看待未

来与中国金融机构的关系？合作方面有哪些空间？在完善定价体系、产品体系

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外资机构有哪些成熟的经验分享？

演讲嘉宾：

白川方明  日本央行原行长

Edmond ALPHANDÉRY  欧洲 50 人集团主席、法国经济财政部前部长

Euan HARKNESS O.B.E.  巴克莱资本副总裁

余永定  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黄海洲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缪延亮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圆桌嘉宾与演讲嘉宾 问答 & 交流

15:50 – 16:40

 

16:40 – 16:55

时     间：10 月 27 日 15:50 - 16:55
地     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全体大会 III

全球货币政策与经济走向
主 持 人 ：姚  洋 CF40 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时     间： 10 月 27 日 17:30 - 20:30

闭门晚餐交流会
财富管理前沿：中国机遇与全球展望

鸡尾酒会 & 嘉宾签到
致         辞

巢克俭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区长

晚         餐

主题演讲：

Lisa HUNT    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荣誉主席
                          嘉信理财国际服务及商业战略执行副总裁

Mark BURGESS       澳大利亚 HESTA 养老基金投资委员会主席

瞿秋平      海通证券总经理

张旭阳      中国光大银行首席业务总监、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问答 & 交流

17:30 – 17:45
17:45 – 17:55  

17:55 – 18:30  

18:30 – 18:45 

18:45 – 19:00  

19:00 – 19:15   

19:15 – 19:30

19:30 – 20:30

主 持 人 ：王  庆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定向邀请，谢绝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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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签到

主题演讲： 

李东荣   CF40 常务理事、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黄奇帆   CF40 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李     伟    CF40 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

圆桌嘉宾与演讲嘉宾 问答 & 交流

茶歇 & 合影

主题演讲： 

郭广昌   复星国际董事长

Timothy G. MASSAD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原主席

Régis MONFRONT    东方汇理银行执行副总裁

Michael MOON    SWIFT 支付系统亚太区负责人、董事总经理

唐    宁    宜信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圆桌嘉宾与演讲嘉宾 问答 & 交流

午    餐

08:30 – 09:00  

09:00 – 09:15  

09:15 – 09:30  

09:30 – 09:45

09:45 – 10:00 

10:00 – 10:15

10:15 – 10:30

10:30 – 10:45

10:45 – 11:00

11:00– 11:15 

11:15 – 11:30 

11:30 – 12:00

12:00 – 14:00  

时     间：10 月 28 日 09:00 - 12:00
地     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全体大会 IV

碰撞与融合——数字化浪潮重塑全球金融生态
主 持 人 ：王海明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午         餐

主题演讲：

胡晓明  蚂蚁金服集团总裁

冯俊兰  中国移动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孔旭洪  桑坦德集团执行副总裁、亚太区首席执行官   

问答 & 交流

12:15 – 12:45  

12:45 – 13:00  

13:00 – 13:15  

13:15 – 13:30  

13:30 – 13:50  

时     间：10 月 28 日 12:15 - 13:50
地     点：酒店三层马德里厅

闭门午餐交流会

5G 将如何影响金融产业

主 持 人 ：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

5G 技术将如何改进金融服务体验，带来怎样的场景和产品变革，是否有可能催生

新的金融服务业态？ 5G 将给传统金融业态以及新兴的金融科技领域（如移动支

付、大数据等）带来哪些潜在影响？5G技术投入商用对监管又将带来怎样的挑战，

尤其在用户隐私保护和反洗钱监管方面？未来 5G 技术是否可能赋能监管科技，

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定向邀请，谢绝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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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10 月 28 日 14:00 - 15:30
地     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全体大会 V

区块链与数字货币的未来：可能性与不确定性

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

易等多个领域。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如何将区块链

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如何更好地促进区块链技术在数字货币等

金融领域的应用，推动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支付清算体系革新和货币政策有效

性提升？在监管层面，如何加强区块链技术相关的金融监管合作和规则制定？ 

演讲嘉宾：

Sopnendu MOHANTY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

孙天琦   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

Ross LECKOW   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金融科技战略与法律高级顾问

刘 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助理法律总顾问

张志军   世界银行集团首席信息安全架构师

Jean-Michel GODEFFROY  JMG 咨询公司总裁
                                                      欧洲央行原支付系统与市场架构司司长

圆桌嘉宾与演讲嘉宾 问答 & 交流

茶         歇

14:00 – 15:00

15:00 – 15:15

15:15 – 15:30

主 持 人 ：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

时     间：10 月 28 日 15:30 - 16:45
地     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全体大会 VI

科技破解小微信贷“不可能三角”

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助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的不可能三角：风险不可控、运营成本高、

难以规模化。如何利用科技建设与小微企业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服务？

演讲嘉宾：
Sir Dave RAMSDEN 英格兰银行副行长

杨凯生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Benjamin HUNG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地区 CEO
                                    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 CEO

Erik H.B. FEYEN   世界银行金融竞争力与创新全球发展实践局
                                   全球宏观金融部门负责人

黄     坚   益博睿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赵卫星   新网银行行长

圆桌嘉宾与演讲嘉宾 问答 & 交流

15:30 – 16:30

16:30 – 16:45

主 持 人 ：张承惠  CF40 特邀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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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10 月 29 日 09:00 - 11:50
地     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全体大会 VII

对话与合作——全球治理的新挑战与新未来

嘉宾签到
报告发布：《直面中美贸易冲突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余永定         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

点         评：
Jeff SCHOTT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9 浦山学术论文奖颁奖仪式
颁奖嘉宾：王洛林  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茶歇 & 合影

主题演讲：

王     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Carla A. HILLS     美国前贸易代表

Sir Danny ALEXANDER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

Jonathan FRIED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国际经济关系协调人
                                      加拿大总理 G20 峰会个人代表

圆桌嘉宾与演讲嘉宾 问答 & 交流

午         餐

08:30 – 09:00  

09:00 – 09:30  

09:30 – 09:45  

09:45 – 10:00   

10:00 – 10:20  

10:20 – 10:35

10:35 – 10:50  

10:50 – 11:05  

11:05 – 11:20  

11:20 – 11:50  

11:50 – 13:30

主 持 人 ：张   斌 浦山基金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嘉宾签到

主题演讲：

余永定    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卢    锋    CF40 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Robert KOOPMAN   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Robert DOHNER   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美国财政部原亚洲事务副助理部长 

Jeff SCHOTT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茶         歇

与会嘉宾圆桌讨论

13:30 – 14:00

14:00 – 14:20

14:20 – 14:40

14:40 – 15:00

15:00 – 15:20 

15:20 – 15:40

15:40 – 15:50

15:50 – 17:00

时     间：10 月 29 日 14:00 - 17:00
地     点：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闭门研讨会

中美经济关系与多边贸易体系改革

在最新一轮的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双方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应如何

