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女性与未来 www.sherochina.com christine.liu@sherochina.com 

日程 , 更新 28/03/19 
地点 & 地址 :   日期 & 时间 :  
上海波特曼丽思卡尔顿 4 楼，申宴会厅   2019 年 3 月 29 日（周五） 
上海商城，南京西路 1376 号 8:30 上午 – 5:00 下午 

电话 : ( 86-21 ) 6279 8888 

2019 年 3 月 29 日（周五）  
7:15 – 8:30 上午 注册和早餐 

 

8:30 – 8:40  欢迎：为了更好而平衡 

  庆祝女性所取得的成就，呼吁两性平衡， 

  我们比过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女性领导者 

    刘慧女士 

 sHero 创始人 

 

8:40 – 9:20  高层小组讨论（I） 

    女性、技术、未来工作  

    携手并进与男性同盟，探寻有效方法建立持久信任关系 

 

    杨如珮女士珮 

    戴尔企业级整体解决方案亚太区总监，  

    

    许敏达女士 

    霍尼韦尔全球高增长地区首席商务官 

    

    范凌先生 

    特赞创始人 

    

    周健先生 

    微软创投加速器北亚区 CEO 兼董事总经理 

    

    嘉宾主持 

 王绚女士 

 德勤中国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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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 10:00  高层小组讨论（II） 

    ‘30% 俱乐部’ 

    通过多元化获得成长与增长 - 领导者以行动做榜样 
    
    龚湘伟女士 

    阿普塔集团亚洲总裁 （Aptar） 

    

    康岚女士 

    前复星集团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全球合伙人、复星保险板块董事长 

    复星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 

    

    李晓虹女士  

    博世中国执行副总裁  

 

    吕红女士 

    辉瑞 Upjohn 全球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 

  

    嘉宾主持 

    翟斌先生 

    本瓴才富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10:00 – 10:40  开场主题演讲 

    人生是一次海选，99 个智慧点亮精彩生活 

 

    靳羽西女士 

    艾美奖获奖电视制片人/成功的企业家/时尚偶像/畅销书作家/慈善家 
 

    年度 sHero 奖 （sHero of the Year Award） 

 

    颁奖人 

    王炜先生 

    艾尔建中国区总裁 

 

    集体照 

    全体参会代表及嘉宾 

   

10:40 – 11:00  网络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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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 11:45  2019 女性消费者最佳实践品牌 

    重新思考向女性营销，品牌如何可以有意义的影响女性赋能 

 

    阎华女士 
    艾尔建塑形事业总经理 

 

    陈子洁 

    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Ms. Lucille Marie Essey 
    VP, Executive Creative Director & Show Director, Greater China 
    Jack Morton 
 
    陈淑芬 

    耐克大中华区儿童品类总经理 
     
    嘉宾主持 
    薛一心女士 
    前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市场部副总裁 
 

11:40 – 12:00  讲故事（I） 

    敢做你自己 

 

    王维芸女士 

    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法务官 

    玫琳凯全球副总裁及助理总法律顾问 

 

12:00 – 12:15   励媖中国白皮书：女性、职业与幸福生活 
 

    是什么还在阻碍女性在职场步入高层，多大程度因为做了母亲  
     

    陈玉馨女士 

    励媖中国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泰迦基金创始合伙人 

 

12:15 – 13:15 下午 2019 全球女性与未来会议午餐会  
 
13:15 – 13:30  讲故事（I）：投资她 

    每一位女性都有可能成为当代’香奈儿’ 
 
    任剑琼女士 
    海纳亚洲创投基金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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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 14:10  对话（I） 

    女性在行动：重塑创意 （广告、娱乐、媒体、设计） 
     
    王心宴女士  
    蒙泰室内设计公司总裁/创始人 
 

    杨莹女士  

    现代传播执行董事、上海区总经理《InStyle 优家画报》及 

    InStyle ilady 出版人 《IDEAT 理想家》出版人 

 

    高宇倩女士  

    梅高咨询总裁 
  
    嘉宾主持 
    高峰先生 
    倦鸟思林品牌管理创始人 & 董事长 
  

14:10 – 14:40  对话（II）女性创业与创新 

    在多元的新世界繁盛  
   
    张映篱女士 
    时光之盾（深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梦海时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 
 
    邱玉梅女士 
    睿问创始人兼 CEO、 全球她领袖联盟主席 
    
    陆政政女士 
    伽蓝集团研发总经理 
  
    陈嘉宁女士 
    前 Converse 亚洲区副总裁/总经理 
 
    嘉宾主持 

    钱倩女士 
    飞马旅集团 CEO 
    飞马资本合伙人 
 

14:40 – 15:00  网络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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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 16:00  2019 女性高管最佳公司颁奖典礼 

 

    特约颁奖嘉宾主席 

     

    张蒙晰女士 
    上海电视台 ICS 著名节目主持人 

 

    颁奖人 

    陈慧洁女士 

    米高蒲志区域总监 

     

    Andrew Wright 先生 

    米高蒲志区域总监  

 

    顾问委员 

    龚 渊女士 
    资深合伙人 全球工业及金融服务业务 全球人力资源专家中心 
    光辉国际 
 
    汪杨女士 
    执行董事 
    罗盛咨询 
 
    周际红女士 
    高管教练、培训师、人力资源管理顾问 
    瑞鱼咨询 
 
    Mr. Mike Burns 
    高创始合伙人 & 执行董事 
    率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人才官高端访谈  
    带头建设包容文化与组织 

 

    袁凌梓女士 

    韦莱韬悦大中华区总裁 

     

    王毅女士 

    葛兰素史克中国/香港区人力资源部负责人 

     

    黄爱丽女士 

    安永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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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佩俊先生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 

 

    嘉宾主持 

    吴珊珊女士 
    大中华区高级人力资源总监  

    BD 

 

16:00 – 16:45  闭幕主题演讲 

    培育女性自信、勇敢和独创精神 

     

    杨燕子女士 
    获奖好莱坞制片人 
 
    2019 年 sHero 女性影响力 

    特别贡献奖 

 

    颁奖人    

    卢雪芬女士 

    艾尔建中国区人力资源执行总监 

  

 

16：45 – 17：00 闭幕发言 

  《彼岸》 

  ‘女性与未来没有问题，但没有问题就没有答案’ 

  

    钟飙先生 
    中国当代艺术家 
 

17:00    集体照  

    全体参会代表和演讲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