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nsorship Plan: ASAE Association Leadership Forum,
Asia Pacific, October 29-31, 2018, Singapore
赞助计划：ASAE 亚太社团领导力论坛
2018 年 10 月 29 日-31 日，新加坡
I. Event Information
一、 活动信息
ASAE will organize an Association Leadership Forum on October 29-31, in Singapore.
Detailed event information is shown below:
美国社团管理者协会 (ASAE) 将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31 日在新加坡举办 ASAE 亚太社团领
导力论坛活动。具体信息如下：
Event Name: ASAE Association Leadership Forum, Asia Pacific
活动名称：ASAE 亚太社团领导力论坛
Goal: Explore the roles associations play in society, discover practical ideas for growing your
association，and strengthen your association relationships and partnerships.
目标：探索社团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掘社团发展切实可行的方法策略，加强社团关系和
伙伴关系。
Organizer: ASAE
主办方：美国社团管理者协会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Singapore Exhibition &Convention Bureau，APFA, ICCA
协办单位：新加坡会展局，专业空乘协会，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
Date: October 29-31, Monday to Wednesday, 2018
日期：2018 年 10 月 29 日-31 日，周一至周三
Venue: Grand Hyatt Singapore
地点：新加坡君悦酒店
Who to attend: Secretary Generals,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s, and Lea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ept. from Chinese associations; Leaders
and Organizers of Asia Pacific Associations

参会人员：中国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国际会议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亚太地区协会的负责人
和会议主办方。
Meeting topics:
a) DEEP DIVE AND DISCUSSION:
Transform Your Leadership Abilities to Increase Business Success
b) SECRETARY GENERAL PANEL CONVERSATION:
Maximize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Opportunities
c) DEEP DIVE AND DISCUSSION:
Strengthen Partnerships and Collaboration to Extend Your Reach
d) DEEP DIVE AND DISCUSSION:
Advance Your Public Policy and Global Relations Goals
会议内容：（附详细日程）
1、深度讨论：变革领导力，促进业绩
2、秘书长论坛：本地，区域，全国机会最大化
3、深度讨论：加强合作，扩大自身影响
4、推进公共政策和全国关系目标

II, Sponsorship Plan
二、活动赞助方案
Sponsorship Fee: $1，750
赞助费： 1，750 美元
Benefit 赞助权益:
1. One complimentary full conference exhibitor registration, with the option to purchase one
additional full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for $550 USD.
赠送一个全程参会名额，并可选择额外花费$550 购买另一份参会注册名额。
2. A hi-boy table.
一个贵宾席。
3. Two and a half hours of dedicated exhibit time during breaks, with other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to introduce your destination, product or service.
在茶歇期间，有两个 2.5 小时的专门展示时间，介绍您的产品或服务。

4. Table sign with your company name and table number.
用贵公司名称做的桌牌和桌号。
5. Standard company listing to include a 25-word destination, service or product description
in the Exhibitor Directory of the 2018 Association Leadership Forum Onsite Guide.
在 2018 社团领导力论坛现场指南的参展商名录里包含 25 字公司及产品服务介绍的文字。
6. Pre- and post-show mailing lists to help promote your participation.
活动前和活动后，贵司名称将包含在我们的邮件清单中，以帮助宣传您的参加。
7. 2018 "We're Exhibiting" websticker to use in your marketing collateral and post on your
organization's website.
“We're Exhibiting”网站贴纸可用于您的营销宣传品或公布于组织网站。
8. And more!
更多福利！

III. Why do you need to participate?
a)

Join association colleagues from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US,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at the Association Leadership Forum, Asia Pacific. Through high-level content,
presentations by industry experts, and guided in-depth conversations with peers,
you’ll identify strategies and next steps to take back to your organization.

b)

ASAE, as a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has a strong brand value.
Participating ASAE event will help enhancing your international exposure and brand
credits.

c)

The forum carefully selects the participation of supplier attendance to ensure a
majority attendance of association executives. You will see less competitors as you
can see in other events.

d)

The special “introduce supplier” session (10 min) is tailor made for you and help you
meet your potential clients effectively.

e)

The forum focuses on discussing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of association leadership,
hence it helps you to understand your clients’ need more specifically.

