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名单
区妙馨
(Alice AU)

史宾沙公司合伙人

德里克·柏林
(Derek BERLIN)

摩根大通国际政府关系副总裁

卞晓春
(BIAN Xiaochun)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曹银华
(CAO Yinhua)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陈汉森
(Samuel CHAN)

彭博有限合伙企业中国区政府与银行业务部总监

陈书智
(Steven CHAN)

道富亚太区副总裁兼监管、产业与政府事务主管

朱蜀龄
(Iris CHAN)

天使论坛(TAF)合伙人

赵宏绚

美迈斯律师事务所资深顾问

(Howard CHAO)
蔡瑞怡
(Rebecca CHUA)
陈方方（音译）
(Fangfang CHEN)

道富亚洲有限公司战略高级副总裁

陈亮
(CHEN Liang)

洪堡资本合伙人、对冲基金管理人

陈星德
(Sam CHEN)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有安
(CHEN Youan)

银河证券董事长

程雁
(Amy CHENG)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萧大卫
(David DONALD)

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教授

丁一凡
(DING Yifan)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董颖

史带投资顾问（亚洲）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

(Dorothy DONG)

范建军
(FAN Jianjun)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研究员、处长

樊敏非
(FAN Minfei)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研究部总经理

方晋
(FANG Jin)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菲比安娜·菲德利
(Fabiana FEDELI)

荷宝投资管理集团投资组合经理

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奥 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Alicia Garcia HERRERO)
高梓洛
(GAO Ziluo)

渤海信托业务总监

葛俊
(GE Jun)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助理

葛小波
(GE Xiaobo)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葛音
(GE Yin)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顾问

李世民
(Simon GLEAVE)

毕马威亚太区金融服务主管

比尔·格瑞姆斯
(Bill GRIMES)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

约瑟路易斯·格雷罗
(Jose-Luis GUERRERO)

汇丰银行全球市场联席主管

郭峰铖
(GUO Fengcheng)

上海中导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

郭涛

高盛（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Jerry GUO)
郭圆涛
(Jessie GUO)

香港富瑞集团董事总经理

威廉姆·海伊
(William HAY)

霸菱私募股权投资亚洲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何海峰
(Fred HE)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何霞
(Helen HE)

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大中华区公共事务总监

迈克尔·希尔森
(Michael HIRSON)

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

何嘉仪
(Candy HO)

汇丰银行董事总经理兼人民币业务发展全球主管

何吴筱英
(Doreen Woo HO)

美国合众银行独立董事

黄仪全
(Ee Chuan NG)

彭博有限合伙企业中国区总经理

黄福庄（音译）
(Louis Hock Chong NG)

毕马威合伙人

焦津洪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局长

(JIAO Jinhong)
金荦
(JIN Luo)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巡视员

金乃雯
(Ellen JIN)

毕马威合伙人

唐经纳
(Don KANAK)

保诚集团（亚洲）董事长

布莱恩·凯利
(Brain KELLY)

亚洲世纪探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弗兰克·凯利
(Frank KELLY)

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

孔志峰
(KONG Zhifeng)

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葛艺豪
(Arthur KROEBER)

龙洲经讯研究主管

唐纳德·莱西
(Donald LACEY)

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尼古拉斯·拉迪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LARDY)
伊丹·李
(Edan LEE)

泰山投资控股亚洲有限公司常务董事

朱利安·勒诺贝尔
(Julien LENOBLE)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资深董事总经理

李婷
(LI Ting)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资深董事总经理、亚洲区
（日本除外）总经理

李彤
(LI Tong)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李西尧
(LI Xiyao)

深圳金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运建
(Larry LEE)

大鹏盈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梁定邦
(Anthony NEOH)

香港大律师、中国证监会国际委员会委员

林暾
(LIN Tun)

弘毅投资首席经济学家、战略研究与业务发展部总经理

刘海波
(LIU Haibo)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助理

刘向民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副司长

(LIU Xiangmin)
鲁桧洁
(LU Huijie)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副秘书长

卢迈
(LU Mai)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保罗·马
(Paul MA)

毕马威合伙人

马思仲（音译）
(Sizhong MA)