看待中美贸易谈判的短期进展和长期前景？从长期看，中国仍需做好更高水平的

开放，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在提升全球贸易治理影响力、深化同发展中

国家合作、更好回应发达国家关切等领域，各方对中国有哪些政策建议？

主 持 人 ：王海明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定向邀请，谢绝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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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SPEAKER

陈元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主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元，CF40 常务理事会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控
制系；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获硕士学位。

1982 年至 1984 年，任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1984 年至 1988 年，任北京市委常委、商
贸工作部部长；1988 年至 1998 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98 年至 2008 年 9 月，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党委
书记；2008 年 9 月至 2013 年，任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3 年至 2018 年担任十二届全
国政协副主席。

陈元先生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对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金融有深刻的研究，是中国开发性金融理论的提出者，也
是开发性金融实践的开创者。著有《陈元集——运行 • 调控 • 发展》、《政府与市场之间》等。

屠光绍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

屠光绍，CF40 常务理事，SFI 理事长 , 全国政协委员。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金融市场报价交易信息系统中心副主任，中国证券交易
系统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交易部主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 方 演 讲 嘉 宾

（按会议议程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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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钢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

肖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1981 年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94 年至
1996 年，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计
划资金司司长；1996 至 1998 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1998 年至 2003 年，任中国人
民银行副行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长期分管信托业务；2003 年至 2004 年，任中国

银行董事长、行长兼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2004 年至 2013 年，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 年
至 2016 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2018 年任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委员。肖钢先生是中共十七
大代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王洛林
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王洛林，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现为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1993 年先后在厦门大学经济系、国际贸易系任
教。在此期间，担任过经济系主任、副校长、副校长兼任校党委书记。1993-2007 年担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多次参加起

草党代会、中央全会文件的经济部分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
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缪建民
CF40 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

缪建民，CF40 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日内瓦协会董事 , 经
济学博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香港中保集团副总经理、常务董事、董事，中保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裁，中国人民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2007-2014 年，担任中国 ABAC 候补代表，代表中国金融业参与 APEC 的有
关磋商与会谈。2016 年担任 B20（二十国集团工商界组织）金融促发展工作组主席。

缪建民先生目前在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等学校担任研究生导师，著有《大时代的小思考》、《欧元
的使命与挑战》、《保险资产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等书，并就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发表了许多专业文章。

李东荣
CF40 常务理事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李东荣，CF40 常务理事、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
士，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党委委员。曾任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吴清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吴清，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89 年 1 月参加工作，研究生，经济学博士。现任市委常委、
副市长，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主任，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曾任中国证监会机构部综合处处长、机构部副主任、机构监管部副主任、主任、证券公司
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基金监管部主任，上海市虹口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上海证券

交易所理事会理事长、党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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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CF40 学术顾问、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CF40 学术顾问，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
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2004 年起担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
会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2010 年起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1998 年至 2009

年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2004 年至 2006 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2016 年 7 月起担任上海浦山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余永定博士发表有关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学术论文、文章数百篇，专著（含主编、合著）10 余部，
并自 1998 年来任《世界经济》期刊主编。

彭纯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彭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
历任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南宁分行、广州分行行长；交通银行董事、行长助理，副行长，

执行董事、副行长；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央汇金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交通银行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行长；交通银行董事长、执行董事。

杨凯生 
CF40 学术顾问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杨凯生，CF40 学术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副董事长，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现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兼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副董事长。

陆磊
CF40 成员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陆磊，CF40 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曾任招商银行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总经理助理，广东金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等职。

研究领域集中于货币经济学、转型金融学、腐败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开放经济背景下的资本流动和
均衡汇率、中央银行制度、农村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银行微观经济学和金融监管理论等。曾主持并参与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福特基金课题研究，其主持的《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研究项目获第十一届（2004 －
2005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其他论文和研究成果获第六届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二、三等奖、中国人
民银行优秀研究成果奖、中国青年金融论坛一、二等奖等。

黄益平 
CF40&SFI 学术委员会主席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黄益平，CF40&SFI 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硕士和浙江农业大学农学（农业经济学）学士。

目前还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兼任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 Crawford 公共政策学院 Rio Tinto 中国经济讲席教授，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英文学术期刊 China 
Economic Journal 主编和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副主编。

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和中国经济项目主任、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General Mills 经济与金融国际访问教授、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 /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erica
投资基金董事、巴克莱董事总经理 / 亚洲新兴市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以及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五矿信托有限
公司和网商银行的独立董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与农村发展。

黄奇帆 
CF40 学术顾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黄奇帆，CF40 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历任
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
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等职。2001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重庆工作 15 年，期

间担任 8 年常务副市长、7 年市长。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3 月任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2018 年 9 月
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同志对地方金融市场发展、土地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有深入的操
作经验和理论分析，备受学界、业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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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明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秘书长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海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法学博士，毕业于北
京大学，曾先后担任《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评论员、研究员、社论委员会召集人，已出

版书籍《第二波》、《变革二十年：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业嬗变》、《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
2003 年创意并开始主持“21 世纪北京圆桌”专栏，共组织 450 场圆桌讨论；2008 年至今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秘书长；2011 年至 2016 年 7 月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16 年 7 月起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5 年 10 月至今任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北方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2017 年 6 月起任北方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2016 年 3 月至今任四十人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2016 年
6 月至今任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副理事长；2016 年 7 月至今任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2016 年 8 月至
今任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朱云来
金融专业人士

朱云来，金融专业人士，拥有威斯康星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德保罗大学会计学硕
士学位、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国际银行家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8-2014 年在中金公司工作。拥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先后主持领导了中国电信移
动电话业务收购及增发，中国石化、中国铝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

国国航、中国神华、建设银行、东风汽车、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中煤能源、中国远洋、中国太保、中国建筑、
农业银行、光大银行、邮储银行、中广核、中国华融、中国再保险、联想控股、浙商银行、中国能源建设、中国北车、
中金公司、杭州银行、上海电影首次公开发行等多个大型改制上市项目，和其他多个主要行业的重组及并购项目。 

朱云来先生重视研究业务，全面推进研究导向的投资银行业务服务模式，系统建设包括研究、投资银行、销售交
易、投资管理和财富管理等在内的全方位资本市场业务平台。

加入中金公司之前，朱云来先生曾在国际性投资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纽约总部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公司
芝加哥地区工作。

朱宁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朱宁，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美国耶鲁大学国际金融中心教授研究员。
在 2008-2010 年度担任雷曼兄弟和野村证券投资研究高级主管，负责拓展企业在亚太区域的股
票交易业务。

朱宁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 , 随后赴美留学 , 获得康耐尔大学管理硕士学位和耶鲁大学金融
博士学位 .。著有畅销书《投资者的敌人》和《刚性泡沫》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获得孙冶方奖在内的多项重要奖项。

巢克俭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区长

巢克俭，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区长，经济学硕士，在职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
黄浦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政府党组书记。

