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        

第第第第 5555 届中国企业培训大会届中国企业培训大会届中国企业培训大会届中国企业培训大会    
2007200720072007 商战名家排行榜颁奖典礼商战名家排行榜颁奖典礼商战名家排行榜颁奖典礼商战名家排行榜颁奖典礼    
暨首届暨首届暨首届暨首届““““商战名家商战名家商战名家商战名家----名师俱乐部名师俱乐部名师俱乐部名师俱乐部””””主题沙龙主题沙龙主题沙龙主题沙龙    

时间：07年09月12—14日   地点：北京 

 

邀邀邀邀        请请请请        函函函函    
 

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专家名师颠峰推介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专家名师颠峰推介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专家名师颠峰推介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专家名师颠峰推介会，，，，群星熠熠群星熠熠群星熠熠群星熠熠，，，，智慧闪耀智慧闪耀智慧闪耀智慧闪耀；；；；    

这里有中国最优秀的高端培训机构云集这里有中国最优秀的高端培训机构云集这里有中国最优秀的高端培训机构云集这里有中国最优秀的高端培训机构云集，，，，观点交锋观点交锋观点交锋观点交锋、、、、思维碰撞思维碰撞思维碰撞思维碰撞；；；；    

    

在现场结识近百位中国优秀的专家讲师在现场结识近百位中国优秀的专家讲师在现场结识近百位中国优秀的专家讲师在现场结识近百位中国优秀的专家讲师    

与数百家培训机构与数百家培训机构与数百家培训机构与数百家培训机构、、、、企业大学校长企业大学校长企业大学校长企业大学校长、、、、企业培训负责人沟通交流企业培训负责人沟通交流企业培训负责人沟通交流企业培训负责人沟通交流    

获得获得获得获得50505050位中国最受欢迎的专家讲师的权威培训成果位中国最受欢迎的专家讲师的权威培训成果位中国最受欢迎的专家讲师的权威培训成果位中国最受欢迎的专家讲师的权威培训成果    

    

对话培训传播推广难题对话培训传播推广难题对话培训传播推广难题对话培训传播推广难题，，，，分享培训价值理念分享培训价值理念分享培训价值理念分享培训价值理念    

掌握培训领域的一手资讯掌握培训领域的一手资讯掌握培训领域的一手资讯掌握培训领域的一手资讯，，，，了解培训行业的最新了解培训行业的最新了解培训行业的最新了解培训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发展趋势发展趋势发展趋势    

…… 

请即报名参加第第第第 5555 届中国企业培训大会届中国企业培训大会届中国企业培训大会届中国企业培训大会北京站的活动，观摩 2007 商战名家排行榜商战名家排行榜商战名家排行榜商战名家排行榜

颁奖典礼，聆听优秀专家的精彩演讲，参与首届商战名家商战名家商战名家商战名家----名师俱乐部名师俱乐部名师俱乐部名师俱乐部沙龙——这是首

次全国培训联盟与全国名师精英团队集中对话、高峰交流的重要机会。 

2007商战名家排行榜由中国经营报  商学院杂志、新浪财经、商战名家-中国培训

联盟联合主办，经由新浪财经数月的公众投票和组委会联合评选，在经过广州站（6月

29-30日）、深圳站（8月24-25日）两大巡回活动后，将进入本届活动的最高潮—北京站，

进行盛大的颁奖典礼活动。 

届时，新鲜出炉的 2007 商战名家排行榜 “中国十大人力资源专家”、“中国十大领

导力专家”、“中国十大企业文化专家”、“中国十大销售管理专家”、“中国十大员工职业

化培训师”等五十位优秀专家讲师团，以及“中国十佳培训机构”的获奖者和全国数百

家培训机构的嘉宾将汇聚北京，共缔培训界盛事。 

参加本次会议的培训机构还可参加由商战名家-中国培训联盟、北京中智信达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盛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高端师资及培训产品采购盛

会。 

诚邀您参与本次会议，相信你必定满载而归！（议程见下页）  



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        

 

免费赴邀回执表免费赴邀回执表免费赴邀回执表免费赴邀回执表    

单单单单    位位位位    名名名名    称称称称        网网网网    站站站站        

参会代表参会代表参会代表参会代表    限限限限 2222 名名名名 职职职职        务务务务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邮件邮件邮件邮件    

