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战略议题大会
健康，科技及更多行业热点：
拥抱客户日新月异的需求
开幕主题演讲
WalteR De BRouWeR
首席执行官
Scanadu
Walter De Brouwer 是 Scanadu 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该公司设在 NASA
Ames 研究中心，使命是将医院的诊断能力放到消费者手中。他们以“星际迷
航”中虚构的三录仪为模型，成功设计出一款设备。Walter 生于比利时，是
一位科技领域的企业家，他在 2011 年遭遇改变生活轨迹的家庭变故之后创办
了 Scanadu。他的目标：开发一套智能手机型的医疗工具，重新定义人们获得
医疗保健的方式。在 Scanadu 之前，De Brouwer 经营过 One Laptop per Child
Europe，还曾创立 Starlab。他的多家公司还经历过两轮首次公开募股，以及
Eunet 和 Qwest Communication（现在改名为 CenturyLink）的兼并。

闭幕主题演讲
FReDRiK hÄRÉn
企业家、演讲人兼作家
Fredrik Härén 是企业创造力方面的作家兼演讲人。迄今为止，他最畅销的书
籍是 The Idea Book，其中融合了提升创造力的各种想法和活动。该书获得了
Seth Godin 的高度赞赏并跻身有史以来最佳的 100 本商务书籍 (The 100 Best
Business Books of All Time) 之列。Fredrik 的第二本书书名为 The Developing
World，该书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爆发式发展的创造力，以及发达国家的人可以
从中学到什么。同一个世界，同一家公司是他的新书，作者在书中仔细研究了
作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公司意味着什么。Fredrik 曾在超过 50 个国家举
办了 1,500 场以上的展示演讲。他曾被选为“瑞典年度演讲人”，另外，他
还是全世界范围内仅有的 30 位经过认证的全球演讲专业人士 (GSP)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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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稀在不久之前，我们的行业要求清晰，而我们的产
品寥寥无几。如今，客户的日常生活正以惊人的速度
发生变化。他们的优先关注领域已经转移，他们的生
活变得比以往更为复杂：健康和福利获得更多关注；
无数日常事项争相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他们可以轻松
在手机上了解各种金融方案的信息。
这对您及贵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您是否正在寻找战
略和技术，以便了解并采用有利可图的方式满足当今
消费者的需求呢？您会在财富和健康领域全面地为个
人提供帮助吗？您会留意行业的干扰因素并成功应对
它们的挑战吗？
会议组委会和 LIMRA 及 LOMA 的行业专业人员能随时
为您提供服务。我们汇集了不同领域的大量演讲人，
帮助您应对现在和未来的挑战。
我们建议您马上注册，并期待您和您的管理团队参加
此次大会。如果您有关于本大会的任何问题，请随时
通过 mschwartz@limra.com 与 Megan Schwartz 女士联
系。谢谢您。

日程一览
6 月 22 日，星期三
下午 5:15 — 业界妇女精英招待酒会
热烈欢迎来自业界顶级公司的、成功的、光彩照人的女
性强人参加业界妇女精英招待酒会！让我们欢聚一堂，
敞开思想，讨论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共同探讨推动行
业变革的力量，奠定成功之路！
下午 6:00 — 欢迎酒会包括鸡尾酒和晚餐

6 月 23 日，星期四
上午 7:30 至 8:30 — 登记
上午 8:30 至 9:15 — 开幕仪式和致辞
上午 9:15 至 10:15 — 开幕主题演讲
上午 10:15 至 10:45 — 茶歇
上午 10:45 至中午 12:15 — 健康和福利小组座谈

谨此致意，

中午 12:15 至下午 1:15 — 午餐会
下午 1:15 to 2:15 — 研讨会
下午 2:15 至 2:45 — 茶歇
Ian J. Watts
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 — 国际业务 LIMRA 和 LOMA

下午 2:45 to 3:45 — 全场演讲
下午 3:45 to 5:00 — 数字化冲击高管小组座谈
热烈庆祝LIMRA光辉的100周年！

组委会
主席

6 月 24 日，星期五

GoRDon Watson，AIA Group 区域董事长

上午 8:30 至 8:45 — 开幕致辞

组委会成员

上午 8:45 至 10:45 — 全场演讲

Joe ChenG，AIA Group 代理集团首席执行官

上午 10:45 至 11:15 — 茶歇

nathan ChuanG，AIA Group 业务开发副总监

上午 11:15 至中午 12:15 — 研讨会

JiM DelonG，Ageas 亚洲代理和经纪分销区域总监
MiChael shin, RGA Korea & CMO 亚洲首席执行官

中午 12:15 至下午 1:15 — 午餐会

RoGeR steel，永明金融亚洲新市场和业务开发总裁

下午 1:15 至 2:15 — 全场演讲

tiMothy tay，Fuji Xerox Asia Pacific Pte Ltd 行业顾问

下午 2:15 至 2:30 — 茶歇

Jason yin，Ergo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总经理

下午 2:30 至 3:30 — 闭幕主题演讲
下午 3:30 — 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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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安排
全场演讲
黄色潜艇
WalteR De BRouWeR
首席执行官
Scanadu