1997 年 5 月至 2011 年 11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历任经理、高级经理、执行经理、
国际发展部总监、发行上市部总监（兼任）；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历任静安区副区长、

静安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区政协副主席；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9 月，历任黄浦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区长、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区委副书记。

杲云 
中共黄浦区委书记

杲云，中共黄浦区委书记。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工学博士，研究员。　　
曾任徐汇区经委主任、党组书记，徐汇区副区长，市经委副主任，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长
宁区委常委、副区长，嘉定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代区长、区长，黄浦区委副书记、副区长、
代区长、区长等职。现任中共黄浦区委书记。

李伟
CF40 特邀成员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

CF40 特邀成员 ,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1995 年
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副
行长等职务。拥有 20 年多的金融行业工作经历，长期从事金融科技应用与管理、支付清算研究

与系统建设、金融标准化等工作。有丰富的管理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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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CF40 理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CF40 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和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主编。

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获 2008、2014 年孙冶方经济科学
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2008 年、2010 年）。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
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作为制度创新的经济改革》（中英文版）、《发展经济学》，并与他人合著《制
度经济学三人谈》、《我们的时代》以及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等著作，出版文集《自由、公正和制
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主编《转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和平等》
等；是 Project Syndicate 专栏作家。

瞿秋平
SFI 常务理事
海通证券总经理

瞿秋平，SFI 常务理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
长助理、副行长、江苏省分行副行长，上海银行行长、副董事长，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工作协
调部主任、投资者教育办公室主任、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主任；现兼任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

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

张旭阳
中国光大银行首席业务总监
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旭阳，中国光大银行首席业务总监、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经济系和伦敦经济学院金融会计系。

1997 年 -2016 年在光大银行工作期间，曾任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零售业务部总经理、资
产管理部总经理。2016 年 6 月 -2019 年 7 月，在百度工作期间，任公司副总裁、度小满金融副总裁，负责资产管理、
理财、保险经纪、第三方支付等业务。

高善文
CF40 学术委员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高善文，CF40 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理学学士、经济学硕士，日本
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公共政策硕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前身）
博士。

高善文博士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光大证券等机构任职，2007 年加入安信证券，担任首席
经济学家。他专注于追踪、分析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研判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资本市场所受
到的影响。高善文博士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产能周期波动和资产价格变化等领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认识，
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分析框架。曾出版专著《经济运行的逻辑》，详细介绍了其经济分析的体系和思路。

缪延亮
CF40 特邀成员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缪延亮，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此前五年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
长高级顾问和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研究主管。他负责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相关的全球宏观和策略研
究工作并牵头完成了外汇储备研究团队建设试点计划。2013 年加入外汇局前，他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任经济学家六年，先后在新兴市场和债务政策等部门工作，参与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救助。加入 IMF 前，
他在以色列中央银行任访问学者暨行长斯坦利·费希尔教授特别助理，研究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制度设计，并在普林
斯顿大学威尔逊政策学院任教。缪博士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YGL）”。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和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黄海洲
CF40 成员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海洲，CF40 成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商学院。

从 1998 年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任职 7 年，先后任职货币汇兑部、欧洲部和研究部；
2005 任职于巴克莱资本；2007 年至今任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股票业务部负责人、公司管
理委员会成员。

三十年政策、学术和金融市场工作经验，工作和研究领域涵盖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国际经济和资本市场。在
国际主要经济与金融学术杂志上发表二十余篇学术论文 , 包括《美国经济评论》、《国际经济学杂志》、《货币经
济学杂志》和《金融评论》等，合作论文《国家资本结构》获得欧洲金融学会 2018 年 Pagano-Zechner 最佳论文奖。
2018 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其中文专著《全球金融体系：危机与变革》，同年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了
其合编的《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Central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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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 
SFI 理事
宜信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唐宁，SFI 理事，宜信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后赴美攻读
经济学，曾任职美国华尔街 DLJ 投资银行，从事金融、电信、媒体及高科技类企业的上市、发
债和并购业务。

唐宁于 2006 年在北京创立宜信公司。 2015 年 12 月 18 日，宜信旗下宜人贷（NYSE:YRD）在美国纽约证券交
易所成功上市。

唐宁担任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会长、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母基金专业委员会委员、英国牛津大学赛
德商学院全球领导力委员会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宜信也同时担任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
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副会长单位。

胡晓明 
蚂蚁金服集团总裁

胡晓明，蚂蚁金服集团总裁，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拥有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学位。2005 年 6 月加入阿里巴巴集团，先后在支付宝、阿里金融、蚂蚁金服担任重
要职务。2009 年，胡晓明先生在阿里巴巴内部创业，创建阿里金融，利用大数据技术为小微
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第一次让信用替代了抵押。

2014 年 11 月，胡晓明先生出任阿里云总裁。在胡晓明的带领下，阿里云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并开启全球化征
程，成为亚洲最大、全球前三的云计算公司。

加入阿里巴巴集团前，胡晓明曾在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光大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

郭广昌
复星国际董事长

郭广昌，复星国际董事长，复星联合创始人之一。1989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于 1999
年获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2 年，郭广昌先生与四位同学共同创立复星，并一直担任董事长一职。2007 年，复星在
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复星国际”，00656.HK）。

郭先生曾荣获 2017 年 CNBC 颁发的“第十六届亚洲年度商业领袖终身成就奖”、2016 年第八届世界华人经济
峰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15 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暨中国企业家三十年颁奖典礼颁发的 “2015 中国最具影响力
企业领袖”称号等，并入选葡萄牙主流媒体《贸易周刊》的“葡萄牙 2015 年度 TOP 人物”50 人榜单、《彭博市场》 
“2014 年全球投资及银行领域最具影响力 50 人”榜单等。

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
大学金融系，拥有 30 多年银行从业经验，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金融研究所《浙江农
村金融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等职。2014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任浙商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冯俊兰
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冯俊兰，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人工智能与智慧运营研发中心总经理，国
家特聘专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副理事长，国际 Linux 网络基金会董事会副主席。国际
电子学会 (IEEE) 的高级会员， IEEE 语音语言处理委员会成员， IEEE 工业委员会成员，是语言、
语音，以及数据挖掘方向主要国际会议和期刊的评审人及组织委员会成员。

冯俊兰博士于 2001 年在中国科学院获得声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美国 AT&T 研究中心，曾任高级研究员，主任
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语音识别， 语言理解和数据挖掘。

在国际学术会议、学术杂志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获得美国和国际专利 40 项，已申请并在等待批复中的
国内外专利专利 36 项。冯博士曾获各类国内外研发奖 20 余项，包括 2017 年中央企业归国华侨联合会，国务院国资
委党委统战部颁发的“优秀创新人才奖”， 2015 年获工信部语音产业联盟“优秀个人奖”， 2009 获美国 AT&T CTO
奖等。

