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日程

活动日程为草案，所列嘉宾均为拟邀请，主办方保留调整话题及发言嘉宾的权利而不另行通知

9月6日 上午

0830-0900 注册签到

0900-0910 开幕致辞

韩家平，所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研究所

主任，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

0910-0930 政策观察：资管新规下 ABS市场未来的机会和挑战

 资产新规的限制

 ABS业务连续 3年的翻倍增长是否会持续

 对券商及资管的影响

 打破刚兑是否隐现违约潮

毛剑辉，董事总经理，首席结构金融师，国泰君安证券

0930-1015 去杠杆的大趋势下，ABS业务助力企业融资，回归实体经济

 从银行贷款转向 ABS融资

 提高资产周转率

 产融结合实现资产端快速更迭

讨论嘉宾：

黄长清，资产证券化总部总经理，天风证券

刘天启，信托业务部总经理，华能贵诚信托

奕晋，资金部副总经理，平安租赁

1015-1045 茶歇交流

1045-1115 主题发言

刘焕礼，资产支持证券部总经理，广发资产管理

1115-1200 投资者视角：机构投资人如何选择固收类产品和 ABS产品

 私募基金投资 ABS产品

 夹层基金投资 ABS产品

 多样化投资人及二级市场建设

 Pre-ABS基金现状

主持人：

曾韵文，总经理，INTEX中国分公司

讨论嘉宾：

苏天鹏，直接投资事业部总经理，平安资管

赵鹰，主任，太平洋人寿保险资产管理中心

熊诗萍，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助理，百年保险资产管理

李高嵩，资产管理业务副总裁，中信证券



活动日程

活动日程为草案，所列嘉宾均为拟邀请，主办方保留调整话题及发言嘉宾的权利而不另行通知

9月6日 下午

1400-1430 ABS 信用风险管理及流动性管理

 ABS 市场高速增长

 ABS 产品出现零星违约

 项目跟踪分析及信披

交银国际信托

1430-1515 租赁行业视角：租赁行业资产证券化从量变到质变

 金融租赁公司发展迅速

 外资融资公司大行其道

 大有可为的二手车市场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

 管理发行总规模持续走高

主持人：

刘焕礼，资产支持证券部总经理，广发资产管理

讨论嘉宾：

周涛，副总经理，华润租赁

王雅炯，市场部总经理兼资金部副总经理，国药租赁

1515-1545 茶歇交流

1530-1615 不良资产快速处置的市场需求及风险控制

欧阳捷，高级副总裁，新城控股

1615-1700 银行类不良资产证券化创新之路

 不良贷款创新处置

 信用卡基础资产证券化

 对公不良资产处置创新

讨论嘉宾：

李晓冰，投行部董事，资产证券化业务团队负责人，招商证券

刘兆莹，投资银行部资产证券化部副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

1730-1830 鸡尾酒会

1830-2030 颁奖晚宴



活动日程为草案，所列嘉宾均为拟邀请，主办方保留调整话题及发言嘉宾的权利而不另行通知

活动日程

9月6日 下午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论坛

主办方：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

财视中国

1400-1425 开幕致辞

新形势下商业保理行业发展展望

韩家平，所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研究所

主任，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

1425-1450 商业保理行业主要融资渠道比较

曾宪法，副总裁，天逸财金集团

1450-1515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现状与趋势

吴晓松，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平安证券

1515-1530 茶歇交流

1530-1555 “尚隽—平安大华汇通储架 abs”案例分析

李颀，执行总经理，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

1555-1620 “保理公司地产供应链实践操作”案例分析

鲁梦蓝，助理总经理，尚隽商业保理

1620-1700 圆桌论坛

主持人：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业保理专业委员

1730-1830 鸡尾酒会

1830-2030 颁奖晚宴



活动日程为草案，所列嘉宾均为拟邀请，主办方保留调整话题及发言嘉宾的权利而不另行通知

活动日程

9月7日 上午

0830-0900 注册签到

0910-0930 资本市场进一步放开对 ABS市场的影响

 资本市场大国到强国

 外资机构投资人是否会投资 ABS 产品

 对券商及资管的影响

赵海，秘书长，上海银行同业公会

0930-1015 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

 从银行贷款转向 ABS融资

 提高资产周转率

 产融结合实现资产端快速更迭

主持人：

待定

讨论嘉宾：

中金公司

捷信消费金融

1015-1045 茶歇交流

1045-1115 汽车金融 ABS及其未来发展

 结构化的优势

 基础资产增信条件

 二手车市场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

 管理发行总规模持续走高

褚华骏，CRO、CSO、CTO，第 1 车贷

1115-1200 Pre-ABS 案例分享

 Pre-ABS设立与管理

 夹层投资

 Pre-ABS的积极作用

1200-1400 豪华午宴



活动日程
9月7日下午

活动日程为草案，所列嘉宾均为拟邀请，主办方保留调整话题及发言嘉宾的权利而不另行通知

1400-1430 地产结构性金融与投资

 融资难度增加

 房企供应链融资井喷

 交易结构与增信

徐雷，结构金融投资部董事总经理，复星地产

1430-1515 传统基金参与共建未来 REITs之路

 新型城镇化运营

 特色园区、小镇蓬勃发展

 产业地产 PPP模式到证券化之路

主持人：

孙尧尧，ABS 团队高级主管，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讨论嘉宾：

李耀光，董事总经理，渤海汇金资管

袁凌，董事总经理，乾立基金

刘坚，董事总经理，优钺资产

乔良，投资业务总经理，东方瑞隆资产管理

1515-1545 茶歇交流

1545-1615   地产基金案例分享

 地产基金的结构与作用

 地产基金与ABS、REITs的联系与作用

 地产投融资分享

17615-1700 融资与盘活存量并举

 CMBN
 存量时代新思路 - 长租公寓

 长租公寓证券化之路

 公租房投融资

主持人：

舒雷，资产证券化部总经理，平安信托

讨论嘉宾：

曹阿雪，总行投资银行部，证券化一处负责人

李青，合伙人，星库空间

洪浩，中泰证券

分会场 A：房产类资产证券化 （RMBS，CMBS，REITs...）



活动日程
9月7日下午

活动日程为草案，所列嘉宾均为拟邀请，主办方保留调整话题及发言嘉宾的权利而不另行通知

1400-1430 “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创新与探索

 基建一带一路

 跨境资产支持证券化助推一带一路

 绿色债发行与未来之路

发言嘉宾待定

1430-1515 绿色金融-可持续性发展，低碳排放新金融

 可持续发展资产证券化产品

 碳排放交易与低碳金融

 绿色金融产品结构化

 国际经验分享

主持人：

孟萌，总裁，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讨论嘉宾：

李瑾，研发总监，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1515-1545 茶歇交流

1545-1615 绿色债支持绿色建筑

 ABS云是什么？

 区块链技术支持资产证券化发展新方向

 资产证券化大数据

发言嘉宾待定

1615-1700 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资产证券化

 政策鼓励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

 基础资产企业筛选与跟踪

 可再生能源资产证券化后期监控与社会责任

讨论嘉宾：

彭澎，秘书长，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

孟萌，负责人，中国新能源资产投融资与交易平台

项目方对接会将于会议同期进行

分会场 B：绿色资产证券化探索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