    

    

会务组联系方式：020-38676453、38676092 、Fax:020-38676461、38676076 

                13711473510、13430276738 

                irene.w@boke28.com、ivan.zheng@boke28.com    

““““商战名家商战名家商战名家商战名家””””中国培训联盟中国培训联盟中国培训联盟中国培训联盟////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大学联盟大学联盟大学联盟大学联盟、、、、商战名家网商战名家网商战名家网商战名家网、、、、益策益策益策益策((((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学习管理机构学习管理机构学习管理机构学习管理机构    

    

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    

1．请您准备好足够的名片，您将会收获更多的商业伙伴。 

2．请登陆网站 http://www.boke28.com 了解老师及会议相关项目的具体情况。 

 

 

活动组织机构活动组织机构活动组织机构活动组织机构    
    
颁奖盛典颁奖盛典颁奖盛典颁奖盛典：：：：9999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主主主主                办办办办：：：：《中国经营报》、《商学院》杂志、《商战名家》杂志、商战名家网    

联合主办联合主办联合主办联合主办：商战名家—中国培训联盟 

网络支持网络支持网络支持网络支持： 新浪财经 

 

 

师资采购会师资采购会师资采购会师资采购会：：：：9999 月月月月 13131313----14141414 日日日日    

联合主办联合主办联合主办联合主办：益策（中国）学习管理机构 

北京中智信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盛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媒体支持媒体支持媒体支持：《中国经营报》、《商学院》杂志、《商战名家》杂志、商战名家网 

    



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        

    
嘉宾介绍嘉宾介绍嘉宾介绍嘉宾介绍    

应邀嘉宾应邀嘉宾应邀嘉宾应邀嘉宾：：：：    

罗振宇：原中央电视台《对话》制片人 

张伟俊：中国“总裁教练”第一人 

尚致胜：国际销售训练导师 

李伟：《情景领导》国际认证讲师 

杨发明：原华为高级管理讲师 

赵强：著名策划人，原婷美集团总裁 

杜继南：原美国美赞臣培训经理 

林正大：著名国际战略管理专家 

周弘：赏识教育创始人 

王瀚骏：原百事可乐市场总监 

李伟：原 TCL 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倪砥：职业竞争力培训知名讲师 

区锐强：原肯德基、BP 营运经理 

徐中：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DP 主任 

刘大海：培训师培训专家 

乔培伟：嘉惠集团总裁 

乐载兵：著名经理人＋咨询专家＋管理学者 

李宏飞：央视《绝对挑战》职业测评专家 

盛晓东：2006 中国卓越管理专家,原三星高级经理 

张斌：顾问式销售行为专家 

诸强新：原农夫山泉全国销售总经理 

林恩慈：IBM 公司项目总监、咨询顾问 

张雁波：商务礼仪与职业形象顾问 

郭鹏：原英国豪特集团中国市场总监 

唐长军：原用友集团培训总监 

付遥：美国 AchieveGlobal 认证讲师 



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        

吕青：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培训总监 

张煊博：知名电话销售专家 

鲁百年：原甲骨文公司高级咨询顾问经理 

江广营：八九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建国：原华为公司总裁助理 

刘孝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测评中心创始人 

刘峰：中国领导力研究院院长 

吴维库：全国畅销书《基于价值观的领导》作者 

刘红松：中国孙子兵法应用研究中心首席顾问 

刘启明：原美国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 

李涛：全国高校项目管理师资协会秘书长 

徐洪才：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陈晋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培训中心 

李玲瑶：中华翰德智慧女性修养学堂董事长 

王智：央视《心理访谈》、《实话实说》、《东方时尚》节目心理学专家 

许玉林：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钟彩民：麦当劳中国创始人之一 

卞维林：“狼型赢销”销售人员职业化培训体系创办人 

杨庆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海峰：吉林省孔子学院副院长 

徐从桉：著名儒学、易学专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房地产总裁班风水主讲老师    



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        

    

活动议程活动议程活动议程活动议程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08：00－09：00 签到 

