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D
2018中国峰会
面向未来，发展人才

中国 · 北京

10 月 25 日 - 10 月 26 日

ATD 2018中国峰会：

面向未来，发展人才
未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我们走来。新的科学技术、全球化市场以及劳动力群体的变化使我
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向未来，你的员工准备好了吗？你的组织准备好了吗？

研究表明，一项技能的生命力仅有 5 年。作为培训与人才发展人员，你的职责从未如此重要。
你不仅仅需要有效地满足组织和员工今天的发展需要，还要面向未来为明天做好准备。唯有如此，
你才能真正成为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

参加 ATD 2018 年中国峰会，您将了解到以下热点话题：

· 未来的工作将呈现何种状态，如何准备和迎接技术革命；

·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适应性学习和其他新学习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
· 如何从脑神经学的角度面对并引领变革；
· 通过发展提升员工凝聚力；

· 创建成功的业务导向的学习型组织。

ATD 2018 中国峰会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高质量人才发展国际论坛。运用 ATD 全球的丰富经验和

资源，我们甄选国际学习领袖和大咖，将最新国际视野带到中国；邀请国内外优秀企业学习高管，
分享卓越的实践和案例；精心设计大会环节，强调互动和知识转化，为与会者打造高质量的学
习体验。

10 月相约北京，让我们共同探讨未来，发展人才。

SPEAKERS
主题演讲嘉宾

Tony Bingham
ATD（人才发展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Tony Bingham 先生现任 ATD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他带领团队通过系统、可衡量
的人力资本、运营和技术解决方案缔造了不凡的商业成就。他专注于帮助 ATD 的
成员和学习中的专业人士领导他们组织内人才的发展，建立自己的业务技能，理
解社交媒体对非正式学习的影响，消除技术差距，并展示学习对经营成果的影响。
Tony 2001 年加入 ATD/ASTD，担任首席运营官 / 首席信息官。2004 年 2 月成为
ATD/ASTD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2009 年，在 Tony 的率领下，ATD/ASTD 的业务
范 围 持 续 扩 张，并 陆 续 收 购 了 Bureaucrat 公 司 及 其 旗 下 季 刊《The Public
Manager》，以及 UPSA.。在加入 ATD/ASTD 之前，Tony 曾在 Britannica.com 担
任技术及运营部门高级副总裁。

王磊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

王磊先生现任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先生于 2013
年 3 月加入阿斯利康中国，担任消化、呼吸和麻醉业务部副总裁，并于 2014 年升
任阿斯利康中国总裁。在王磊先生的领导下，中国一举成为阿斯利康全球的第二大
市场。阿斯利康中国也发展成为中国处方药市场第二大跨国制药企业和在华增速最
快的跨国制药企业。2017 年 1 月，王磊先生升任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负责
亚太区（中国、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战略及业务发展。
作为一位从本土成长起来的领导，王磊先生成长、求学、奋斗于上海，始终致力于
为阿斯利康在中国的长远发展以及中国医药行业的进步献策献力。

高岚
联想集团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

2009 年加入联想，曾任人力资源副总裁，领导过新兴市场集团、亚太拉美及中国
地区、全球人才与组织能力发展、全球人力资源战略及运营、以及数据中心业务集团。
高岚曾为支持的业务集团构建清晰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制定符合业务发展需求的
人才和领导力发展计划，领导组织架构的设计及重组等重要项目，为联想打造了全
球化的领导力学习发展平台。2016 年起，全面领导联想集团全球人力资源工作。
加入联想之前，曾任瑞士诺华中国总部人力资源总监、英国石油亚太区天然气事业
部人力资源副总裁、法国汤姆逊亚太区人力资源副总裁。