王庆
SFI 学术委员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王庆，SFI 学术委员，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庆博士拥有美国马里兰大学
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前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宏观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

2011-2013 年，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投资银行部执行负责人。2007-2011
年，担任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 首席经济学家。2010-2011 年，王博士带领的摩根士丹利经济研究团队连
续两年被《机构投资者》杂志评选为亚洲区第一名。2007 年之前，任美国银行担任大中华区经济研究和投资策略主管。
1999-2005 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任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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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惠
CF40 资深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

张承惠，CF40 资深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1994 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任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技术经济研究
部第一研究室主任，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2003 年 2 月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2011 年 12
月 -2017 年 6 月任金融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领域：金融改革、中小企业融资。八次获得中国发展研究奖，发表论文三百多篇，撰写专著十余本。

赵卫星
SFI 理事
新网银行行长

赵卫星，SFI 理事，新网银行行长、执行董事。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拥有 20
余年的银行管理和互联网金融经验，曾为网商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和蚂蚁金服总监，在多家
银行负责过零售、小微和公司业务，拥有丰富的互联网银行创办和管理经验。

张旭光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张旭光，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历任国家开发银行投资业务局处长，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分
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壮族
自治区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国家开发银行投资总监；
现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王江
SFI 学术顾问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王江，SFI 学术顾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
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曾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顾问、住行专家和金融顾问委员会

委员、中国证监会国际专家委员会委员、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FTSE 经济顾问委员
会委员和穆迪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他还曾任美国金融学会理事、美国西部金融学会理事、伦敦经济学院和新加坡
管理大学资深访问教授、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2017-2018 年担任美国西部金融学会主席。

王江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资产定价理论、投资与风险管理、市场流动性和稳定性、金融创新和金融工程、国际金
融和中国资本市场等。他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2006 年出版著作《金融经济学》。其研究工作获得
了 Smith Breeden Prize，FAME Research Prize, Leo Melamed Prize, Batterymarch Fellowship、中国经济学奖等著
名奖项。他还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的编委。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

徐奇渊 ,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
究中心副主任 , 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青年论坛召集人。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金融与全球宏观经济形势。
北京大学海上丝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澳门城市大学特聘教授、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国际

财经问题顾问、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库成员。
主持国家发改委重大改革课题、科技部创新战略研究专项、中国社会科学院 - 苏黎士大学合作研究项目、中国

社会科学院 - 英国科学院合作项目、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人民银行国际司等 17 项课题

孙天琦
CF40 特邀成员
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

孙天琦，CF40 特邀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经济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曾任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助理、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
管理司司长。现任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综合司（政策法规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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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墉   
全球基础设施合伙公司 (GIP) 副董事长兼合伙人
世界银行第 12 任行长

金墉，全球基础设施合伙公司 (GIP) 副董事长兼合伙人、世界银行第 12 任行长。
2012 年 7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间，任世界银行集团第 12 届行长。在加入世行集团之前，金

墉先生曾担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校长，并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教授。
金墉先生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美国 25 位最佳领导人”之一，并当选《时代周刊》

“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Sir Dave Ramsden（戴夫 • 拉姆斯登爵士） 
英格兰银行副行长

Sir Dave RAMSDEN（戴夫 • 拉姆斯登爵士），英格兰银行副行长，负责监督市场与银行部
门的业务运作。拉姆斯登先生是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委员会成员，
也是英国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 伦敦自动清算支付系统（CHAPS）董事会主席。

2007-2017 年间，拉姆斯登先生曾任英国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和英国政府经济服务部门负
责人，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建议，同时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担任政府代表。

2004 年，拉姆斯登先生在新年授典中被授予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爵位；2015 年初，他又被授予下级勋位爵士爵位。
拉姆斯登先生于 1986 年获得牛津大学政治学、哲学与经济学文学硕士学位；1990 年，他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学理学硕士学位。

Lord Adair TURNER 
皇家学会会员
新经济思维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

Lord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现任能
源过渡委员会主席和丘博保险集团（欧洲）主席，也是远景能源（上海）咨询委员会成员。

于 2008 年至 2013 年间担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曾任美林公司（欧洲）副主席和包括渣打集团在内的数
家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任职于麦肯锡期间，负责建立在东欧和俄罗斯的业务。2015 年至 2018 年间任新经济思维研究
院主席，现为该机构高级研究员。

Turner 勋爵的著作包括：《债务和魔鬼》（普林斯顿出版社，2015 年）；《就是资本 - 自由经济》（麦克米伦出版社，
2001 年）；《危机后的经济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2 年）。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张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曾获得 2014 年 " 浦山优秀论文奖 "，
首届中国青年金融学者奖。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中国和汇率全球宏观经济波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
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国际经济评论》、《World Economy》、《China 

and World Economy》等中英文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在金融时报、路透、财经、财新、人民日报、南方周末、
中国外汇、中国金融、财富、华尔街日报等国内外媒体发表专栏和评论文章两百余篇。主持社科基金、人民银行、财
政部、商务部、工信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改革基金会等机构委托课题二十余项。

外 方 演 讲 嘉 宾
卢锋
CF40 学术顾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卢锋 ,CF40 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国发院副院长。获英
国 Leeds 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和法学学士。曾在英国 Leeds 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任教。英文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创始主编。目前担任中国

财政部和人社部顾问、国际机构“东盟 10+3 宏观研究办公室（AMRO）”顾问委员会成员，曾经担任世界银行 2016
年世界发展报告咨询委员会成员。

卢锋教授主要研究开放宏观经济、农业经济、经济发展等领域问题，对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回报率、
产能过剩、就业转型、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过比较系统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几十篇论文。著有《经济学原理
（中国版）》（2002 年）、《商业世界的经济学观察——管理经济学案例集》（2003 年）、《搞对价格、管好货币》
（2014 年）、《宏调的逻辑——从十年宏调史读懂中国经济》（2016 年）等十几种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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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ond ALPHANDÉRY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欧洲 50 人论坛主席
法国财政部原部长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欧洲 50 人论坛主席、法国财政部原部长，野村银行法国分行高级顾
问、法国投资公司 QUADRILLE CAPITAL 顾问、英国战略咨询公司 MONTROSE 顾问委员会成员、
CLUB OF THREE 副主席和法兰西银行顾问委员会成员。

阿尔方戴利先生是欧洲 50 人集团（Euro50 Group）的创始人兼主席。2013 年至 2016 年 7 月，任欧洲政策研究
中心（European Policy Studies，CEPS）董事会主席。2010 年至 2019 年期间担任法国 ENGIE 集团（前苏伊士环能）
董事会成员与战略委员会主席。1998-2012 年，担任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CNP ASSURANCES）董事长，现为该
公司荣誉总裁。此前，他曾任法国电力集团（ÉLECTRICITÉ DE FRANCE）董事长。