09：00－10：45 商战名家排行榜商战名家排行榜商战名家排行榜商战名家排行榜（（（（六大系列六大系列六大系列六大系列））））颁奖典颁奖典颁奖典颁奖典礼礼礼礼，由央视《经济半小时》主持人马洪涛马洪涛马洪涛马洪涛主持 

10：45-11：00 上午茶歇 

11：00-12：00 主讲嘉宾：林正大林正大林正大林正大——著名国际战略管理专家 

13：30-14：20 主讲嘉宾：倪砥倪砥倪砥倪砥  职业竞争力培训知名讲师 

14：20-15：10 主讲嘉宾：乔培伟乔培伟乔培伟乔培伟  嘉惠集团总裁 

15：10-15：25 下午茶歇 

15：25-16：15 主讲嘉宾：吴建国吴建国吴建国吴建国  原华为公司总裁助理 

16：15-17：05 主讲嘉宾：张伟俊张伟俊张伟俊张伟俊 中国“总裁教练”第一人 

17：05-17：55 主讲嘉宾：徐中徐中徐中徐中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DP 主任 

17：55-19：00 前往蟹岛度假村蟹岛度假村蟹岛度假村蟹岛度假村 

19：00-20：30 晚餐 

““““商战名家商战名家商战名家商战名家————名师俱乐部首届沙龙名师俱乐部首届沙龙名师俱乐部首届沙龙名师俱乐部首届沙龙””””    

� 理念理念理念理念：：：：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共赢共赢共赢共赢    

� 形式形式形式形式：：：：主题分享主题分享主题分享主题分享、、、、高度互动交流探讨高度互动交流探讨高度互动交流探讨高度互动交流探讨    

�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培训价值分享培训价值分享培训价值分享培训价值分享    

� 沙龙主题一沙龙主题一沙龙主题一沙龙主题一：：：：专家如何有效地帮助培训机构传播和推广培训价值专家如何有效地帮助培训机构传播和推广培训价值专家如何有效地帮助培训机构传播和推广培训价值专家如何有效地帮助培训机构传播和推广培训价值？？？？    

� 沙龙主题二沙龙主题二沙龙主题二沙龙主题二：：：：培训机构如何帮助讲师培训机构如何帮助讲师培训机构如何帮助讲师培训机构如何帮助讲师培训生命力常青培训生命力常青培训生命力常青培训生命力常青？？？？    
20：30-22：30 

参与嘉宾参与嘉宾参与嘉宾参与嘉宾:张伟俊\林正大\罗振宇\周弘\王瀚骏\李伟\倪砥\杨发明\赵强\区锐强\尚

致胜\徐中\刘大海\乔培伟\乐载兵\李宏飞\盛晓东\张斌\诸强新\林恩慈\张雁波\郭

鹏\唐长军\付遥\吕青\张煊博\鲁百年\江广营\吴建国\刘孝全……(排名不分先后)等

获奖入围嘉宾。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地点地点地点地点：：：：蟹岛度假村蟹岛度假村蟹岛度假村蟹岛度假村    

07：00－08：00 早餐 

08：00－08：20 中智信达与益策公司致欢迎词 

08：20－09：00 嘉宾：李涛李涛李涛李涛    南京大学博士，多所知名大学特聘教授  

09：00－09：40 嘉宾：罗振宇罗振宇罗振宇罗振宇    原中央电视台《对话》制片人 

09：40－10：20 嘉宾：何茂春何茂春何茂春何茂春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        

10：20－10：40 交流、休息 

10：40－11：20 嘉宾：王瀚骏王瀚骏王瀚骏王瀚骏    原百事可乐/百事食品（中国）市场总监 

11：20－12：00 嘉宾：杨台轩杨台轩杨台轩杨台轩    实战派营销与通用管理专家 

12：00－13：30 午餐 

13：30－14：10 嘉宾：刘启明刘启明刘启明刘启明    原美国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资深管理咨询顾问 

14：10－14：50 嘉宾：徐洪才徐洪才徐洪才徐洪才    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14：50－15：30 嘉宾：尚致胜尚致胜尚致胜尚致胜 国际销售训练导师 

