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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兩岸四地養老保險研討會 － 改革趨勢與創新機制」 
會議議程 

 

 

2015 年 10 月 29 日 

 

主辦：中國社會保險學會、香港退休計劃協會、台灣退休基金協會、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澳門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時間：8:30－12:30 

地點：澳門大學新校區伍宜孫圖書館(E2)演講廳 

時間 會議內容 

8:30 – 9:00 報  到 

9:00 – 9:20 

開幕致詞 中國社會保險學會副會長 孟昭喜先生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研討會召集人 劉嘉時女士 

台灣退休基金協會理事長 李瑞珠女士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理事長 陳建新博士 

9:20-9:25 

主禮嘉賓向與會嘉賓致送紀念品 

主禮嘉賓：中聯辦社工部部長助理楊漢武先生 

     澳門社會保障基金主席葉炳權先生 

     澳門社會工作局葉兆源廳長 

9:25 – 9:30 拍照留念(主禮嘉賓及四地代表團) 

場次 1：兩岸四地養老保障制度新進展 

9:30 – 10:50 

(80 minutes) 
專題演講 1 

內地養老保障制度現況 武力女士 

台灣養老保障制度現況 王儷玲教授 

香港養老保障制度現況 蔡海偉先生 

澳門養老保障制度現況 葉炳權主席 

10:50 – 11:00 茶歇 

場次 2：兩岸四地養老保障改革趨勢 

11:00 – 12:30 

(90 minutes) 
專題演講 2 

內地 席恒教授 

台灣 黃泓智教授 

香港 周永新教授 

澳門 梁啟賢講師、李曉燕副教授 

12:45 – 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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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4:30－18:00 

地點：澳門大學新校區伍宜孫圖書館(E2)演講廳 

場次 3：養老金投資運營政策發展 

14:30 – 16:00 

(90 minutes) 
專題演講 3 

內地代表：周遠航女士 
台灣代表：蔡衷淳先生 
香港代表：黃廣明先生 

16:00 – 16:15 茶歇 

場次 4：養老金投資運營策略 

16:15 – 17:45 

(90 minutes) 
圓桌論壇 

主持人：黃泓智教授 

討論議題：投資運營業績與策略 

與談人： 

內地代表：李連仁先生 

台灣代表：林弘立先生 

香港代表：陳劍鋒先生 

17:45 – 18:00 閉幕式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理事長 陳建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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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兩岸四地養老保險研討會──改革趨勢與創新機制」 
代表團名單 

 

主辦：中國社會保險學會、香港退休計劃協會、台灣退休基金協會、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澳門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出席名單 

內地代表團： 

1. 孟昭喜 中國社會保險學會副會長 

2. 武  力 中國社會保險學會理事、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基金監督司處長 

3. 席  恒 中國社會保險學會常務理事、西北大學教授 

4. 周  明 西北大學教授 

5. 周遠航 中國社會保險學會企業年金分會秘書長 

6. 查鴻寧 中國社會保險學會企業年金分會 

7. 趙  宏 中國社會保險學會副秘書長 

8. 胡  硯 銀硃(北京)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執行董事  

9. 李連仁 平安養老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年金總監 

10. 張麗紅 平安養老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外聯經理 

 

台灣代表團 

1. 李瑞珠 台灣退休基金協會理事長、中華社會保險學會常務理事 

2. 蔡衷淳 台灣退休基金協會會員 

3. 黃泓智 台灣退休基金協會副理事長、國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教授 

4 王儷玲 台灣退休基金協會常務理事、國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特聘教授 

5. 楊曉文 台灣退休基金協會會員、國立中央大學財務金融系教授 

6 劉吉人 台灣退休基金協會副理事長 

7. 黃書明 台灣退休基金協會監事召集人 

8. 林弘立 台灣退休基金協會常務理事 

9. 佘曉光 台灣退休基金協會秘書長 

10. 李秋莞 台灣退休基金協會秘書 

 

香港代表團 

1. 劉嘉時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研討會召集人及行政委員會成員、 

BCT 銀聯集團董事總經理及行政總裁 

2. 何珮玲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政策及項目統籌處處長 

3 冼懿敏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行政委員會會長、 

韜睿惠悅投資顧問香港有限公司風險與金融業諮詢業務總經理，大中華區 

4. 陳林詩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行政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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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管理有限公司集團人力資源部─人力資源服務總經理 

5. 王靜雯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行政委員會成員、 

花旗集團亞太區退休基金服務處董事總經理 

6. 陳偉森 研討會研究小組、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教授 

7. 李子恩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大中華委員會委員、研討會研究小組、 

韜睿惠悅投資顧問香港有限公司台灣投資顧問總經理暨首席顧問 

8. 肖文慧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大中華委員會委員、研討會研究小組、Baillie Gifford Asia 

(Hong Kong) Limited 市場研究顧問 

9. 袁時奮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大中華委員會委員、信安國際(亞洲)有限公司區域副總裁

10 黃健偉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政策研究及倡議業務總監 

11. 梁潔英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秘書處幹事 

香港特邀演講者 

1. 蔡海偉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行政總裁 

2. 黃廣明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行政委員會成員、醫院管理局公積金計劃執行總監 

3. 陳劍鋒 加拿大養老基金投資公司亞太區事業發展總經理 

 

澳門代表團 

1. 劉伯龍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榮譽顧問、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政府與行政學系訪問教

授 

2. 蕭揚輝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榮譽顧問、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政府與行政學系副教授 

3. 陳建新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理事長、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政府與行政學系助理教授 

4. 梁啟賢 澳門理工學院社工系講師 

5. 艾林芝 澳門大學法學院高級講師 

6. 陳慧丹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理事、澳門理工學院一國兩制研究中心講師 

7. 施遠鴻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理事 

8. 區耀榮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理事、澳門大學政府與行政學系同學會理事長 

9. 伍芷蕾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監事 

10. 關淑詩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研究員 

澳門特邀演講者 

1. 申曙光 中山大學嶺南學院、政治與公共事務管理學院雙聘教授、 

中山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2. 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行政學系講座榮休教授 

3. 張 鄒 北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管理學院系主任 

4. 李曉燕 廣東財經大學公共管理學院勞動與社會保障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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