SPEAKERS
主题演讲嘉宾

Guillermo Miranda
IBM首席学习官

吉列尔莫米兰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在全球性和多文化环境中工作经验丰
富，专注于组织发展，数字化转型和人员绩效加速。他目前是 IBM 的首席学习官，
负责重塑全球企业中的端到端教育，职业和技能实施和平台。在担任此职位之前，
他是新成立的 IBM 数字业务部门的首任人事和人才总监（CHRO），推动组织文化
和整体参与，以及客户关系管理流程的改造，他所负责的领域包括数字销售，认知
平台和打造数字化的 IBM 营销团队。

Tamar Elkeles
Atlantic Bridge Capital 首席人才官
Tamar是全球知名的专注于科技投资的基金公司Atlantic Bridge Capital的首席人才
官。在担任此职位之前，Tamar曾担任硅谷科技初创公司的首席人事官，在去硅谷
之前她曾担任高通首席学习官。作为首席人力官，她领导全球所有人力资源部门，
包括人才招聘、人才发展、薪酬福利、人力资源系统和全球人力资源运营。在长期
担任首席学习官职位期间，她帮助高通公司成长为全球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在那里
，她领导高通公司员工队伍的发展，将全球员工人数从700人扩大到31,000人。她
的领导范围包括高通全球员工的人才战略、全球学习、行政/领导力发展、技术开
发、员工沟通、组织发展、人才管理、文化与参与、学习技术和移动学习。

Britt Andreatta
7th Mind Inc. CEO
Britt Andreatta 是全球著名的学习和领导力的思想领袖，她专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
发挥人员和组织的潜力。她发表了多篇关于学习和领导能力的书籍，赢得了多项国
际奖项，其中包括四本书，以及三个获得专利的模型。她开发的十个在线课程在全
球观看次数超过 800 万次。她每年在 ATD 国际会议会展的演讲都是最受欢迎的场
次 之 一。她 拥 有 25 年 的 企 业 咨 询 经 验，客 户 包 括 了 世 界 知 名 公 司 Comcast，
Microsoft，LinkedIn，Franklin Covey，AlterEco Foods 以及大学和非营利组织。

AGENDA 论坛日程

DAY 1

10.25

08:00-09:00

签到

09:00-09:30

开场演讲
演讲嘉宾：王威，ATD（人才发展协会）全球高级总监

09:30-10:30

主题演讲：通过人才发展，塑造工作的未来
演讲嘉宾：Tony Bingham，ATD（人才发展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演讲介绍：科技进步的不懈步伐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的未来。从自动化到人工智能，大数据到基因组学，许多工
作角色已经或将会消失，而以前无法想象的新的职位角色将出现。员工学习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重要和复杂。人才发展
职能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帮助组织准备工作的未来，并确保员工具备帮助组织创新和成长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在该演讲中，
我们将深入研究影响未来工作的变化，
围绕这些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才发展行业如何应对变化和不确定性，
以创建和塑造学习型文化，使组织能够适应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取得成功。

10:30-11:00

茶歇交流

11:00-11:40

主题演讲：国际化企业对人才发展的要求
演讲嘉宾：王磊，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
演讲介绍：分享迅速发展的国际化全球企业中对人才发展的需求，CEO 最关注的人才发展
的核心问题以及对企业大学的期望与要求。

11:40-12:15

CEO 对话
分享嘉宾：Tony Bingham，ATD（人才发展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王磊，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

12:15-14:00

午餐

14:00-15:00

主题演讲：打造卓越的学习型组织
演讲嘉宾：Tamar Elkeles，Atlantic Bridge Capital首席人才官
演讲介绍：在该演讲中，Tamar 将分享有关如何创建一个屡获殊荣的学习型组织的具体战略，实践和见解。她将提供独
特的方法来构建您的学习型组织，与业务战略保持一致，并获得高层领导的信任。您将学习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
中实施学习和开发的最佳实践。

15:00-15:30

茶歇交流

15:30-16:30

圆桌论坛：新学习时代下的人才发展
聚集优秀企业的学习高管，畅谈新技术的变化为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学习与发展部门如何满足未来人才发展需求，
成为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

