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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TD

ATD会议

人才发展协会(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ATD) 成立于1943年，前
身为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ASTD)，是国际公认的专注人才发展的国际性协会组
织。ATD为全球超过35,000名会员提供服务，他们分布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任职于各个行业的机构和组织中。

作为拥有近80年历史的国际性协会，ATD关注全球学习发展，拥有权威的理论体系
和丰富的全球资源，为组织和个人提供专业知识与服务，包括发布研究报告、举
办会议活动、提供培训认证、制定行业标准、表彰最佳实践、出版刊物书籍等。

ATD秉承“赋能赋能者”的使命，致力于赋能专业人士、开发专业人才。凭借高
品质的专业内容与知识服务，帮助本土及全球的TD团队和个人实现人才发展知
识体系与专业能力与时俱进，助力万千从业者学在当下、赢在未来。

AT D整合全球资源，根据人才发展行业最
新动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种多样的会
议会展活动。每年美国AT D国际会议会展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PO) 是全球万名
人才发展从业者的年度盛会。在中国，ATD中
国每年召开的中国峰会是国内人才发展行业
会议的卓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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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 2023国际会议会展

近 80 年来，ATD（原ASTD）持续举办ATD国际会议会展（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PO）以教育
和激励人才发展领域的专业人士。从 1945 年在芝加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吸引了 56 名与会者，到如今
成为超过 13,000 名学习发展人士参加的全球人才发展大会，ATD国际会议会展每年都受到学习和发展
专业人士热切关注。

ATD致力于为学习发展人士提供世界一流的演讲者、思想领袖以及前所未有的沟通与合作机会，这使
ATD国际会议会展成为行业中的重量级活动。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地区的 13,000 多名专业人士通过
ATD的众多会议了解行业趋势和最佳实践，在行业规模最大的展会中寻求为培训和发展从业者提供的
新工具和解决方案，并与有着相同价值观的同行们交流自己的经验与观点。

ATD2023国际会议会展邀请了三位国际大咖进行主题演讲，300多位行业资深专家进行内容分享，并
设置了13个学习专题，将举办超过275场专题会议。在展会环节中，超过300家行业供应商将展示为培
训和发展从业者提供的新工具和解决方案。

无论您是新入行的L&D从业者、获得认证的TD专业人士、团队领导者、偶然的教学设计师、首席人才
官或任何身份，ATD 2023国际会议会展都是您重新连接、充电、学习和网络的最佳场所！

2023年5月21-24日

美国圣地亚哥

https://atdconference.td.org/

Talent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are at the core of 
organizations that drive growth and success. Every day 
you improve the careers of others, but it’s time to focus 
on your ow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gain fresh 
perspectives. ATD23 brings together the largest community 
of L&D profession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reinvent 
themselves and create a world that works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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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lasting relationships 
with like-minded 

attendees and speakers 
through multiple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Discover solutions to 
your biggest challenges 

by exploring a range 
of services offered by 

leading suppliers.

Tap into a wealth 
of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by attending 
a variety of sessions and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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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前往美国亲临ATD 2023国际会议会展现场，与
国际大咖和全球人才发展从业者面对面交流，那么您可
以直接到ATD美国官网购票，或者与ATD中国办公室联
系，了解相关事宜。

注：该价格仅包含会议门票，不包含签证及差旅住宿等费用。

参会价格

观看2022年活动回顾

2023国际会议会展介绍

$1,595 $1,995

$1,995

$2,195

$2,395

$2,395

$2,595

$2,795

早鸟价（1月6日前付费）

早鸟价（4月7日前付费）

标准价（5月16日前付费）

现场价（现场付费）

ATD 国际会员 非 ATD 国际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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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1-24日，“ATD 2023国际会议会展”将在美国圣地亚哥举办。

由于众多国内人才发展从业者无法赴美参会，因此ATD中国将大会的优质核心内容引入国内，举办“ATD2023国际会议会展-
中国线上版（简称ATD23中国线上版）”。通过虚拟会议平台将“ATD 2023国际会议会展”的精华演讲原汁原味的呈现在国
内人才发展从业者眼前。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掌握全球人才发展行业趋势和最佳实践。

ATD中国将在6月26日正式开启“ATD23中国线上版”虚拟会议平台，并提供45天的观看期，确保大家有充分的时间学习所有
演讲内容。

观看2022年
活动回顾

扫描二维码，
进行ATD23中国站报名

ATD23中国站

2023年6月26日-8月9日

虚拟会议平台

参会价格

1-4 人 N/A ¥3,500

¥3,150

¥2,975

¥3,500 10%

15%

5-9 人

10 人或以上

单人标准套餐 折扣 人民币

https://atd23.hrfl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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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ATD中国峰会

线上峰会：2023年10月25-27日

虚拟会议平台

“ATD中国峰会”是ATD中国举办的大型旗舰活动，自2012年起已经连续举办11年，是备受人才发展业界人士推崇的高质量
大型会议，每年吸引大量中国本土学习与发展人士参加。ATD中国峰会紧跟行业趋势，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大型企业决策者
等前来共同分享人才发展领域的先驱观点、重要趋势、新学习技术等内容。