1966 年毕业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随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加州伯克
利大学深造，1969 年于法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首都经贸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顾问
委员会成员。

王冬胜 ，太平绅士
汇丰集团常务总监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总裁

王冬胜，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亚太区行政总裁，也是汇丰集团的集团常务
总监和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  

王先生是汇丰集团属下其他多家机构的董事，包括：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非执行董事、恒生银行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及汇丰为中小企提供电子交易服务提案的 Serai Limited 之董事。 

王先生于 2005 年加入汇丰，同年 4 月至 2010 年 1 月担任汇丰集团总经理兼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负责香港及中国内地业务，2010 年 2 月成为亚太区行政总裁。2013 年 5 月，他获委任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副主席。 王先生于 1980 年投身银行业，任职于花旗银行，后于 1997 年加入渣打银行。 王先生在多个政府及监管咨
询机构和行业协会出任公职：香港金融管理局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总商会常务副主席、理事会理事、主席
委员会委员兼会员关系委员会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兼「一带一路」委员会委员等。

王先生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及硕士、市场及财务学工商管理硕士等学位。

Stuart STALEY 
花旗亚太地区金融市场和证券服务（MSS）业务条线负责人

Stuart STALEY，花旗亚太地区（日本除外）金融市场和证券服务（MSS）业务条线负责人。
他于 2018 年 3 月被任命驻新加坡工作，负责亚太地区的利率、货币、司库、大宗商品、信用、
证券化市场以及股票和证券服务业务。

Stuart 于 2004 年 5 月加入花旗，期间担任花旗大宗商品交易业务的全球主管。他此前担任
花旗休斯顿的北美大宗商品业务负责人，从 2008 年 7 月起担任全球业务的副主管，并在 2010 年 1 月被正式任命为
全球负责人。

在加入花旗之前，Stuart 在伦敦的 AEP 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负责公司的欧洲发电、交易和营销业务。
在此之前，Stuart 在 Enron 公司工作了 6 年。

Stuart 于 1988 年毕业于威廉姆斯学院，于 1995 年获得耶鲁大学的环境研究 MBA 以及硕士学位。他目前在耶鲁
大学商业与环境中心顾问委员会任职，并担任威廉姆斯学院英国基金会的受托人 。

饭山俊康 
野村控股中国委员会主席
野村证券执行副社长

饭山俊康，野村控股中国委员会主席及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代表取缔役社长，于 2018 年 4
月被任命为野村证券执行副社长。

饭山先生在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他曾担任野村证券亚洲首席执行官。还曾担任
野村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董事总经理，负责资本市场、辛迪加、金融解决方案及 资产融资业务。

在饭山先生效力于野村的 30 年中，他历任野村亚洲投资银行部负责人，亚太固定收益部负责人及辛迪加负责人，
负责公司的资本市场业务。

饭山先生拥有美国 Chapel Hill 北卡罗来纳大学 Kenan-Flagler 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日本东京早稻田大
学的商业学士学位，同时还持有 CFA 认证。

Richard M.CANTOR 
穆迪公司及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首席信用官

Richard CANTOR，穆迪公司及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首席信用官，负责信用策略与标准部的管理。
2009-2019 年，Cantor 先生还担任穆迪公司首席风险官，负责公司的全球风险管理工作。
2015 年，他被美国国务院任命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任期 3 年，并担

任该理事会金融与经济工作组负责人。2019 年七月， Cantor 先生被任命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
会（PECC）美国全国委员会主席。加入穆迪之前，Cantor 先生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任职。

Cantor 先生获得塔夫茨大学 (Tufts University)  英语和经济学学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
还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担任兼职教授。此外，他也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俄亥俄州立大学教
授经济学。

Jeffrey SACHS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原特别顾问

Jeffrey SACH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原特别顾问。 2001 至 2018 年，他
担任科菲·安南、潘基文、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等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2015 年，他获得“蓝
色星球奖”。他目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

在应对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重大疾病控制、贫困治理、
气候变化等领域研究颇深。他撰写和编辑了《贫困的终结》（2005 年），《共同财富：一个拥挤星球的经济学》（2008
年）以及《文明的代价》（2011 年）等书。

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前，他在哈佛大学任教 20 余年，并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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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an HARKNESS O.B.E 
巴克莱资本副总裁

Euan HARKNESS，巴克莱资本副总裁。他于 1986 年加入巴克莱资本（当时为 Barclays de 
Zoete Wedd）英国国债交易部门，而在此之前他供职于 Wedd Durlacher Mordaunt，负责英国
国债交易业务。1986 年，Wedd Durlacher Mordaunt 与巴克莱以及 de Zoete Bevan 合并为了
Barclays de Zoete Wedd（BZW）。

Harkness 先生于 1992 年被委任为 Gilt Edged Market Makers Association（GEMMA）主席；于 2000 年被巴克
莱资本委任为副总裁。

Harkness 先生于 2007 年女王生日授勋名单中被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以表彰他对金融业做出的服
务与贡献。

Lisa HUNT 
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荣誉主席
嘉信理财国际服务及商业战略执行副总裁

Lisa HUNT（丽萨·亨特），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荣誉主席、嘉信理财国际服务及商
业战略执行副总裁，负责公司战略规划以及全球产品与服务。

亨特女士有 32 年的证券从业经历，在 2018 年曾担任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主席，现
为该协会荣誉主席。亨特女士毕业于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拥有该学院金融学学士学位，主攻方向为经济学。目
前她是证券业学院（Securities Industry Institute）成员，以及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基金会董事。此外，她还是马
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咨询委员会委员、Scout 品牌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美国职工福利研究所原董事。

Mark BURGESS 
澳大利亚 HESTA 养老基金投资委员会主席

Yarra Capital Management 基金公司的独立主席，Jamieson Coote Bonds 债券公司顾问委
员会主席，北领地基础设施发展基金非执行董事，以及总部位于伦敦 OMFIF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
官方论坛顾问委员会委员 。 

他曾担任未来基金Future Fund主席，澳大利亚上市投资公司Treasury Group的首席执行官。 
他还曾在海外工作，包括担任瑞士信贷资产管理公司（EMEA）驻伦敦执行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以及全球首席投资
官管理股票和多重资产部门。 其他担任首席投资官职位的机构包括 American Express 美国运通资管公司，Colonial 
First State，Colonial Group 和信孚银行 Bankers Trust 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白川方明 
日本央行原行长

白川方明，日本央行原行长。从 1972 年开始就职于日本银行，先后担任多份要职，包括日
本银行驻美洲地区的首席代表、以及负责货币政策的执行董事，2008 年 4 月至 2013 年 3 月期
间担任日本银行行长；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3 月期间任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副主席；现任青
山学院大学教授。

他于东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Timothy G. MASSAD 
哈佛肯尼迪学院 Mossavar-Rahmani 商业和政府中心高级研究员
美国商品期貨交易委员会原主席

