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2017 年度）中国金融教育发展论坛 

2017 年 5月 20日 北京友谊宾馆 

（注：以会议当天实际发布为准，论坛组委会保留变动权利。） 

一、论坛简介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论坛由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简称金融教指委）于 2016年第二届全国金融教指委

第二次会议创办。该论坛与每年一度的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工作会议平行，定位于搭建金融专业学位培养高校与社会尤

其是与金融机构沟通的桥梁，基于全球视野与金融发展，探索中

国金融发展趋势与人才需求。旨在通过此平台，金融机构和广大

民众能更全面地了解我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状况；高

校能更清晰把握金融实践部门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情况，从而及时

调整培养方案，使之切合金融发展需要；团聚各界来探讨金融发

展热点，建言献策，推动我国金融健康发展；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扩大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特别是金融硕士的社会影响，打造金融

硕士卓越品牌。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论坛每年一届，由全国金融教指委主办，

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轮流承办，金融机构提供赞助与支

持并联合承办。论坛主要围绕当前国际国内金融热点问题、金融

人才培养问题，邀请著名金融学家、业界精英、金融人才培养专

家等展开研讨，为大国金融发展和高端金融人才培养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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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届论坛主题 

金融发展新趋势与金融人才培养 

研讨目的：在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发展等新环境下，我国金

融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金融环境的演变，新金融业态的

出现,导致金融风险日益复杂，不断演进。另一方面，由此也催生着

金融人才知识结构的升级，高校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也应与时俱进。

希望通过本届论坛的研讨，让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培养院校、社会各

界共聚一堂，集思广益，共同推进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和金融人才培

养质量的提高。 

研讨内容：探讨我国金融发展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包括智能金融

等金融科技领域的最新进步、金融发展趋势、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防

范，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与金融市场人才需求。 

预期效果：通过首界论坛的举办，搭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培养

院校、社会各界沟通的平台，增进了解，互赢共进。通过嘉宾们对当

前国际国内金融热点问题的分享，梳理金融发展重点、探索解决方案，

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通过对金融人才需求、培养、发展等各环

节的梳理，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探索提高金融人才质量的有效途径。

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金融硕士品牌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

提升。 

三、首届论坛会务安排 

1.时间：2017年 5月 20日（周六） 

2.地点：北京友谊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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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会对象（200 人左右）：金融机构代表、全国金融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院校、中国智能金融专委会代表 

4.主办单位：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5.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6.联合承办、赞助单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媒体支持：金融时报、新浪财经、腾讯 

8.支持单位：中国金融学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金融出版社 

 

四、首届论坛日程 

注：日程以会议当天实际发布为准，论坛组委会保留变动权利。 

2017 年 5月 20日上午 大会开幕式与主题（专题）报告 

07:00-09:00  自助早餐 （地点：友谊宫一层餐厅） 

09:00-10:10  开幕式与主题报告  （地点：瑞宾楼） 

           主持人：全国金融教指委秘书长 赵锡军教授 

                  全国金融教指委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郭庆平先生 致开幕辞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刘伟教授 致欢迎辞 

主题报告：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与人才培养 

             报告人：全国金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教授 

10:10-10:30    休 息 

10:30-11:30    专题报告  （地点：瑞宾楼） 

         主持人：全国金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国银监会人事部主任 肖璞先生 

            专题报告一：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 10:30-11:00 ） 

            报告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李东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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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报告二：中国金融创新与银行业发展（ 11:00-11:30 ） 

            报告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李若谷先生 

12:00-13:00    自助午餐 

2017 年 5月 20日下午  圆桌论坛（地点：瑞宾楼） 

13:30-15:00  圆桌论坛一 

          主题：中国金融业发展与金融监管 

          主持人：全国金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史建平教授 

          讨论嘉宾：（按姓氏笔划排名）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孙国峰先生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宋逢明教授 

深证市金融办主任 何晓军先生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张桥云教授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 曹凤岐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瞿强教授 