16:30-17:30

世界咖啡论坛：Learning World Café
这是一个高度互动的环节，学习领域的专家们将带动全体参会者进行互动，共同探讨当下学习与发展热点
话题，并通过共创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讨论的话题包括：通过发展提升员工凝聚力，创建成功的业务导
向型学习组织、微学习在企业中运用、储备国际化人才等。

17:30-18:00

AT人才发展师（APTD）资格认证说明会

AGENDA 论坛日程
08:00-09:00

DAY 2

10.26

签到
分会场1：学习技术革新
主持人：唐秋勇，HRoot总经理

09:00-10:00

主题分享：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人才发展模式
分享嘉宾：廖肇弘, 资讯工业策进会 (III) 数位教育研究所创新学习中心主任
主题介绍：科技的快速发展正快速地颠覆及改变我们的世界。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金融科技....
等各种创新科技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如何拥抱创新科技并为培育新一代人才，将成为组织发
展最关键的课题。廖博士将分享本次荣获 ATD 2018 人才发展创新大奖的得奖经验，以及在数字时代以创新模式培
育未来人才的创新模式与成功经验。

10:00-10:30

茶歇交流

10:30-11:30

主题分享：暂无
分享嘉宾：暂无
主题介绍：暂无

11:30-12:30

圆桌论坛：如何让新学习技术（AI、AR、VR等）在学习中落地
参与嘉宾：李东朔 优幕科技董事长兼总裁
（更多嘉宾确认中）

分会场2：员工凝聚力
主持人：吴燕 ，科勒亚太企业服务部人力资源与人才发展副总监

09:00-10:00

主题分享：为何在数字化新世界，我们需要不一样的领导者？ -- 从 2018 全球领导力展望调研 破解人才战略迷思
分享嘉宾：叶庭君，DDI 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首席顾问
主题介绍 ：2018 年《全球领导力展望》是 DDI 自 1999 年开始该项研究以来的第八份报告，这也是全球影响力最大、
涉及最广的领导力调研。
我们用数据揭示是时候重新思考领导者画像，释放组织潜能。面对企业转型缺乏领导力战略，HR 需力争决策席位。

10:00-10:30

茶歇交流

10:30-11:30

小组讨论：通过发展提升凝聚力
参与嘉宾：刘凤瑜，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服务总监（更多嘉宾确认中）

11:30-12:30

圆桌论坛：ATD卓越实践奖获奖企业分享
参与嘉宾：杨英，中国电信政企客户事业部培训经理
刘明，腾讯学院资深培训经理
国家电网（确认中）
ATD 卓越实践奖是全球公认的权威行业奖项，表彰通过实施全面的人才发展举措与解决方
案所取得成就的企业。我们将邀请获奖的中国企业分享他们的优秀案例及成功申奖经验。
中国电信，2017 ATD卓越实践奖获得者
在过去五年中，该项目覆盖了 13,000 名学员，签署了 18,000 份订单，
并将 2014 年至 2017 年 8 月的新业
务收入增加了 2.255 亿美元。员工满意度也有所提高。因此，中国电信能够实现更大的目标，即改变销售人
员的思维方式，给销售人员植入“客户视角”的理念。
腾讯，2017 ATD卓越实践奖获得者
随着业务的高速发展，腾讯大量年轻的业务精英走向管理岗位。他们专业能力突出，但在绩效管理、下属辅
导和综合管理等方面，还需要赋能和提升。管理启明星项目，采用混合式学习的方式，充分利用了碎片化的
时间，快速提升了学员的管理能力，以及对关键管理场景的应对能力。该项目运行后，新任组长在绩效考核
方面已经达到到 0 投诉，下属辅导的满意度从 2013 年的 70 分提高到 2017 年的 74 分。

AGENDA 论坛日程

DAY 2

10.26

分会场3：学习型组织建设
主持人：冯晓晋 泰禾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09:00-10:00