摘要：传感器技术、移动电话、设计思维和机器学习的
进步，给医疗保健迎来了新一波的变化，而且是不同于
以往我们见过的任何东西。Walter de Brouwer，来自移
动医疗消费公司Scanadu的首席执行官，将探讨所有来
自消费者前瞻性的理念，分享从消费者品牌接管预防性
健康到收益增殖机会的消费者医疗数据。

社交世界中的销售：让难以集中注意力的
受众花时间与您互动
Betsy huBBaRD
创始人兼总裁
Mindset Digital

当今的挑战不再是如何将您的信息传达出去。因为传播
的渠道比以往更多：博客、Twitter、Instagram...等等，
等等。金融机构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让您的信息深入人
心，从而使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受众也能花时间与您互
动。那么，怎样做才有效呢？
在人们注意力集中时间短，但又有高期望的时代，这场
有感染力、充满活力的演讲将演示金融专业人员如何才
能在数字化时代建立起强有力的人脉网络。从放大您的
个人品牌到展业，我们将了解社交世界改变所有事物的
方式。您会从中获得什么呢？对全新数字化现实更深刻
的理解，以及可以立即加以运用的实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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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座谈：健康和福利
Rosaline Koo
首席执行官
CXA

GReta MiKelonis
亚太地区健康保险部门主管
Cigna

GeoRGio Mosis
亚洲创新管理部门主管
RGA

本小组座谈的焦点是与健康、福利和防范措施有关的全新进
展和创新。小组成员将讨论新的技术如何让业务和客户互动
提升变得比以往更加简单，以及分享当前趋势和我们在接下
来的短期和长期未来中可以期待发生什么。

激发未来发展
tJun tanG
高级合作伙伴和管理总监
波斯顿咨询公司

贵公司是否已做好运用创新力的准备，以便与今天的消费者
互动并满足他们不断变化的需求？Tjun 将阐述贵公司可以采
用的主要策略和实务，从而打造更灵活的商业生态系统，帮
助更多消费者克服困境，应对数字化冲击...以及推动纵向和
横向的发展。

会议议程安排
数字化冲击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
Leo Cui
首席执行官
TalkingData

Walter De Brouwer
首席执行官
Scanadu

steVe MonaGhan
AIA Edge 主管

JaMes W. KeRley，lliF，主持人
LIMRA 和 LOMA 会员管理总监
LL Global Service s, Inc.

本小组座谈将结合讨论数字化冲击因素如何主导当今市场业
务方式的三个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将讨论各公司在寻求业
务模式变革时的主要考量，如何评估值得投资的创新和挑
战，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收入和合作机会。

研讨会
未来的职场：创新和流程重塑过程中的数
字化转型
Tony Peters
Digital Marketing Solutions Consultant
Adobe

tiMothy tay huey en
亚太地区保险行业顾问
Fuji Xerox Global Services

在这场有感染力、充满活力的研讨会中，Fuji Xerox 的
数字专家和保险业顾问将分享保险公司能够如何在移动
性、云、流程重塑和工作流自动化领域顺应最新的数字
创新趋势，从而加速数字化转型并促进实现运营的卓越
成绩。加入本研讨会以更好地了解贵公司应如何达成在
整个组织上下实现转型的整合水平，同时为客户、代理
人和合作伙伴打造无缝且安全的环境。

定向创新：您的客户可能会如何回应
JaMie MaCGReGoR
保险业务高级副总裁
Celent

闭幕主题演讲：快速发展的世界
FReDRiK hÄRÉn
企业家、演讲人兼作家

发现、理解，并对变化作出反应的重要性无可比拟。企业创
造力专家 Fredrik Härén 将讨论为什么它比我们通常想象的更
重要，与此同时，它为什么比我们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更困
难。对于那些掌握变化动态的人和组织来说，他们也拥有比
其他人或组织更多的机会。

实现创新日益成为保险公司策略的重要因素，不过，客
户是否能体认到保险创新的价值呢？他们可能会如何对
各类创新作出回应，这些创新会影响他们的忠诚度吗？
这场演讲的依据是 Celent 最近一次探讨消费者如何看待
保险创新计划（如，服务、产品和销售投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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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安排
未来的顾问
RiCK FunKe
评估和发展助理副总裁
LIMRA

谁是未来的顾问？在这个以客户为中心、全渠道的世界
中，他们的职责又有何不同？根据 LIMRA 最近针对金融
服务分销、顾问招聘和快速升级的消费者期望所做的研
究，Rick 将分享对未来顾问角色，以及招聘人员如何保
持领先地位的见解。

自动化核保

中国退休市场困局
laRRy haRtshoRn
国际研究企业副总裁兼董事
LIMRA

LIMRA 和精算师学会合作对目前面临迫近退休危机的最引人
注目的市场之一的中国开展了一次消费者视角研究。本研讨
会将涉及现有的养老金系统、社会安全保障及其适当性、退
休对中国消费者的意义，以及其他重要发现。

