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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一 : 全球经济 

时间 22001122 年年 88 月月 2277 日日（（星星期期一一）） 

0830 – 0900 注册 

0900 – 1030 专题一： 全球最新经济形势 

刘遵义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1030 – 1100  茶歇 

1100 – 1230 专题二： 国际货币体制的发展 

羅伯特・蒙代爾教授 

1999 年諾貝爾經濟科學獎得獎人 

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230 – 1400  午餐 

1400 – 1530  专题三： 欧元区的前景 

羅伯特・蒙代爾教授 

1999 年諾貝爾經濟科學獎得獎人 

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530 – 1600 茶歇 

1600 – 1730 专题四： 香港货币体制的未来 

任志刚教授 

前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杰出研究员 

中国金融学会执行副会长 

宏观审慎顾问有限公司主席 

 

1800 – 1930 专题五： 欢迎晚宴 

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角色 

刘明康教授 

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 BCT 银联集团杰出研究员 
 

 



香港中文大学  
 

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  
 

全球金融菁英领导研讨班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 

 

- 2 - 

课程一 : 全球经济 

时间 22001122 年年 88 月月 2288 日日（（星星期期二二）） 

0900 – 1030 专题六：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制的角色 

任志刚教授 

前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杰出研究员 

中国金融学会执行副会长 

宏观审慎顾问有限公司主席 
 

1030 – 1100  茶歇 

1100 – 1230 专题七： 人民币国际化 

刘遵义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1230 – 1400 午餐 

1400 – 1530 專題八： 金融創新 

迈伦・斯科尔斯教授 

1997 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奖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院 Frank E. Buck 财务学荣休讲座教授 
 

1530 – 1600 茶歇 

1600 – 1730 专题九： 新监管架构 : 巴塞尔协议 III，多德 ‧ 弗兰克法案与沃克尔原则 

黄宝诚教授 

时富金融服务集团  
CASH Dynamic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 Limited 
研究部主管(交易策略及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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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一 : 全球经济 

时间 22001122 年年 88 月月 2299 日日（（星星期期三三）） 

0900 – 1030 专题十： 金融市场中的道德风险 

詹姆斯・莫理斯爵士 

1996 年諾貝爾經濟科學獎得獎人 

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030 – 1100  茶歇 

1100 – 1230 專題十一： 風險管理 

邁倫・斯科爾斯教授 

1997 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奖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院 Frank E. Buck 财务学荣休讲座教授 
  

1230 – 1400 午餐 

1400 – 1530 专题十二： 全球金融改革对亚洲之影响 

沈联涛博士 

前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 
 

1530 – 1600 前往香港交易所 

1600 – 1730 专题十三： 参观香港交易所 

周松岗爵士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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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 : 中国经济 

时间 22001122 年年 88 月月 3300 日日（（星星期期四四）） 

0900 – 1030 专题十四： 宏观中国经济 

刘遵义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1030 – 1100  茶歇 

1100 – 1230 专题十五： 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 

黄亚生教授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与国际管理学教授 

 

1230 – 1400 午餐 

1400 – 1500 专题十六： 现代中国法律与监管环境 

冯华健教授 

资深大律师 

 

1530 – 1600 茶歇 

1600 – 1730 专题十七： 中国的投资与融资 

方方先生 

摩根大通投资银行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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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 : 中国经济 

时间 22001122 年年 88 月月 3311 日日（（星星期期五五）） 

0900 – 1030 专题十八： 中国银行业何去何从? 

刘明康教授 

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 BCT 银联集团杰出研究员 
 

1030 – 1100 茶歇 

1100 – 1230 专题十九：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刘新华博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1230 – 1400 专题二十： 午餐演讲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瞻与香港的角色 
李小加先生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 

 

1400 – 1530 专题二十一： 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 

黄亚生教授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与国际管理学教授 

 

1530 – 1600  茶歇 

1600 – 1730 专题二十二： 中国企业全球化及外资企业中国化 

赵令欢先生 

弘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及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