主题分享：运用ATD胜任力模型TM提升团队胜任力
分享嘉宾：王红艳，上汽大众学习发展高级总监
王威， ATD（人才发展协会）全球高级总监
主题介绍：ATD胜任力模型TM是人才发展领域最具权威性的胜任力模型之一。在经过40年的跟踪研究，结
合了众多专家以及2,000多名业内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本演讲探讨人才发展行业取得
成功所需的胜任力，以及如何运用该模型，找出人才发展技能的差距，并寻求发展道路。

10:00-10:30

茶歇交流

10:30-11:30

小组讨论：业务导向性的学习型组织建设
参与嘉宾：孙中元，海尔大学执行校长
郭广文，卓越体验总经理
嘉宾待定，天合光能

11:30-12:30

小组讨论：国际化人才培养
参与嘉宾：涂益华 阿斯利康大学校长、执行总监（主持人）
李学政 京东方高级副总裁，京东方大学副校长（更多嘉宾确认中）

12:30-14:00

午餐

14:00-15:20

主题演讲：有线抵制：变革的神经科学
演讲嘉宾：Britt Andreatta，7th Mind Inc. CEO
主题介绍：在该演讲中，您将了解关于大脑的最新发现，以及如何利用人类生物学来减少变化疲
劳并减少对变化的抵制。 该演讲将提供最大化脑容量来进行学习以及接受变化的关键原则。 您会
学习到新的战略，通过改变带来繁荣，并帮助别人实现同样的目标。 在该演讲中，您将：
• 了解所有变化如何激活大脑中的生存和失败中心。
• 了解如何使用新的变更任务模型来评估和预测不同类型变更的影响。
• 确定有意增加员工和组织复原力的方法。

15:20-15:30

茶歇交流

15:30-16:30

主题演讲：未来的技能：人工智能驱动学习 @ IBM
演讲嘉宾：Guillermo Miranda，CLO, IBM
演讲介绍：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技术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生活，工作和相互关联的
方式。转型的范围和复杂性要求学习和教育部门的主要参与者提供综合全面的响应。数十亿用移
动设备连接的人们拥有前所未有的处理能力，存储容量和获取知识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而这些可
能性将乘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新兴技术突破。本演讲将详细讨论
IBM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并加速全球数千名 IBM 员工的技能和职业生涯。

16:30-17:00

结束

INFORMATION
会议信息

TIME

会议时间

2018年10月25-26日

ADDRESS

会议地点

北京金隅喜来登大酒店（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

sCALE
500人

会议规模

ATTENDEE

PROFILE

参会人群

人力资源总监 • 首席学习官 • 学习总监及经理等

SIGN

UP 参会报名

4500元/人（五人以及五人以上群体享受优惠价格）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010-64686553 Greta / 010-64686550 Rita

rita@hroot.cn

ORGANIZER
主办方

ATD（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是世界著名的专注于学习和

人才发展的专业协会。会员来自 120 多个国家，任职于各种规模的机构和行业中。

ATD 成立于 1943 年，作业行业的领先组织，ATD 追踪行业发展趋势，组织各种会议活动，为专

业人才提供培训和认证，制定行业标准，表彰最佳实践，代表行业声音，影响政策和媒体。ATD
为众多世界 500 强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专业团体提供服务。

自从 2014 年在中国上海设立第一家办公室以来，ATD 与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为中国的学习和
人才发展专业人士提供世界一流的内容和服务，包括 ATD 中国峰会、培训课程与认证以及各种线
上线下活动，与中国企业展开更多深入的合作。

ORGANIZATIONAL UNITS
组织单位

HRoot 成立于 2002 年，作为最早起步的人力资源媒体公司，如今已成长为中

国最大的人力资源媒体公司，业务包括在线媒体、杂志出版、会议、广告以及 IT 支持服务等。同时，
HRoot 为人力资源服务提供商提供多样化的市场营销服务。

现在，HRoot 客户已经超过了 50,000 家，同时在华的《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中，超过 95% 是

HRoot 的客户，此外还拥有超过 1,000 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商学院、协会等广告客户或赞助商，
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 10 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的 9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