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MF第十三届中国保险精英圆桌大
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CMF第十三届中国保险精英圆桌大会将于2016年07月在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由中国保险报、中保网、香港人寿保险从业员协会、香港人寿保险经理协会、中华保险与理财规划人员协会、澳门
保险业中介人协会、澳门保险专业中介人联会、亚太寿险理财大会、《保险之星》杂志社等单位联合组办的第十三
届“中国保险精英圆桌大会”（ChinaMillionsForum简称CMF）定于2016年7月16日—18在有着“江南佳丽地，
金陵帝王州”之美誉的南京隆重召开，在此诚邀您莅临指导！

CMF第十三届中国保险精英圆桌大会

CMF坚持精英化、人文化、品质化、国际化办会宗旨，每年于七月在全国择地举办。已先后在北京、南京、深圳、
青岛、昆明、苏州、厦门、郑州、武汉、成都、福州成功举办了十二届，经过多年潜心经营，会议规模达到8000
人，现已成为两岸四地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行业精英年度盛会。

本届大会以“整合营销新趋势”为主题，力邀业内明星讲师、行销总监、杰出新秀、社会知名企业家、教育专
家、经济学家等展开精彩对话，探索网络时代的保险事业发展大计。届时，让我们相约南京，相约第十三届CMF大
会，共享高品质、高规格、大规模的智慧盛宴！

为做好大会参会的组织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请贵公司协助配合，共同推进相关工作。

一、对大会并加以积极宣导，支持和鼓励本公司优秀团队和营销人员参与大会。

二、协助收集达到“中国保险之星”会员标准人员的信息，以便更多从业者能够及时得到大会的荣誉和表彰。

三、本组委会已为贵公司准备了海报、精美宣传册和大会PPT，如有需要，可向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索取。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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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CMF第十三届中国保险精英圆桌大会会议名称：CMF第十三届中国保险精英圆桌大会

会议时间：2016年7月16日——18日会议时间：2016年7月16日——18日

会议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大会主题：大会主题：整合营销新趋势

大会宗旨：大会宗旨：以专业为依托、以品质为先导、以创新为追求、以服务为根本、以实效为归依，全力推动中国保险又好
又快的发展。

大会目的：大会目的：进一步在“精英化、人文化、品质化、国际化”的办会方针指引下，始终以推动中国保险营销科学、专
业、和谐发展为己任，大力弘扬诚信保险精神，通过打造高品质、高规格的双向交流平台，传播和强化国内国际营
销先进理念，提升国内保险营销人员专业素质，服务保险客户，服务保险经济，服务保险事业。

大会内容大会内容

(一)2015中国十大保险明星颁奖典礼(一)2015中国十大保险明星颁奖典礼

中国保险人的年度盛典，中国保险精英的全景检阅，保险业最具权威性的人物评选活动。荟萃业界顶尖高手，聚焦
媒体目光。

（二）顶级论坛（二）顶级论坛

力邀国际国内名人、名师、企业家代表，以及港、澳、台顶尖营销专家组成大会强势讲师阵容，共同打造保险营销
技能、技术、技艺三位一体的思想盛宴，全力帮助与会者激发潜能、超越自我。

（三）冠军对话（三）冠军对话

邀请长期活跃在保险营销第一线的冠军明星及团队领袖，悉心讲授从业心得和实战技能。

（四）总经理圆桌论坛（四）总经理圆桌论坛

寿险经营的非凡性，需要经理人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具有培养、任用、激励人才及科学决策的能力；需要经理人有
健康的职业心态，能在逆境中奋起，带领公司摆脱困境并保持创新的活力。

本论坛邀请行业一线卓越的经理人们，一起探讨经营管理的前沿观点和潮流导向，共同打造高质高量专属的职业交
流平台。

（五）保险明星之夜颁奖典礼（五）保险明星之夜颁奖典礼

保险明星之夜将围绕快乐、交流、融通的主题展开，用最丰富多彩的活动装点本届大会盛况，使明星颁奖晚会更加
隆重、热烈，让与会者在轻松祥和的气氛中欢聚一堂，广结善缘，增进友谊，开阔眼界，体会保险事业的无限魅
力。

参会对象参会对象

（一）各保险机构（含保险经纪公司、保险代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优秀团队主管。

（二）各保险机构业绩突出、品质卓越的营销人员。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CMF大会主题：整合营销 新趋势（拟定会议议程）CMF大会主题：整合营销 新趋势（拟定会议议程）