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全球副主席

伊冯·马
(Yvonne MA)
马培俊
(Patrick MARTINO)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高级经济官员

法里德·穆斯利赫
(Farid MOSLEHI)

骑士资本集团(KCG)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杰克·墨菲
(Jack MURPHY)

鹏睿(Promontory)金融集团董事总经理

弗兰克·纽曼

全球战略合作伙伴有限公司泛亚洲区副董事长；鹏睿

(Frank NEWMAN)

(Promontory)金融集团中国区董事长

欧乐鹰
(Tom ORLIK)

彭博有限合伙企业经济学家

裴奕根
(Yigen PEI)

花旗中国交易服务部门董事总经理

彭德智
(David PENG)

美国史带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豪·S·斯高特
(Hal S. SCOTT)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金融体系中心主任

桑晓霓
(Henny SENDER)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国际金融记者

丹尼尔·森杰
(Daniel SENGER)

威尔顿合伙企业合伙人

邵丽萍
(Amee SHAO)

廊坊银行常务副行长

沈建光
(SHEN Jianguang)

瑞穗证券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詹姆斯·希普顿
(James SHIPTON)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执行董事

凯瑟琳·西蒙斯

花旗集团亚太政府事务总监

(Catherine SIMMONS)
艾伦·史密斯
(Allan SMITH)

美国再保险集团(RGA)副总裁兼助理总法律顾问

苏博文
(Tony SORRENTI)

渣打银行亚洲区公共事务主管

孙瑶
(Anita SUEN)

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孙裕洋
(SUN Yuyang)

泰金金融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宁
(TANG Ning)

宜信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迈克尔·泰勒
(Michael TAYLOR)

穆迪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兼首席信贷官

滕泰
(TENG Tai)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尼古拉斯·托吉安
(Nicholas TOPJIAN)

香港艾略特咨询有限公司研究部主任

玛莎·范德伯格
(Marsha VANDE BERG)
詹姆斯·沃尔什
(James WALSH)

沃尔什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汪建熙
(Jesse WAN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部审计委员会主席

汪阳
(Joanna WANG)

全球战略合作伙伴有限公司亚洲董事总经理

王刚
(WANG Gang)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克明
(WANG Keming)

嘉实基金房地产投资总监

王宁
(WANG Ning)

宜信公司总经理助理

王耀（音译）
(WANG Yao)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研究分析师

王英华
(WANG Yinghua)

美国科恩集团首席代表

魏钢
(Gary WEI)

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

欧力飞

城堡(Citadel)投资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Oliver WEISBERG)
克里斯·威尔斯
(Chris WELLS)

斌瀚(Bingham McCutchen Murase)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翁涌
(WENG Yong)

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宗发（音译）
(Chong - Fatt WONG)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高级顾问

马克·吴
(Mark WU)

哈佛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薛海峰（音译）
(Haifeng XUE)

穆迪政府与公共事务副总裁

严骏
(YAN Jun)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 DBA 中心主任

姚芳
(Franny YAO)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中国重点客户/政府关系主管合伙人

叶俞（音译）
(YE Yu)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主管

叶宗鼞

上海中导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YE Zongtang)
杰弗里·杨
(Jeffrey Young)

伍德本资本公司研究部主管

俞乔
(YU Qiao)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于涛（音译）
(YU Tao)

香港埃利奥特咨询公司研究员

詹颖
(ZHAN Ying)

戴维-黑尔全球经济咨询机构(DHGE)营销与客户服务总监

詹余引
(ZHAN Yuyin)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

张承惠
(ZHANG Chenghui)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张汉平
(ZHANG Hanping)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宏久
(ZHANG Hongjiu)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立钧
(James CHANG)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

尤金·张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清算方案执行董事兼中国业务主管

(Eugene CHEUNG)
张娜
(CHEUNG Na)

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张萍
(Katherine ZHANG)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张晓健
(ZHANG Xiaojian)

汉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晓青
(ZHANG Xiaoqing)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奕敏
(CHEUNG Yik Man)

香港金融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张育军
(ZHANG Yujun)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

赵晋平
(ZHAO Jinping)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周宓
(ZHOU Mi)

城堡(Citadel)投资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合伙人

朱闪

都汇资本总裁

(ZHU S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