在ATD2023中国峰会中，您可以了解国内外人才发展的最新趋势、头部企业的优秀实践，并与众多的从业者一起探讨工作
中的经验与困惑。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虚拟展厅看到国内最新的人才发展工具和解决方案，寻找提升工作效率和成果的最佳
助手。

参会价格

1-4 人 N/A ¥3,500

¥3,150

¥2,975

¥3,500 10%

15%

5-9 人

10 人或以上

标准价格 折扣 折后价格

https://atd.hrflag.com/

扫描二维码，
进行中国峰会报名

观看2022
中国峰会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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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聚焦”是ATD中国专门为国内的人才发展从业者打造的专题学习项目。该项目针对某一人才发展行业的热点问题，通过
行业专家直播、互动问答、专题演讲等方式，创造一种全新的学习体验，让您有机会与真正的专家讨论您的迷思与计划，提
升您的专业技能。

2023年的“ATD聚焦”将带您深度挖掘“虚拟课堂培训”。尽管疫情的到来让“虚拟课堂”成为了常规的培训手段，但是不
得不承认，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转向虚拟课堂培训并不十分顺利或容易。

更新我们的虚拟培训材料非常困难；相比线下培训，当涉及到教学设计、培训交付和评估虚拟培训效果时，我们所需要做的
准备要多得多；而2023年，我们将继续面临提供有效的虚拟课堂培训并取得成果的挑战。

ATD中国携手行业专家，为您提供所需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以快速提升您的虚拟培训技能。不管您是培训专家还是初出茅
庐，完成该项目的学习后，您都会掌握出色的虚拟课堂相关能力。

扫描二维码，
进行ATD聚焦报名

ATD 聚焦

线上直播：2023年3月9-10日
专题演讲观看期：2023年2月20日-
3月20日

虚拟会议平台

参会价格

1-4 人 N/A ¥2,500

¥2,250

¥2,125

¥2,500 10%

15%

5-9 人

10 人或以上

单人标准套餐 折扣 人民币

拥抱虚拟课堂，提升培训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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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方案

加入ATD中国峰会赞助体系您将享受独特的品牌推广和营销机会。 我们帮助您在最佳的时间将您的产品和服务展示
给最潜在的客户，实现您在ATD中国峰会的推广和商业合作目标。 您可以参考以下所有赞助方案详细介绍, 如果暂
时没有您期望的方案, 我们也会给您提供专属的定制化赞助商方案。

权益 金牌赞助商
RMB 80,000

银牌赞助商
RMB 35,000

铜牌赞助商
RMB 20,000

会前

贵公司名称和Logo将列入会前宣传资料中，
该资料将通过各种形式发送给250,000+潜在
参会者

在会议官方网站上展示贵公司名称和Logo

会中

在电子会刊中展示贵公司名称和Logo

在电子会刊中获得一整页广告版面 -

会议网站中展商大厅的虚拟展位  
(优先展示)

在主题演讲前插入10-15秒的企业广告 - -

在普通演讲前插入10-15秒的企业广告 - -

在虚拟会议室中的Logo Banner展示 -

15分钟的一言环节分享嘉宾之一（正式议
程中） -

15分钟的一言环节分享嘉宾之一（自主点播
议程中） - -

获得电子入场券（不包括虚拟展位管理人
员） 6 4 2

会中（线下
会议部分）

在会议背景板的显著位置上展示贵公司Logo

2站线下活动各拥有的免费参会席位（上海/
北京） 3 2 1

2站线下活动（演示会环节）拥有一个30分钟
的演讲时间段（上海和北京） -

2站线下活动（演示会环节）拥有一个30分钟
的演讲时间段（上海或北京） - -

会后 会议结束后，正在发送给全体参会代表的邮
件中出现贵公司名称和Lo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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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邮件到 china@td.org 咨询企业学习账号具体福利及购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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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学习发展团队
选择合适的企业学习账号级别

企业学习账号
权益与折扣

一级学习账号
（团队成员≤10人）

二级学习账号
（团队成员≤25人）

三级学习账号
（团队成员≤50人）

ATD中国峰会门票 3张 7张 14张

ATD中国峰会门票折扣 9折 8.5折 8折

ATD国际会议会展 (中国线上版) 门票 2张 6张 10张

ATD国际会议会展 (中国线上版) 门票折扣 9折 8.5折 8折

ATD证书课程公开课折扣 9折 8.5折 8折

线上资源中心 最多10个注册账号 最多25个注册账号 最多50个注册账号

ATD Insight

“习社系列”在线分享

定制邮件及消息推送

支付费用 15,000元 (年) 35,000元 (年) 50,000元 (年)

人均投资 1,500元/人 1,400元/人 1,0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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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发展未来，
你我携手共创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与ATD中国联系。 

上海办公室：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1229号静安嘉里中心
办公楼3座22层W10号 
电话：021-3106 3490    邮编：200040

北京办公室：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1号楼
环球贸易中心A座3层
电话：010-5693 7330    邮编：100013

ATD中国官网： www.atdchina.com.cn
统一问询邮箱： china@t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