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業界注入新動力-

日期
及
時間

主題演講：

陳浩濂先生 JP

郭家華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保險業監管局市場行為部主管(署任)
暨法律總監

香港保險業的現況及前景

2020 年 9 月 8 日

上午 9 時 30 分 – 下午 5 時 30 分

2020 年 9 月 9 日

上午 9 時 30 分 – 下午 1 時

門 HK$ 200 – 會員；
票 HK$ 380 – 非會員

保險中介人直接規管制度最新進展

陳潔恩博士
保險公司
行政區域總監

植永強先生

張發廣博士
醫療機構創辦人及執行董事
經營策略及管理新思維

千錘百鍊，不忘初心

高萱小姐
保險公司區域總監
新常態下團隊賦能創新思考

林絢琛博士
中國家族辦公室學院
院監委員會主席

( 演講嘉賓以英文姓氏排序)

蔡承浩先生

徐敏儀小姐

保險公司
首席區域總監

保險公司
資深區域總經理

創造環境．無為而治

經營年輕團隊的秘密

李炫華先生

李燦榮博士

炫式NLP創辦人

資深傳媒人

新常態，我有好心態！

破局師

保險公司業務總監

走進大灣區
政策．自媒體IP．認可

團隊內的MDRT潛規則

龍子明先生 BBS, MH, JP
保險公司
高級行政區域總監

吳漢威先生

潘立紅小姐

曾漢聲先生

保險公司區域總監

保險公司
區域執行總監

保險公司分區總監

保險公司業務總監

管理方式：
橋唔怕舊，最緊要受

粵港澳背景下
保險從業人員之
機會與挑戰

與疫情共存

吳凱俊先生
企業創辦人
逆轉勝

從品學兼差
到高級行政區域總監

家族辦公室與家族理財管家：
學對？學好？學夠？

年青總監逆市增長的
管理秘訣

朱超先生

策略顧問

吳晉江先生

余漢傑博士

余世雄先生

保險公司
資深區域總監

保險公司
資深區域經理

你要走多遠？
經營團隊企業心

管得少，就是管得好

容永祺先生 SBS, MH, JP
保險公司區域執行總監
及榮譽顧問
可能思想，領你邁進

香港保險業每日面對不同挑戰，資訊科技不斷更新，同業
必須與時並進，成為「進取型」領袖，在任何環境下都能
夠發展出一套專屬及合適的經營模式，成為贏家！
(大會保留更改嘉賓陣容之權利)
地址：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二期17樓1705-6室｜電話：(852) 2893 9699｜電郵：pr@gama.com.hk

GAMAHK VIRTUAL CONVENTION
日期及時間：9 月 8 日 (二) 0930-1730 及 9 月 9 日 (三) 0930-1300
費用：HKD 200 /位 – GAMAHK 會員
HKD 380 /位 – 非會員

Enrolment Form 報名表格
Personal Details 個人資料
Name (姓名)：

《為配合數據資料庫記錄，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中文)

*請根據身份證上英文姓名填寫

(English)

ID / Passport No. (身份證/證件號碼)：

F ／ M

Gender (性別) :

Company (公司)：

Title (職銜)：

Address (公司地址)：
Office Tel. No. (公司電話)：

Mobile No. (手提電話)：

WhatsApp No.：

E-mail (電郵)：
(電郵地址將用作報名確認通知，敬請務必填寫)

Enrolment Fee 門票費用《以港幣結算，外地信用卡將以當日銀行匯率計算》

☐
☐

GAMAHK 會員 – HKD 200 /位
非會員 – HKD 380 /位

Payment Method 付款方式

Payable to 支票抬頭："GAMAHK Ltd.”
☐ Cheque (支票)
☐ Credit Card (信用卡)：
☐ VISA
☐ MasterCard
Credit Card No. (信用卡號碼)：

-

-

Bank (銀行)：

*恕不接受 UnionPay (銀聯卡) 及 American Express (美國運通卡)

-

Expiry Date (屆滿日期)：

/

(MM/YY)

Amount (金額)： HKD

Card Holder (持卡人姓名)：
Signature (持卡人簽署)：

Date (日期)：

GAMAHK Office Use
Auth. Code

Cheque no.支票號碼：

Terms and Conditions 條款及細則
▪ 如以信用卡付款，請將報名表格傳真至 (852) 2832 9822 或電郵至 pr@gama.com.hk 報名；
▪ 如以支票付款，須將報名表連同支票郵寄至北角英皇道 338 號華懋交易廣場二期 17 樓 1705-6 室報名；如以郵寄方式報
名，請確保郵資足夠，如郵資不足者，報名將不獲處理。
▪ 成功報名之人士將獲電郵通知確認，如於報名後 14 天仍未收到確認通知，請致電 (852) 2893 9699 向 GAMAHK 查詢。
▪ 所有報名表格及費用一經繳交即作實，恕不接受取消及退款安排。
▪ 活動所有內容均為嘉賓之個人意見分享，大會將不會就其內容及所引起或構成之任何事項負責。
▪ 大會保留修訂會議內容之權利及更改或解釋上述細則及條款之權利。
▪ 報名者參與活動時即同意大會有權（或授意相關人員）於活動期間進行攝影、錄影、錄音及直播，以作公告、宣傳、刊
登於網站、刊物及相關媒體之用。

Date
Control No.
Handled By
Receipt No.

Declaration 聲明
1) 本人，下述簽署人，明白一經登記報名此演講會，本人的個人資料將按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GAMAHK）的程序被用於與參加演講
會相關的一切用途。本人同時明白將來可能收到 GAMAHK 的課程或活動資訊。
☐ 如不欲從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GAMAHK）收取資訊，請於“☐”內以“✓”顯示。
2) 本人，下述簽署人，明白在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GAMAHK）舉辦之各項活動中不能作出任何招募或有私人利益之行徑。

日期：

Signature of Applicant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General Agents and Manag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
pr@gama.com.hk

28939699

28329822

香港北角英皇道 338 號華懋交易廣場二期 17 樓 1705-6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