Timothy MASSAD，哈佛肯尼迪学院 Mossavar-Rahmani 商业和政府中心高级研究员、美
国商品期貨交易委员会原主席，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Massad 先生于 2014 年至 2017 年间担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 2009 －
2014 年间，Massad 先生在美国财政部工作，曾任负责金融稳定事务的助理部长，在任期间，负责监督不良资产救助
计划（TARP）的实施，该计划是美国政府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Massad 先生还曾担任财政部长的顾问。

Massad 先生的著作包括《第一批响应者》（与 Neel Kashkari 合著“推行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不良资产救助计
划的管理架构”一章，该书由 Ben S. Bernanke，Timothy F. Geithner 与 Henry M. Paulson, Jr. 编辑）。

Aaron MANKOVSKI 
Pitango 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人

Aaron MANKOVSKI，  Pitango 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人。特拉维夫大学的计算机和统计学
士学位。

Aaron 于 1996 年参与创立了 Eucalyptus Ventures 并开始其风投生涯，自那时起他一直
担任 MD。Eucalyptus 和 Pitango 管理集团在 2000 年合并之后他一直担任 Pitango 风投的一

般管理合伙人。目前在以下 Pitango 所投公司的董事会任职：OptimalPlus, Kilopass Technology Inc., Kaminario, 
JethroData, Sckipio 和 Formlabs。在 JinkoSolar (NYSE: JKS) 上市前他还担任风投特派的观察员。

在进入风投领域之前，Aaron 在国内外有着十六年的高科技领域的管理经验，在创立 Eucalyptus Ventures 之前，
他担任 Orbotech（NASDAQ: ORBK）的公司副主席，主管全球运营、销售和消费者事务。

1986 年到 1993 年间，Aaron 担任 Orbotech 美国波士顿总部的主席和 CEO，其间他主导了 Orbot 和 Optrotech 
的合并，从而建立了 Orbo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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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gis MONFRONT 
东方汇理银行（Credit Agricole CIB）全球副总经理

Régis MONFRONT，东方汇理银行（Credit Agricole CIB）全球副总经理。于 1981 年加入
东方汇理银行风险管理部，后调任芝加哥担任大型企业金融业务主管；于 1987 – 1997 年期间担
任东方汇理银行纽约资产融资部门主管，后调任巴黎担任股权风险主管；1997 – 2002 年期间先
后担任东方汇理 WI Carr 证券香港首席运营官、首席执行官；2002 – 2011 年期间先后担任东方

汇理银行英国地区总裁、东方汇理银行内部审计主管；2011 年 12 月起至今，担任东方汇理银行执行副总裁，负责管
理企业客户与国际网络部以及投资银行部。

他毕业于 University of Sceaux 法学院与巴黎高等商学院国际商学院。

Michael MOON 
SWIFT 支付系统亚太区负责人、董事总经理

Michael MOON，SWIFT 支付系统亚太区负责人、董事总经理，在金融服务和支付领域有着
20 年的从业经验，曾在中国、印度、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从事业务拓展、
产品管理、战略与市场营销等多项工作。

他于 2012 年加入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新加坡办事处，负责亚太地区支付、
贸易和通讯业务。在加入 SWIFT 之前，他曾供职于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主管亚太地区战略规划和业务拓展、
商户和 B2B 业务。在此之前，他曾在澳大利亚银行业工作，先后效力于花旗和澳州联邦银行。

他拥有澳大利亚管理学院的 MBA 学位。

孔旭洪 
桑坦德集团执行副总裁、亚太区首席执行官

孔旭洪，桑坦德集团执行副总裁、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负责集团在亚太区内所有业务，并
担任上海银行董事会非执行董事，此前他主管桑坦德全球企业银行及市场的亚太区业务。

加入桑坦德银行之前，孔先生是卡普拉投资管理公司亚太区总裁及亚太区投资委员会主席。 
孔先生曾出任美银美林集团董事总经理及全球财富管理亚太区总裁，并担任全球财富管理

执行委员会和亚太区执行委员会成员。孔先生也曾担任过环太平洋地区固收、外汇及大宗商品业务总裁。在 1993 年
加入美林集团之前，孔先生是所罗门兄弟公司（亚洲）的固定收益销售副总裁。更早前，孔先生在 CEF Capital Ltd.
公司担任副总监，在埃克森化工亚太有限公司任职高级市场策划师。 

孔先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工商管理 ( 荣誉 ) 学士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Sopnendu MOHANTY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首席金融科技官

Sopnendu MOHANTY，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首席金融科技官，致力于围绕技术创新制
定发展策略及监管政策，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他在全球技术、金融和创新领域担任了 20 多
年领导职位，并在金融业零售分销领域与他人合作开发了多部专利作品。

他广泛参与了多个国家的金融生态系统建设，涉及创新、政策制定以及技术驱动的金融服
务等领域。他曾被《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评为 “全球最具影响力金融科技交易者”， 被《欧洲货币》
（Euromoney）评为“年度市场改革家”，也是国际公认的金融科技领域思想领袖之一。

Ross LECKOW 
国际清算银行 (BIS) 创新中心金融科技战略与法律高级顾问

Ross LECKOW，国际清算银行 (BIS) 创新中心金融科技战略与法律高级顾问，负责领导中
心的长期战略制定与实施，负责管理战略创新项目，并为中心的各项法律事务提供咨询。

在加入国际清算银行之前，他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法律部副法务总监，就 IMF 各
项运营工作为管理层和执行委员会提供咨询。

加拿大约克大学国际经济法法学硕士、曼尼托巴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温尼伯大学荣誉学士。

刘  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助理法律总顾问

刘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助理法律总顾问，就 IMF 运营提供法律建议，包括 IMF 对
成员国经济的监测、向成员国提供的金融和技术支持等。目前她领导 IMF 的团队，帮助成员国
加强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框架，并协助制定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她还负责监督 IMF 法律部制
定和实施与借贷、主权债务管理与重组方面的相关政策，为私营部门债务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此外，

她还致力于帮助成员国更好地处理与代理银行的关系。1999 年加入 IMF 之前，刘女士曾在美国 Fried Frank Harris 
Shriver & Jacobson 和 Milbank Tweed Hadley & McCloy 律师事务所从事企业与证券相关的法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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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军 
世界银行集团首席信息安全架构师

张志军，世界银行集团首席信息安全架构师，领导信息安全架构团队设计和评估世行集团
的各种信息系统，帮助成员国政府部门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架构，同时，致力于对新技术的研究，
包括领导区块链实验室项目的信息安全工作。

在加入世界银行集团之前，他曾在美国领航集团工作十年多，致力于用户体验、新兴技术
研究，系统架构、和信息安全等工作。 

张志军于 1990 年获得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1999 年获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Jean-Michel GODEFFROY 
JMG 咨询公司总裁
欧洲央行原支付系统与市场架构司司长