三、您为什么值得参加？
1．您将与来自亚太地区、美国、欧洲的协会同行一起参加亚太社团领导力论坛。通过高水平
的内容、行业专家的介绍和与同行的深入交流，您将确定战略和行动方案。
2. ASAE 为国际知名的 社团管理者协会，参与 ASAE 活动可以大大提升贵司的国际曝光度和
品牌信任度。
3. 此次论坛活动对赞助单位进行遴选，保证协会从业人员的参会比例，控制供应商参加的比
例。因此，您将见到较少的竞争对手。
4. 会议专门设计“介绍供应商”环节，帮你有针对性地结识潜在客户和合作伙伴。

5. 会议更侧重讨论在社团领导中的热点问题和挑战，有利于服务机构了解客户需求。

IV Contact information
ASAE China office
Tel: 5664 1726 /13681036989
Email： china@asaechina.org

四、联系方式
请即日起至 10 月中旬请联系：
ASAE 中国办公室
Tel: 5664 1726 /13681036989
Email： china@asaechina.org

附件 1：日程详情：
2018.10.29，星期一
2018.10.31,星期三
18:00 – 20:00
欢迎晚宴

8:30 – 9:00

由新加坡君悦酒店主办

酒水

2018.10.30，星期二

9:00 – 10:15

8:00 – 9:00

深度讨论:加强合作，扩大自身影响

注册报到
9:00 – 9:30
对话和合作
9:30 – 10:45
深度讨论:变革领导力，促进业绩

10:15 – 10:45
茶歇
10:45 – 12:00
深度讨论:评估增长战略

10:45 – 11:15

12:00 – 13:15

茶歇

午餐

11:15 – 12:30

13:15 – 14:30

秘书长论坛：本地，区域，全国机会最大

深度讨论:推进公共政策和全球关系目标

化
12:30 – 13:45
午餐
13:45 – 15:00
深度讨论:加强会员联系，提高参与度
15:00 – 15:30
茶歇
15:30 – 17:00
深度讨论:探索支持社团的实践策略
18:00 – 20:00
接待会
由滨海湾金沙酒店主办

14:30 – 15:00
茶歇
15:00 – 16:15
深度讨论:拥抱数字变革
16:15 – 16:30
对话与合作

附件 2：关于 ASAE
美国社团管理者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SSOCIATION EXECUTIVES) 是会员制的
非盈利国际专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超过 22,000 多位会员，来自于 11,000 多个不同国
际性专业组织。ASAE 会员们的身份和层次较高，都是各大国际性专业组织的协会高管和企业
合伙人等，在全世界 50 多个国家管理着主要的国际行业协会、个人会员组成的各类国际学
会，以及各类国际志愿组织。
作为学习、知识共享和未来研发的首要资源，ASAE 美国社团管理者学会长期致力于为国
际行业协会和非盈利国际组织的高级主管提供了一个教育培训、资源共享的平台，大力促进各
大协会和非盈利组织增强综合实力。
ASAE 美国社团管理者协会是世界著名的非盈利性协会高级管理人员的专业协会，致力于
资助和提供专业 CAE®认证计划。ASAE 的协会管理专业认证 (CAE®)作为全球最权威的国际
协会管理资格认证，已得到各大国际行业协会、各类国际学会，以及各类国际志愿组织的重视
和认可。
美国社团管理者协会还为协会管理人员提供各种教育和培训机会，包括面授和在线课程、
年会和展览、在线交流专区和兴趣小组、电子期刊和出版物等。 其中《成功之道：协会运营
的七大法则》中文版等四本书籍已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2010 年，ASAE 率领美国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会见了国家外专局等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协
会组织。近几年， ASAE 多次参与了国内的会议和协会交流活动，并建立了积极的合作伙伴
关系。目前 ASAE 在中国设有办公室，为中国本地的协会管理人员提供交流和教育的服务。
了解更多美国社团管理者协会的信息，请浏览学会官方网站 www.asaecenter.org 及中文网站
www.asae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