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币国际化机遇与挑战研讨会 
2015 年 10 月 8 日·美国纽约 

时间：2015 年 10 月 8 日 上午 8 点 – 12 点 

会址：Gramercy West Conference Room      

  New York Hilton Midtown 

 1335 6th Ave, New York, NY 1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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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十分荣幸地宣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主办，中国人民大

学北美校友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全球商业研究中心、英国官方货币与

金融机构论坛协办的“人民币国际化机遇与挑战研讨会”即将在纽约召开！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稳健的步伐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人民币

国际化已经取得了哪些进展？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对人民币国际化将产生哪些

影响？对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 货币篮子有何展望？

中国人民银行 8 月再次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对全球 经济和市场有哪些影响？更

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为世界带来 哪些机遇与挑战？如欲详解，敬请

关注 2015 年 10 月 8 日上午 8 时至 12 时在纽约举行的“人民币国际化机遇与挑

战研讨会”。该研讨会将有国际组织、全球知名金融机构、中美两国高等学府、 

智库与企业界的高管和代表莅临参加。20 多家中美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将全程报

道。 

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将特别发布该所编写的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15》研究报告。该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前中国人

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经济金融专家委员陈雨露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撰写。这

是该所连续第 4 年发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报告。此前曾分别在北京、法兰

克福、伦敦等地发布，本次发布会是该报告首次登陆美国。 
 

 
 

 

主办单位代表、主讲人和讨论嘉宾 （更新中） 
 

贲圣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执行所长 

宋  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研究所副所长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理事兼副所长，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肖玉强： 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区域管理委员会主席 

 纽约分行总经理 

张之骧： 前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前中国驻 IMF 执董 

李山泉： 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 董事总经理 

林  宁： 复星集团 董事总经理、南美洲地区首席代表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  宁：     First Eagle Investment Management 高级副总裁 



 

 

曾颂华： 原 IMF 亚太区副总裁 

傅宏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外财经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关  宁：  QuantScape Asset Management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 

Alejandro Perez：          美国汇丰银行 中国业务区总监 

Anoop Singh：          摩根大通银行 亚太监管战略主管、原 IMF 亚太主管 

William Purpura:          纽约商品交易所理事会主席 

Dominick Salvatore:        联合国、世界银行、IMF 顾问 

            福特汉姆大学经济系主管 

Warren Coats：          前 SDR 部主管；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管 

 

 

其他与会嘉宾（按机构分类和姓名顺序排列／更新中） 

 
毕  军：  中国建设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  

范秋枫： 中国建设银行纽约分行公司业务部副主管 

吕  宇： 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助理首席执行官  

华  挺：  中国交通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 

刘大勇： 中国交通银行纽约分行授信与风险管理部 高级副经理  

焦程跃： 中国招商银行纽约分行行长  

金小绵： 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集团金融投资部金融顾问 

Wenni Wu：  华美银行战略市场部助理副总裁 

赵海荣：    美国汇丰银行工商金融中国部总监 

张晓明： 花旗银行国际付款部副总裁 

初  放：    KC 集团首席执行官 

范希文：  中拉合作基金（筹备）首席风险官 

莫恒勇：  美国国际集团 宏观经济研究部主管 

刘肖宇： 美国银行投资组合管理高级副总裁 

Sandy Lee： 德勤并购部董事总经理 

邵  成： 中信证券国际美国公司 董事 

张兰兰：    中金美国证券首席执行官 

唐  琪： Neuberger Berman, Fixed Income Group高级副总裁/基金经理  

朱巨望：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公共管理与发展司司长 



 

 

张晋源：  永丰金控公司 财务长 

赵添翼：  建银国际美国公司 副总裁 

郑曜仁： 建银国际美国公司 副总裁 

曹辉宁：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金融系主任 

孙宝红： 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首席教授、全球项目副院长 

于广雷：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经商室副领事 

李德顺：  Benimax Investment Group 总裁 

刘  纯：    蓝色光标国际传媒集团全球市场总监 

沈俊杰：    中兴通讯 ZTE美国公司副总经理 

付少远：    National Securities Corporation 金融投资顾问 

王曙光： 远大空调美国公司 总经理  

徐维嘉： 万科（美国）控股公司 董事及法务总监 

邹  炎：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美国）副总裁 

耿正义： 江苏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 

贾新峰： 清河资本董事长 

Angela Ma： 美国捷丰国际副总裁 

Carl Xing： China Express Agency总裁 

左克光： 河南彩虹网络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宁志平： 河南彩虹网络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顾问 

李艳丽： 河南彩虹网络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 

邢  海： 河南彩虹网络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彭  江： Smith Affiliated Capital 首席投资官 

Yinping Wu： Eisneramper LLP 管理顾问 

Robert G.Smith：     Smith Affiliated Capital 主席 

Zach Pandl：       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 

Jonathan Coppola：     高盛集团副总裁 

Shaun Zhou：       高盛集团利率战略分析师 

Jethro Sorra：      高盛集团副总裁 

Daniel Tenengauzer：     加拿大皇家银行 资本市场集团董事总经理  

Henry H. Ngan：          HHN 资本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 

Catherine Feng：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职业与发展中心 副主任  

Morgan Alexander Jones： 原纽约市政府高级官员 



 

 

Brian James：            Hexagon Capital 总监 

Meng-Jen Lin：           Pryor Cashman LLP 助理 

Edward C. Norman：       Pryor Cashman LLP 合伙人 

Eric I. Abraham：        Hill Wallack LLP 合伙人 

Henry T. Chou：          Hill Wallack LLP 合伙人 

Kun Zhao：               Hill Wallack LLP 法律顾问  

 

 

 

 

关于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成立于 1937 年，是一所以人文社会

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该校已经发展成为培养社会人文领域高级

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并且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中心。目前，该校已经形成以本

科教育为基础、研究生教育为重点、继续教育为辅助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办学格

局，形成了“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的学科发展体系。中国人民大学的理论

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统计学、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 9 个学科排名中国第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位居中国高校首位。更多信

息，请参考：http://www.ruc.edu.cn。 

 

关于中国人民大学货币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是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

融学院与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研究所秉承兼容中

西的战略思维与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以建成世界一流的货币金融智库为目标，长

期致力于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中国国际金融战略等货币金融领域

的前沿理论研究，并且在科研资政、推动国内外金融改革实践、培养兼具理论素养

与实践经验的国际化金融人才以及加强国内外深层次学术交流等方面成效卓著。更

多信息，请参考：http://www.imi.org.cn。 

 

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北美校友会 

中国人民大学北美校友会（ RUC North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 缩写 RUC-

NAAA）是一个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正在申请捐款免税的 section 

501(c)3 资格）。作为一个独立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美校友会旨在促进中美两国

教育、文化与商业交流，通过新的网络科技为校友会成员分享信息与资源、拓展社

http://www.ruc.edu.cn/
http://www.imi.org.cn/


 

 

交活动搭建联谊与沟通的平台。更多信息，请参考：http://www.rucnaaa.org。 
 

 
 

 

注册： 

有意参加会议者，请登录会议官方网站 www.rucnaaa.org/rmb 注册；也可以通过发送

邮件到 ruc_naaa@ruc.edu.cn 注册。我们在收到注册信息后，会尽快给予答复确认。 

 

（注： 论坛结束后将有简单午餐招待会并且人大北美校友会将于当天另地举行嘉宾

和与会者参与的联谊活动和晚宴，详情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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