Jean-Michel GODEFFROY，JMG 咨询公司总裁、欧洲央行原支付系统与市场架构司司长，
专注于数字货币领域。他于 2014 年 12 月从欧央行退休，此前曾在该行担任负责支付系统

和市场基础设施的局长长达 16 年。在欧央行任职期间，他在 TARGET1 和 TARGET2 系统（欧
元区实时全额结算系统）以及 T2S 系统（欧洲一体化证券结算系统）的成功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积极为单
一欧元支付区项目（SEPA）提供助力，该项目旨在为欧洲打造统一的支付工具。1998-2009 年期间，他曾担任 G10/
G20 支付清算系统委员会（现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 CPMI）成员，并于 2014 年再度担任该职务。1998 年 6 月
到 2009 年 6 月期间，他担任欧元体系支付清算系统委员会主席。2009 年 6 月到 2014 年 12 月期间，他担任 T2S 委
员会主席。

获得巴黎政治大学颁发的学位，并从巴黎第一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

洪丕正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地区 CEO
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 CEO

洪丕正，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地区 CEO、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 CEO，并同时担任渣
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及渣打银行（中国）主席。洪先生于 1992 年加入渣打，先后于企业、
商业及零售银行等业务范畴出任多个重要职位，并曾于海外地区包括英国及加拿大工作，拥有丰

富的国际银行经验。
洪先生现任香港行政长官创新及策略发展顾问团成员、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成员、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董

事会成员、香港总商会理事会成员及香港贸易发展局一带一路委员会委员。洪先生过往也曾出任其他不同公职，包括
香港银行公会主席、金融发展局委员、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会成员、香港医院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及香港大学校董会成员。

Erik H.B. FEYEN 
世界银行金融、竞争力与创新全球发展实践局全球宏观金融部门负责人

Erik FEYEN，世界银行金融、竞争力与创新全球发展实践局全球宏观金融部门负责人，领导
了包括金融科技在内的对关键宏观金融趋势及其影响的全球监测和分析工作，为与金融科技相
关的国家业务提供咨询，并协调以及推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厘岛金融科技议程的
发展。

他代表世界银行成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漏洞分析小组成员，并担任 FSB 金融创新网络的成员。他领导了与
金融发展，稳定和监管相关的政策活动，包括多个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SAPs）。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宏观经济学，
金融稳定和金融发展的文章，已发表的出版物包括《金融经济学杂志》和《投资组合管理期刊》。 

他拥有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博士学位，代尔夫特科技大学政策和管理 / 电气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并且在包括哥伦比
亚大学在内的各种机构讲学。

黄坚 
益博睿（Experian）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黄坚，益博睿（Experian）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领导益博睿大中华区的所有管理和运营工作。 
在加入益博睿之前，他服务于埃维诺（埃森哲与微软的全球合资公司）14 年，担任埃维诺

大中华区副总裁。在埃维诺之前，黄坚先生曾就职于不同的公司，包括飞利浦及奥尼克斯等等。 
黄坚先生拥有超过 25 年的卓越从业经历，尤其在金融和高科技行业有着丰富的经验。

黄坚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并拥有复旦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Jeff SCHOTT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Jeff SCHOTT，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主要致力于国际贸易政策和
经济制裁的研究。在 PIIE 供职期间，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讲师（1994 年）和乔治城大学兼
职教授（1986-88 年）。此前，他出任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经理（1982-83 年）和美国
财政部官员（1974-82 年），专攻国际贸易和能源政策研究。在东京回合（关贸总协定的第七轮

重要多边贸易谈判）中，他作为美国代表团一员参与了补贴规则的协商。2003 年 1 月，他加入了美国政府的贸易与
环境咨询委员会。同时，他也是美国国务院国际贸易政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他著有以及与人合著、编辑了大量的贸易书籍，包括《评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2016 年）、《认识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2012 年）、《哥伦比亚与美国的贸易关系》（2006 年），《重新审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就与挑战》

（2005 年）、《美洲自由贸易前景》（2001 年）、《西雅图会议之后的世贸组织》（2000 年）、《重启快速通道》（1998
年）、《世界贸易体系：未来挑战》（1996 年 12 月）等。另外他还著有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和关贸总协定的一系列文章。

他获得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学士学位，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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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A. Hills 
美国原贸易代表

Carla A. HILLS ，美国原贸易代表，国际咨询公司 Hills & Company 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1998-1993 年间，Carla HILLS 在布什总统内阁中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在任期间，她参加了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协商，并与全球诸多国家达成了贸易和投
资协议。此前，她曾在福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并曾在美国司法部民事部

门担任助理司法部长；还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美洲对话组织联席荣誉主席、战略和
国际研究中心董事、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三边委员会执委会委员、耶鲁大学校长国际事务理事会成员。
Carla HILLS 曾在多家财富 500 强公司担任董事，目前是摩根大通国际顾问委员会和 Starr 公司顾问委员会成员。

Carla HILLS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并从耶鲁法学院获得法学学位。她还获得了
多个学院和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并荣获诸多奖项，其中包括墨西哥政府授予非墨西哥公民的最高荣誉阿兹特克雄鹰
勋章。

Danny ALEXANDER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

Danny ALEXANDER，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他于 2016 年 2 月加入亚投行高管团队，
负责银行的治理工作，以及银行股东成员、理事会、董事会的各项活动。此前在英国出任公职，
是二战后英国首个联合政府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有二十多年的专业职业经历。在 2010-2015 
年间，他在英国财政部任高级部长，主导从公共部门项目里削减了一千多亿英镑的开支。在英国

任 G8 主席国期间，他积极推动英国开展国际税收和贸易合作，提高英国的透明度。他还领导了英国基础设施政策的
相关工作，推动在英国第一个‘全民基础设实施方案’（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年度工作），他还帮助在英国建立了首个
绿色投资银行，开发并实施了英国基础设施担保计划。

他是 Nuffield 大学、牛津大学和 St. Anne’ College 的访问学者。他是牛津大学政治和经济学学士。

Robert KOOPMAN 
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Robert KOOPMAN, 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及经济研究和统计司司长，负责向世贸组织
秘书处和会员国提供分析和信息。曾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业务主任和首席运营官，负责监督国
际贸易委员会协助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和国会进行贸易政策研究和谈判；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
保障措施调查；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维护、分析和协调美国关税制度；以及负责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的战略规划和绩效评估等工作。他还担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济办公室主任和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农业部经济
研究处的许多领导人和研究人员的职位。同时，他是《世界贸易评论》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他曾任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经济学系兼职教授，教授国际贸易研究、应用国际贸易研究、高级国际贸易研究、贸易
和经济发展等课程。其研究包括贸易对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贸易政策变迁、全球价值链及其应用、大数据经济模拟
模型的实证研究。

Robert DOHNER 
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美国财政部原亚洲事务副助理部长