会议场地

Ruth Fisk, AII, CDIA+, ECMP, ERMP,
BPMP
保险业务全球总监
Hyland Software

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保险公司必须找到能将以客户为
中心的关键理念应用到复杂核保业务流程中的技术，与
此同时，他们还要利用自动化提高核保能力和速度，以
便提升客户的体验。加入本研讨会了解如何运用高级案
例管理能力的第一手资料，自动化并简化审核过程中诸
如获得新业务申请、核保提交准备、证明要求和关键通
信材料等核保流程（包括自动化消息序列）。

核保的演变：从控制职能到业务发展
CaRMony WonG
香港及高净值客户主管
RGA

这场研讨会将探讨创新核保方式能够如何帮助提升销售
并提供低成本的业务线索，从所有保险公司都拥有的资
产，即索赔人中释放未开发的价值。

九龙香格里拉酒店
么地道 64 号
九龙，香港
852.2733.9790
www.shangri-la.com/kowloon
本次大会的特惠房价为 1,800 港币/每天，其中包含高速互
联网和本地电话接入。
入住时间为 14:00 点（下午 2 点），退房时间为中午 12:00
点。
预订酒店
• 在线：访问九龙香格里拉酒店预订页面并使用团体代码：
LIM260616A
• 电话：致电 852.2721.2111 并告知 LIMRA 和 LOMA 战略
议题大会和代码 LIM2606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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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战略议题大会

由 LOMA 填写
收取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支票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
收取金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6年6月22日-24日
九龙香格里拉大酒店  香港
姓

名

别名

名 (将被显示在胸牌上)

职位

公司名

专业资格

电话

公司地址
城市

省份/州

国家或地区 (必填)

邮编

邮箱地址（必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备用邮箱地址以发送确认信副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如何得知本次大会的？
 宣传册
 LIMRA/LOMA 代表
 其它

 邮件

请提供您的手机号码以便我们能在会议出现紧急变化的情况下联
系到您：

 网站

高级与会者名单

注册
在 2016 年 5 月 20 日前注册
 LIMRA 或 LOMA 会员：
1195 美金
 非会员
1790 美金
在 2016 年 5 月 20 日后注册
 LIMRA 或 LOMA 会员：
1295 美金
 非会员
1890 美金
康涅狄格州的雇员将被加收 6.35% 的销售税

q 若您有例如清真或素
食的特定饮食习惯，
请在此打勾。
q 如果这是您第一
年度战略议题大会,
请在此打勾。

LIMRA 和 LOMA 将向本次大会的参展商和赞助商提供高级与会者名单。这些
供应商为我们行业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方案和专业知识；他们被允许结合本次
大会一次性地使用该名单。我们能否将您的邮件地址加入高级与会者名单中?
是
否
完整的隐私协议请访问 www.limra.com/privacypolicy.aspx。

翻译

 日语
 中文

配偶或客人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次大会将使用英语进行。翻译服务将提供给由超
过 16 人所提出翻译申请的语言。 翻译申请的截止
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0 日。若需申请翻译设备，请
在本列表中勾选。

$ _________________ 由附上的美元资金进行支付。

团体注册折扣

额外费用
149 美金

 配偶或客人

$ 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

 VISA

 MasterCard

 AMEX

信用卡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韩语
 泰语
 越南语

LIMRA 或 LOMA 会员每五人付款注册可获一个免费注册名额。
请与Megan Schwartz女士联系，电子邮件：mschwartz@limra.com。

配偶/客人

截止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前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账单寄送地址的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者姓名（打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者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注册与会人员的配偶或客人可缴纳 149 美元成为注册会
员。任何此行业从业个人、协作人员或是助手都不符合入会条
件。我们邀请配偶/客人在会议期间品尝美食，并参与到我们
举办的社交活动中。在此期间，他们需佩戴徽章。例行会议
或是小组研讨会仅对缴纳全部会费的与会人员开放。

通过电汇进行支付
所有电汇必须使
用美金汇至
People’
s United
Bank。

将此申请
表与支票
或信用卡
号码一起
邮寄至：

汇款路线号码：221172186
账号：6500560723
账户名：LL Global, Inc.
国际银行代码：PESBUS33

请在电汇中引用“SIC2016”
以及您所属公司的完整名称。请附加
15 美金的银行手续费。

LOMA Meetings
6190 Powers Ferry Road., Suite 600
Atlanta, GA 30339-8443 USA
传真：1.770.984.6419 电话：1.770.984.3764 电子邮件：meetings@loma.org

日期:
银行名
银行地址
银行传真号

金额:

注册表在进行付款前不会被处理。
支票抬头请写 loMa。若需团体注册，请复印此空白的申请表并按照
每一位申请人提交表格。

退款协议：所有的取消和退款申请必须通过书面提交。这些申请将被收取 100 美元的管理费用。早于大会开始前十个工作日并通过书面申请的退款在除去管理
费用后将全额退还。在大会开始前十个工作日内所申请的退款将不予退还。如果大会因故取消，LIMRA/LOMA 将退还所有注册费用。然而，LIMRA 不负责所产
生的差旅、住宿或其它费用。取消申请应提交至 meetings@lo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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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

数字培训战略合作伙伴

媒体赞助商

005719-0416 (50700-20-509-56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