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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ACTORING
重构

打破视角边界
升级人力资源管理者认知结构

EVOLUTION
进化

重组与融合 
激发人力资源管理内生新动力

INSIGHT
洞察

思索认知局限 
重塑人力资源管理思维模型

以新型认知
和超凡洞见
探寻人力资源管理
创新之路
NEW KNOWLEDGE AND INSIGHTS.

EXPLORING THE PATH OF HR

MANAGEMENT INNOVATION

战略合作伙伴

主办方



科技和创新

让人力资源管理有了新边疆

也让人力资源管理者进化出新特质

关于人力资源管理转型

和战略价值的讨论

从未停止... . . .

人力资源管理
未来趋势

OF HR
FUTURE



FOCUS
ON
我们
关注并探寻

雇佣时代
是否会走向终结

如何快速迭代
人力资源部门

变革方向在哪
招聘、学习、绩效与激励等的

如何定位未来角色
人力资源管理者

将成人力资源管理头号挑战
组织设计

应对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强势入侵
如何



在移动互联和全球化时代，组织被变革和不确定性包围，由外而内

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变化正在倒逼人力资源管理进行颠覆式变革。人

力资源管理者也在不断调整，试图在组织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但现实是，人力资源管理者在转型中不断遭遇碰壁，无法真正发挥

出自身的战略价值。

然而，关于人力资源管理转型和战略价值的讨论从未停止。在快速

变化的商业环境之下，战略思维决定胜负，人力资源管理管理者需

要转变心态，积极主动拥抱变革，才能在商业环境的瞬息万变中帮

助企业制胜。

2018HRoot苏州人力资本峰会将汇聚近千位企业CEO、CHRO、人

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经理、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等，共同探讨在大

变革的时代下，人力资源管理者如何突破思维局限，完善认知结构，

从组织设计、招聘创新、绩效管理变革、企业学习、认可和激励等

方面进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和创新。

峰会背景

BACKGROUND



2018/05/24

800-1000人

企业CEO  
CHRO     
人力资源总监
人力资源经理 
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等

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苏州市苏州新区塔园路168号）

地点P LACE

参会人员ATTENDEES

规模SCALE

T IME
时间

INFORMATION
峰会信息



09:05-09:20

09:20-09:50

09:50-10:20

10:20-10:40

10:40-11:10

11:10-11:40

CONFERENCE AGENDA
峰会日程

主题演讲： 拥抱智能,演绎故事——领英用数据深度解读2018人才趋势

              ● 大数据在HR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场景和方式
                 ● 人工智能帮助HR摆脱现有繁琐和重复性工作
                 ● 打造差异化雇主品牌，吸引多元化人才

演讲嘉宾： 王郁 | 领英中国解决方案负责人

主题演讲： 转型时代下,卓越领导力嬗变与实战

演讲嘉宾：麦科 | 通用电气(GE)航空集团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总经理

09:00-09:05 主办方致辞

08:00-09:00 签到

休息

11:40-13:30 午餐

主题演讲： 重塑组织,提升效率,促进倍数增长
演讲嘉宾： Anne Folk | 霍尼韦尔智能楼宇及家居集团

                        全球人力资源副总裁

开幕演讲： 大国崛起与人力资本的协同发展 
演讲嘉宾： 徐晓冬 |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主题演讲： 企业如何引才、留才、激励人才的创新实践
演讲嘉宾： 杜金 | 中智关爱通咨询总经理

上午场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15

15:15-15:45

15:45-16:45

主题演讲： 扩面下沉,星火燎原——将组织战略转化成HR策略的操作实践
演讲嘉宾： 孙世龙 | 阿斯利康人力资源总监

主题演讲： 
演讲嘉宾： 包腊梅  | 迅达中国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 

主题演讲：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直面挑战,拥抱未来  
演讲嘉宾： 吴越 |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主题演讲： 组织转型与变革⸺HR：向前一步亦或领先一步 
演讲嘉宾： 陈艳丽 | 陶氏化学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总监