15：30－15：50 交流、休息  

15：50－16：30 嘉宾：李伟李伟李伟李伟    《情景领导》国际认证讲师    

 
16：30－17：10 嘉宾：卞维林卞维林卞维林卞维林    “狼型赢销”销售人员职业化培训体系创办人    

17：10－17：50 嘉宾：杨发明杨发明杨发明杨发明    原华为高级管理讲师    

 
18：00－19：00 晚餐 

19：00－19：40 嘉宾：杨凤池杨凤池杨凤池杨凤池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心理学教研室主任 

19：40－20：20 嘉宾：刘翔平刘翔平刘翔平刘翔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21：00 
嘉宾：霍莉钦霍莉钦霍莉钦霍莉钦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 

医学心理学教育分会副会长    

21：00－21：40 嘉宾：吴任钢吴任钢吴任钢吴任钢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国心理治疗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    

21：40－23：00 交流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蟹岛度假村蟹岛度假村蟹岛度假村蟹岛度假村    

07：00－08：00 早餐 

08：00－08：40 嘉宾：钟彩民钟彩民钟彩民钟彩民    麦当劳中国创始人之一 

08：40－09：10 嘉宾：赵强赵强赵强赵强    著名策划人，原婷美集团总裁 

09：10－09：50 嘉宾：王微王微王微王微    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室主任 

09：50－10：00 交流、休息 

10：00－10：40 嘉宾：区锐强区锐强区锐强区锐强        原肯德基原肯德基原肯德基原肯德基 KFCKFCKFCKFC、、、、BPBPBPBP 运营经理运营经理运营经理运营经理     

10：40－11：20 嘉宾：王智王智王智王智    央视《心理访谈》、《实话实说》、《东方时尚》节目心理学专家 

11：20－12：00 嘉宾：武学经武学经武学经武学经     

12：00－14：00 宴请 

14：00－14：30 
主题：《成功到成熟》系列光盘的推介  嘉宾：徐沁徐沁徐沁徐沁    盛高咨询执行董事、首席顾问           

嘉宾：徐沁徐沁徐沁徐沁    盛高咨询执行董事、首席顾问 

14：30－15：10 主题：《成长型的企业管理诊断》  嘉宾：张颉张颉张颉张颉    盛高咨询资深管理顾问 

15：10－15：50 主题：《企业领导的战略思维构建》 嘉宾：李鑫李鑫李鑫李鑫 盛高咨询资深管理顾问   

15：50－16：00 交流、休息 

16：00－16：40 主题：《素质模型管理》    嘉宾：戴黔锋戴黔锋戴黔锋戴黔锋    盛高咨询机构上海公司总经理 

16：40－16：50 大会闭幕式 



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免费邀请对象：：：：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全国培训机构负责人        

    
    

会议相关事项会议相关事项会议相关事项会议相关事项    

一一一一、、、、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07 年 9 月 12 日--14 日 

二二二二、、、、报到时间报到时间报到时间报到时间：：：：9 月 11 日全天  

三三三三、、、、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    

9 月 12 日： 清华大学 

9 月 12 日晚：入住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农庄 

9 月 13-14 日：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农庄 

四四四四、、、、会议费用会议费用会议费用会议费用：：：：    

12日会议费用免费，嘉宾可选择统一安排的酒店，也可自行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13-14日两天参会费用 900元/人（包括资料费及 2日会议费、食宿费用）。    

    

    

附附附附：：：：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农庄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农庄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农庄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农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蟹岛路 1 号，首都机场辅路中段南侧） 

乘车路线乘车路线乘车路线乘车路线：：：： 

 1、自驾车：走机场辅路，苇沟出口左转直行 1.5 公里 

2、首都机场：打车约 20 分钟可到，加高速费共 30-40 元左右。 

3、北京站：先乘 地铁外环 在 北京站 站上车， 在 东直门 站下车； 最后换乘 909(土井村西

口-前苇沟) 在 东直门外 站上车， 在 蟹岛度假村 站下车； 全程约 21.5 公里。 

 4、北京西站：先乘 特 2(丽泽桥北-炎黄艺术馆) 在 北京西站 站上车， 在 东直门北 站下车； 

最后换乘 688(北官厅-蟹岛度假村东门) 在 东直门桥北 站上车， 在 蟹岛度假村 站下车； 全程

约 33.1 公里。 

（北京站和北京西站也可乘坐机场大巴至首都机场，然后打车至蟹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