Robert DOHNER，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原亚洲事务副助理部长，是资深
的国际经济学专家，在全球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监管领域有 30 年的工作经验。

在加入美国财政部之前，多纳曾供职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经合组织和美国国务院。他
曾任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教授，及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客座教授。他现任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
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首席经济学家。

他于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于麻省理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Jonathan T. FRIED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国际经济关系协调人
加拿大总理 G20 峰会个人代表

Jonathan T. FRIED，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国际经济关系协调人、加拿大总理 G20 峰会个人代表。
于 2012 年至 2017 年间担任加拿大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兼常驻代表，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他是 2014 年世贸组织总理事会的主席，也是 2013 年争端解决机构主席。他在
2015 年担任 20 国集团与中国贸易和投资工作组联席主席。此外，他还曾担任前加拿大驻日本大使；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加拿大、爱尔兰和加勒比地区执行主任；加拿大总理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加拿大财政部高级助理副部长以及七国
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加拿大财政部代表。他还曾担任贸易、经济和环境政策助理副部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首
席谈判代表、加拿大贸易政策总干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首席顾问，以及加拿大驻美大使馆国会事务顾问。

Jonathan T. FRIED 是世界经济论坛贸易与投资全球期货理事会成员，以及旨在加强全球贸易体系的 E15 倡议（E15 
Initiative）的指导委员会成员。他于 2015 年被加拿大国际法委员会授予公共部门律师奖，他也是该奖项的首届获奖者，
以表彰他对国际公法的服务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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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名单
VIP LIST

陈 元
屠光绍
吴 清
肖 钢
王洛林
缪建民
李东荣

黄奇帆
余永定
彭 纯
杨凯生
陆 磊
黄益平
李 伟
陈鸣波
杲 云
巢克俭
王海明

朱云来
朱 宁
黄海洲
高善文
缪延亮
姚 洋
瞿秋平
张旭阳
王 庆
郭广昌
胡晓明
唐 宁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

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

长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CF40 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中共黄浦区委书记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区长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金融专业人士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海通证券总经理

中国光大银行首席业务总监、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复星国际董事长

蚂蚁金服集团总裁

宜信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中 方 嘉 宾

（按会议议程及姓名音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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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俊兰
刘晓春
孙天琦
赵卫星
张承惠
徐奇渊
王 江

张旭光
卢 锋
张 斌
陈 兵
陈海宁
陈和智
陈卓夫
楚 钢
崔 历
董建岳
付永进
高 峰
葛淑英
洪 锋
胡 政
黄金老
黄顺绪
解 冬
李 文
李仁杰
梁 红
凌 涛
刘 寅
刘 勇
罗 江
罗东原
吕志刚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

新网银行行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兼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中国邮储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和资本市场业务委员会主席

建银国际证券宏观研究主管、董事总经理

万达金融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西安市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小米金融董事长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董事长

苏宁银行董事长兼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

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金所控股董事长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负责人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上海黄金交易所研发部副总经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投资业务委员会总裁

万达投资集团信息科技部总经理

穆海洁
穆荣均
聂伟迅
宁新虎
邵滨鸿
沈建光
施琍娅
帅 师
宋汉光
隋洪波
孙 颖
孙明春
汤进喜
王 涵
王 灿
王以刚
文海兴
巫和懋
吴雨珊
谢 众
谢汉立
熊文森
许 臻
杨东升
余贤群
张 蕾
张 扬
张 漪
张 毅
张光耀
郑 杨
周 杰
周 晔
周礼耀
周荣芳

汇付天下有限公司总裁

美团金服总裁

天津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总部副总经理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

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跨境人民币业务部主任

交通银行企业文化部总经理

上海票据交易所董事长

黑龙江省伊春市委副书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博海资本投资总监兼首席经济学家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复星国际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展官

农银金融租赁副董事长、总裁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金融城首席执行官、新金融联盟秘书长

上海清算所董事长

上海清算所监事会主席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全球中央对手方协会 (CCP12) 主席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战略规划部总监

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华控基金董事长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裁

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联席负责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书记

海通证券董事长

汇付天下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上海清算所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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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方 嘉 宾

金 墉

Sir Dave RAMSDEN

Lord Adair TURNER

Jeffrey SACHS

王冬胜

Stuart STALEY

饭山俊康

Richard CANTOR

Aaron MANKOVSKI

白川方明

Edmond ALPHANDÉRY

Euan HARKNESS O.B.E.

Lisa HUNT

Mark BURGESS

Timothy G. MASSAD

Régis MONFRONT

Michael MOON

孔旭洪

Sopnendu MOHANTY

Ross LECKOW

刘 岩

张志军

Jean-Michel GODEFFROY

Benjamin HUNG

Erik H.B. FEYEN

黄 坚

Jeff SCHOTT

Carla A. HILLS

Sir Danny ALEXANDER

全球基础设施合伙公司副董事长兼合伙人、世界银行第 12 任行长

英格兰银行副行长

新经济思维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前特别顾问

汇丰集团常务总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总裁

花旗亚太地区（日本除外）金融市场和证券服务业务条线负责人

野村控股中国委员会主席、野村证券执行副社长

穆迪公司及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首席信用官

Pitango 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人

日本央行原行长

欧洲 50 人论坛主席、法国财政部原部长

巴克莱资本副总裁

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荣誉主席、嘉信理财国际服务及商业战略执行副总裁

澳大利亚 HESTA 养老基金投资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国家主权基金原主席 

哈佛肯尼迪学院 Mossavar-Rahmani 商业和政府中心高级研究员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原主席

东方汇理银行全球副总经理

SWIFT 支付系统亚太区负责人、董事总经理

桑坦德集团执行副总裁、亚太区首席执行官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

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金融科技战略与法律高级顾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助理法律总顾问

世界银行集团首席信息安全架构师

JMG 咨询公司总裁、欧洲央行原支付系统与市场架构司司长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地区 CEO、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 CEO

世界银行金融、竞争力与创新全球发展实践局全球宏观金融负责人

益博睿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美国前贸易代表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

Jonathan FRIED

Robert KOOPMAN

Robert DOHNER

Niall ALMEIDA 

Jean-Christian BRILLANT

Adam COTTER

葛甘牛

井上哲也

Sam KELLIE-SMITH

廖宜建

林志民

Wassmuth MARCUS

潘露玲

王 伟

 Nicolas VIX

张晓蕾

张之皓

钟晓峰

祝 宪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国际经济关系协调人、加拿大总理 G20 峰会个人代表

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原亚洲事务副助理部长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固定收益部负责人

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代总领事及高级商务专员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亚太区负责人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野村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

摩根士丹利固定收益部全球负责人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长

联合信贷银行欧洲公司业务负责人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合规负责人

美银美林中国区行政总裁

东方汇理银行中国区负责人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总裁兼副董事长

华美银行大中华区行政总裁

东方汇理北亚首席执行官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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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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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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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Ball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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