主题演讲： 发掘高潜力人才，建立健康的人才梯队 
演讲嘉宾： 李亚新 | SHL Talent Assessment中国人才测评实践领导者

主题演讲：  什么是面向下一代的中国劳动力管理？ 
演讲嘉宾： 章新波 | 盖雅工场联合创始人兼CEO

休息

圆桌讨论： 未来的组织：混序与混沌
圆桌嘉宾： 朱伟雅 |  霍尼韦尔安全与生产力解决方案集团大中华区、

                    智能家居与建筑科技集团大中华区及亚太区人

                    力资源副总裁

          黄  坚 | 西卡中国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

          吴  娴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

           李佑颐 |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集团高级人力资源总监

           徐海燕 |  泰克科技亚太区人力资源总监

下午分会场一

圆桌讨论：  绩效管理的变革：去绩效到新绩效
圆桌嘉宾：  周  炜  | 朗盛集团亚太区人力资源副总裁

           平  静 | 喜利得集团(Hilti AG)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总监

                    罗  晶  | 华宝国际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

           肖  扬  | SAP数字化人力资源体验，

                    亚太及大中国地区，人力资源资深总监

          包腊梅  | 迅达中国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15

15:15-15:45

15:45-16:45

主题演讲： 建立高绩效文化，助推企业成长
演讲嘉宾： 平静 | 喜利得集团(Hilti AG)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总监

主题演讲：  两大核心 从“心”出发⸺制造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演讲嘉宾： 李威 | 英格玛人力资源集团运营支持部部长 企业大学执行校长

休息

下午分会场二



SPONSORS
赞助参展

赞助金额 RMB50,000
大会开场及茶歇时段，赞助机构视频广告短片循环播放

公司logo列于会场背景板

在大会提供的资料袋中随附资料一份

在会刊中享有1Page四色广告

获赠5张工作人员挂牌

享受会场外1个标准展位



HRoot是中国领先的人力资源媒体公司，旗下拥有诸多行业领先品牌与平台业务，包括：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管理网站—

HRoot（HRoot.com）、中国发行量领先的人力资源管理期刊—《人力资本管理》（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Maga-

zine）、中国领先的人力资源管理会员制组织—卓悦会（HRootInstitute）、中国备受瞩目的人力资源评选—中国年度人力

资源评选（Annual Human Resource Awards in China）、全球人力资源服务业拥有广泛声望的创新奖项—人力资源服务

创新大奖（HR Service Innovation Awards）等。同时，每年HRoot还举办中国高规格人力资源年度峰会—中国人力资本论

坛（China Human Capital Forum）、中国高端人力资源管理会议—首席人力资源官大会（CHRO DIALOGUE）、中国领先

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风向标会议—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峰会（in^HR）和全球参与用户规模领先的人力资源行业展会—中

国人力资源服务展（China Human Resource Service Expo），2017年参加这一展会的人力资源经理高达32,055人。

HRoot还拥有中国下载量和活跃用户量领先的、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人力资源内容推荐引擎APP—“HRoot人力资

源新闻”移动应用。HRoot每年度推出的“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服务品牌100强榜单与白皮书”（Ranking & White Paper of 

Best 100 Human Resource Service Brands in Greater China）和“全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100强榜单与白皮书”（Rank-

ing & White Paper of Global 100 Human Resource Service Providers），业已成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晴雨表与风向标。

HRoot基于行业竞争情报聚合和监测平台打造的全球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市场分析平台—“全球人力资源市场观察”

（HR-MarketWatch），今天已是人力资源行业精英快速获取全球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资讯和动态的主要渠道。

目前，HRoot旗下网站注册用户总数达到200万人，每年向用户提供5亿人次的人力资源在线信息访问，每年主办活动的

参加人数超过6万人次，旗下出版物读者达3.5万人。现在，HRoot客户已经超过了5万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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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全球领先的10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的9家。这些广告客户和赞助商包括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国际商用机器（IBM）、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美世（Mercer）、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德科（Adecco）、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外

包公司—安德普翰（ADP）、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全球排名第一的商学院—哈佛商学院（HBS）、全

球最大的企业管理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思爱普（SAP）、全球最大的企业软件与数据库公司—甲骨文（Oracle）......

微信扫描二维码或搜索

HRootchina
关注人力资源领域
最权威的媒体平台

成都办事处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大源国际A3栋
成都人力资源产业园703-02室

610041

028-67135080

010-6468-6550

北京办事处

广州办事处

020-2905-1850

15302718373

021-5821-5197
021-5821-5127

510000

100027

200127
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3号天河人才港9楼910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6号
国航大厦603A室

上海总部

联系我们

http://www.hroot.com
hrootchina

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77号北楼511室

深圳办事处

518040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5号深圳人才园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FC23、FC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