（一）开篇： 华丽转型 整合营销（7月16日）（一）开篇： 华丽转型 整合营销（7月16日）

开幕式    地点：主会场开幕式    地点：主会场

08:30 — 09:00  开幕式

09:00 — 09:15  领导致辞

09:15 — 09:30  中国“十大保险明星”颁奖

09:30 — 09:40  2015“中国保险营销冠军排行榜”揭晓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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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 — 09:50  CMF冠军联盟授章仪式

09:50 — 10:00  演讲主题：《新课程﹒新活动﹒新亮点》——丁庆年（CMF大会荣誉主席，课程总规划师）

10:00 — 10:30  名星圆桌会—央视名嘴对话行业明星  ——（央视著名主持人、行业明星及社会知名人士）

10:30 — 11:00  休息

11:00 — 12:00演讲主题：《拥有冠军的思维，收获丰富的人生》——侯斌（残奥会火炬手，蝉联三届残奥会跳高
冠军）

12:00 — 13:30  午餐   休息 

13:30 — 14:30 演讲主题： 《幸福从心开始》—— 黄菡（《非诚勿扰》嘉宾，江苏省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

14:30 — 15:15 演讲主题：《如何从客户服务转型到客户体验》——叶云燕（CMF副主席，平安寿险行销冠军）

15:15 — 15:45  休息

15:45 — 16:30  演讲主题：《如何引爆高端客户市场》——刘朝霞（CMF大会创会主席，中国“保险皇后”）

16:30 — 17:30  演讲主题：《成功可以复制》——唐骏（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终身荣誉总裁”，中国最有价值职
业经理人之一）

 

（二）中篇：群星璀璨 异彩纷呈（7月17日）（二）中篇：群星璀璨 异彩纷呈（7月17日）

（以分会场形式举办分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分会场）

第一分会场：杰出业务营销专场      地点：主会场第一分会场：杰出业务营销专场      地点：主会场

008:30 — 10:00  演讲主题：《整合营销—中高端客户的开发与经营》——陈玉丽（新华人寿行销冠军）

10:00 — 10:30  休息

10:30 — 12:00  演讲主题：《整合营销—中高端客户的开发与经营》——朱旭东（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业务总督
导，中国寿险新生代标志性人物）

12:00 — 13:30  午餐   休息

13:30 — 15:00  演讲主题：《整合营销—如何运用新媒体开发源源不断的客户群》——顾丽华（中国人寿无锡个险
领军人物）

15:00 — 15:30  休息

15:30 — 17:00  演讲主题：《整合营销—如何运用新媒体开发源源不断的客户群》——王妮（90后新生代销售冠
军）

17:00 — 18:30  晚餐  休息

18:30 — 22:00  保险明星之夜暨CMF欢乐营销节     地点：主会场

明星专题：《点石成金—创意行销锦囊》5分钟演讲——

特邀嘉宾：李江红、刘朝霞、卢小美、蹇宏、叶云燕

 

第二分会场：组织发展领袖专场第二分会场：组织发展领袖专场

08:30 — 10:00  演讲主题：《大数据时代下的组织发展新思维》——朱美音（中国平安人寿团队总冠军）

10:00 — 10:30  休息

10:30 — 12:00  冠军对话：《高素质群体的增员与留存》——魏建宏（中国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冠军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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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海涛（中德安联济南SSC总经理，擅长内容：海归留学生、退伍军人、爱心妈妈等高端人群的增员与训练）

12:00 — 13:30  午餐   休息

13:30 — 15:00  演讲主题：《高绩效属员的训练与激励》—— 刘夏（太平人寿杭州个险总监，擅长内容：大学生
团队的建立与训练）

15:00 — 15:30  休息

15:30 — 17:00  演讲主题：《高绩效属员的训练与激励》——宋明华（新华人寿浙江省冠军总监）            

17:00 — 18:30  晚餐  休息

18:30 — 22:00  保险明星之夜暨CMF欢乐营销节     地点：主会场

明星专题：《点石成金—创意行销锦囊》5分钟演讲——

特邀嘉宾：李江红、刘朝霞、卢小美、蹇宏、叶云燕

 