15:00-15:15   休息 

15:15-16:45   圆桌论坛二 

          主题：金融人才培养与金融市场需求 

          主持人：全国金融教指委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王旻先生 

          讨论嘉宾：（按姓氏笔划排名）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庄毓敏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 朱宏飞教授 

中国银行业协会原副会长 杨再平先生 

华融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 祝献忠先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龚六堂教授 

中国工商银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先生/女士 

16:45-17:00  闭幕小结 

         主持人：全国金融教指委秘书长 赵锡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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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金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 陆磊先生 

18:00-19:00  自助晚餐 （地点：友谊宫一层餐厅） 

 

五、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嘉宾 

全国金融教指委委员： 

1.郭庆平，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2.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3.陆  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4.史建平，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5.肖  璞，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6.王  旻，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7.刘少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8.刘莉亚，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 

9.朱新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中心主任 

10.吴卫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11.张金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12.张桥云，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13.李心丹，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院长 

14.束金龙，上海市学位办主任 

15.杨再平，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 

16.杨德勇，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17.范小云，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18.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19.郭  晔，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 

20.崔建军，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助理 

21.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22.廖  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 

23.赫国胜，辽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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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潘  敏，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承办单位： 

1.郭庆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 

2.杨德红,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六、特邀嘉宾、演讲嘉宾（拟） 

1.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2.李东荣，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3.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4.宋逢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5.何晓军，深证市金融办主任 

6.曹凤岐，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 

7.瞿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8.祝献忠，华融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 

9.      ，中国工商银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10.朱宏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 

 

七、主协办单位简介 

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教指委”）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导下的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专家组织。金融

教指委旨在研究、指导、评估、认证和咨询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活动，

推动我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我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金融教指委下设秘书处。秘书处现挂靠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是指导

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机构，负责完成指导委员会交办的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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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信用借贷系，始建于 1950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最早设立的八大院系之一，

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培养财政金融领域高级人才的基地，为新中国财政金融学科的

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1997 年，财政金融系与投资系合并，组建成立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现任院长为财政学家郭庆旺教授，党委书记为纪红

波副教授。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财政金融学院教师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学教材《货

币信用学》和第一部财政学教材《财政学讲义》，以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货币

银行体系的教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财政

的参考书《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论文选集》，奠定了新中国财政金融高等教育的

基础。 

1978 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以后，财政金融学院获得了空前发展，编写了被

誉为中国财政金融理论建设里程碑的著作《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和获得国家

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的核心课程教材《货币银行学》和《财政学》，奠定了其在财

政金融高等教育领域领头雁的地位。 

进入 21 世纪以来，财政金融学院学科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鲜明的学科

优势和特色基本形成。金融学、财政学于 1988 年、2001 年、2006 年、2013 年

教育部组织的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蝉联国家级重点学科。2013 年教育部公布国

家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中国人民大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 9个一级

学科排名全国第一，其中以学院财政学、金融学为骨干学科的应用经济学已连续

3次排名全国之首。 

学院现拥有财政、金融两大学科，财政系、货币金融系、应用金融系、保险

系 4个教学单位，拥有财政学、税收学、金融学、保险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

6 个本科专业，现有学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 2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 2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3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 2 个，形成了种类完善、

层次分明的学位教育体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在“国泰

证券”和“君安证券”合并的基础上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历史最悠

久、综合实力最强的证券公司之一。自成立以来，公司在资本实力、盈利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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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等方面持续保持在行业前列，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强的综合竞

争力和品牌影响力。2008-2016年，公司连续九年在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中被评为

A 类 AA 级，为目前证券公司获得的最高评级。2015 年 6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核

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15.25亿股 A股股票。2015年 6月 26 日，本公司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简称“国泰君安”，股票代码“601211”。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直接拥有 6家境内子公司和 1家境外子公司，

公司在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设有 30家分公司和 243 家证券营业部，公司全

资子公司国泰君安期货公司在全国设有 12 家期货营业部；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证券在全国设有 1 家分公司和 56 家证券营业部，其全资子公司海证期货在全国

设有 4家期货营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