第三分会场：CMF“中国保险之星”会员专场第三分会场：CMF“中国保险之星”会员专场

08:30 — 10:30  演讲主题：《高端客户的广耕、深耕、细耕》——胡柳（平安人寿全国总冠军，CMF华人冠军联
盟慈善基金会主席）

10:30 — 11:00  休息

11:00 — 12:00  演讲主题：《新常态下的财富保卫战》——唐娟娟（中国人寿湖南省行销冠军）

12:00 — 13:30  午餐   休息

13:30 — 15:00  演讲主题：《解析人性与心性，让沟通变得简单》——柳东秀

（韩国咨询学会会长，曾任韩国深层心理研究所所长）

15:00 — 15:30  高端客户的深度经营   三分钟头脑风暴会

15:30 — 17:00  CMF会员“保险明星之夜”颁奖程序说明

17:00 — 18:30  晚餐  休息

18:30 — 22:00  保险明星之夜暨CMF欢乐营销节     地点：主会场

明星专题：《点石成金—创意行销锦囊》5分钟演讲——

特邀嘉宾：李江红、刘朝霞、卢小美、蹇宏、叶云燕

 

第四分会场： 总经理圆桌论坛第四分会场： 总经理圆桌论坛

08:30 — 12:00 论坛主题：《江苏省寿险公司营销模式的探讨》

18:30 — 22:00  保险明星之夜暨CMF欢乐营销节     地点：主会场

明星专题：《点石成金—创意行销锦囊》5分钟演讲——

特邀嘉宾：李江红、刘朝霞、卢小美、蹇宏、叶云燕

 

（三）尾篇：辉宏永继·启程远航 （7月18日）（三）尾篇：辉宏永继·启程远航 （7月18日）

08:30 —10:00   演讲主题：《微时代、微营销、微生活》——琢磨先生（新浪微博红人，知名作家）

10:00 — 10:30  演讲主题：《鑫“悦”客户，激情人生》——王可鑫（平安高级营业部经理）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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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 11:00  休息

11:00 — 12:00  演讲主题：《让客户为之感动的行销法则》——林  萍（太平洋人寿高级业务员，中国“最美保险
人”荣誉称号，感人事迹在行业内外广泛传扬）

12:00 — 13:30  午餐   休息 

13:30 —14:15 演讲主题：《尊荣与价值，三高品质引领未来》——过菊香（太平人寿个人行销及组织发展双冠
军）

14:15 —15:00  演讲主题：《家庭式财富管理新趋势》——罗泳雁（拥有3W 50周纪录，台湾保德信人寿高级总
监，资深财富管理顾问）

15:00 — 15:30  休息

15:30 — 16:30  演讲嘉宾：《禅商智慧与保险营销》——潘子江（中国国学院大学智慧学研究院副院长）

16:30 — 17:00  演讲嘉宾：《明星业务员成功与成才的五个关键》——

丁庆年（CMF大会荣誉主席，CMF课程规划总设计师）

蹇 宏（CMF大会荣誉主席）

17:00 — 17:20  精彩再现，再见南京 —— 闭幕式17:00 — 17:20  精彩再现，再见南京 —— 闭幕式

CMF组委会拥有大会的最终解释权，以上如有变动以现场通知为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CMF历届贵宾（部分）CMF历届贵宾（部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邓鸿勋先生；

全国政协第十届常务委员、中国保监会原主席马永伟先生；

湖北省副省长张通先生；

南京市市长蒋宏坤先生；

苏州市市长阎立先生；

青岛市市长夏耕先生；

深圳市副市长陈应春先生；

苏州市副市长谭颖女士；

成都市常务副市长朱志宏先生；

中国性格色彩研究中心创造人，《超级演说家》导师乐嘉；

国家人事部人才研究所所长王通讯先生；

国学大师，中央党校知名教授刘余莉女士；

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CEO卫哲先生；

央视著名主持人，气象先生宋英杰先生；

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冯军先生；

世界最大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先生；

海尔集团原党委副书记王安喜先生；

中国四大演讲家之一彭清一先生；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先生；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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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希望集团总裁陈斌先生；

如家酒店CEO孙坚先生；

奥运冠军王丽萍女士；

国学应用大师翟鸿燊先生；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费用会议费用

1980元/人（2015年12月31日前）

2380元/人（2016年4月30日前）

2780元/人（2016年6月30日前）

注：以上费用包括会务资料费、大会徽章等；食宿费用自理。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7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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