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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报名2014百万圆桌年会。

6月8日至11日，数千名百万圆桌会

员将聚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

市。欢迎您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探

索百万圆桌伙伴在拓展业务、提高

专业技能以及丰富个人生活方面的

新理念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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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圆桌年会为您提供...

为期三天的精彩主场会议演讲

今年的主场会议节目将为您带来提高工作效率的新方法、撼

动心灵的感人故事、展望未来趋势的真知灼见，以及幽默的

故事和令人惊艳的画面。

特别活动

这些活动为与会者提供在探索多伦多美食和美景、感受这座城

市的脉动和旋律的同时与其他会员伙伴游玩和娱乐的机会。

深度特别会议

特别会议提供更多专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机会，包括专门为

超级会员、顶尖会员和首次与会者所设计的特别内容。这些

会议安排比较长的时间，让与会者能够就一个主题深入探

索。一些特别会议需要在报名时另外付费。所有特别会议都

要求凭票入场。

超过50场专业发展焦点会议

为期三天的会议，与会者可以出席各种主题的焦点会议，包

括： 

财富管理

保护规划与商品

销售方法与技巧

行销

经营管理 

全人理念
 
顶尖会员会议的特点是专门为顶尖会员和希望把业绩提高到

超级会员和顶尖会员级别的会员所设计的较高级别的内容。

欢迎访问2014百万圆桌年会网站以了解

会议的所有最新动态。

www.mdrt.org/2014am

www.mdrt.org/2014am


2 不提供同声翻译 预购票活动

节目总览

上午11:00 – 下午5:00 百万圆桌商店开放

上午11:00 – 下午6:00 登记开放

上午11:00 – 下午3:30 会前讲座

下午4:30 – 下午5:30 PGA志愿者说明会

下午6:00 – 晚上7:30 神剑骑士接待会（仅限百万圆桌基金会神剑骑士团成员和2014年度核心成员团捐赠人凭邀请函 
参加）

星期六，6月7日

会前讲座

超越大肆宣传：运用社交媒体来连接、吸

引并使业务彻底改观

上午11:00 - 下午1:00
Graeme Codrington, DBA
Graeme Codrington博士是研究未来工作趋势以及促使该趋势

发生的破坏性力量的专家。我们在接下来十年将面临最大的革

命是处理信息方式的转变。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的崛起只

是一个开始，很多公司才刚刚开始运用这项新科技有效地吸引

客户。这个讲座解释朝社交媒体转变背后的驱动力，证明它远

远超越单纯的大肆宣传，并概述在业务中更有效地使用社交媒

体需要遵循的关键原则。

另外收费：25美元  

会前讲座

信任的边缘 
90天快速计划

下午1:30 - 3:30
David Horsager
David Horsager 研究并发表关于真正成功的基础——信任的

底线影响的演说。在本次讲座中，他根据自己的著作《信任边

缘》中的概念，向与会者介绍“90 天快速计划”(The 90 Day 
Quick Plan, 90DQP)，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找出首要任务，

安排日常活动，衡量改变以及建立“8 个信任支柱”(8 Pillars 
of Trust) 的架构。

另外收费：25美元  



不提供同声翻译 预购票活动

节目总览

上午7:30 - 晚上7:00 登记开放

上午7:45 - 10:00 在 ConneXion Zone（交流区）举行顶尖会员联谊（向所有登记的与会者开放）

上午10:00 - 下午5:00 ConneXion Zone（交流区）开放

上午10:00 - 下午5:00 百万圆桌商店开放

上午11:00 - 下午1:30 超级会员与顶尖会员节目与接待会
（仅限 2014 年度超级会员和顶尖会员参加）

下午4:30 - 6:00 首次与会者体验会（仅限第一次出席年会的与会者参加）

晚上7:30 -  9:30 欢迎会

星期日，6月8日

超级会员与顶尖会员节目

上午11:00 - 下午1:30 
节目 上午11:00 - 中午12:30

接待会 中午12:30 - 下午1:30

每年，超级会员和顶尖会员都受邀出席这场特别的聚会，

为他们的成功而庆祝，一起互相交流，了解行业趋势。访问 
mdrt.org/2014am查看为这项专属活动所准备的精彩演讲和接

待会安排详情。

这个免费活动只对2014年度超级会员和顶尖会员开放，凭票入

场。这项活动不收费，但是需要提前报名。在填写《报名与住宿

登记表》时，请务必在“凭票入场活动”下，勾选适当的选项来

索取入场券。  

首次与会者体验会

下午4:30 - 6:00
Passing Zone表演

这个活动为首次与会者提供初次体验百万圆桌年会最负盛名的

激情和能量的机会。今年的主题演讲嘉宾邀请到双人幽默杂耍

表演团体“The Passing Zone”。在这个独特的表演中，他们将

以幽默逗趣的方式谈论成功的关键因素，还将借助一些很不寻

常的道具展示如何让这些物品协调地配合在一起。

这个免费活动只对2014年会首次与会者开放，凭票入场。这项

活动不收费，但是需要提前报名。在填写《报名与住宿登记表》

时，请务必在“凭票入场活动”下，勾选适当的选项来索取入场

券。     

欢迎会

晚上7:30 - 9:30
请务必按时出席年会的开幕酒会。“色彩与灯光的世界”是今年

晚会的主题，届时，您可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同仁欢聚一

堂。随着2014多伦多年会在晚会中拉开帷幕，百万圆桌会员乐

队带来的精彩演奏，也预示着今年会议的精彩与成功。提供免

费饮料票和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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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总览

上午6:00 - 6:45 特别活动：Zumba有氧运动

上午6:30 - 7:30 顶尖会员见面会（仅限2014年度顶尖会员参加）

上午7:00 - 下午4:00 登记开放

上午8:00 - 11:30 主场会议

上午11:30 - 下午5:30 ConneXion Zone（交流区）与百万圆桌商店开放

中午12:00 - 下午1:30 特别会议（*预购票活动含午餐） 

下午2:00 - 5:00 焦点会议

下午4:30 - 5:30 四分之一俱乐部（仅限四分之一俱乐部成员参加）

下午5:30 - 6:30 顶尖会员接待会（仅限2014年度顶尖会员参加）

星期一，6月9日

特别会议

向多世代销售与行销

中午12:00 - 下午1:30
Seth Mattison
市场被分得越来越细，一种规格的服务或产品是很难满足所有客户和顾客的需求。这个演讲将介绍传统主义者、婴儿潮世代、X世代

和千禧世代不同的敏感问题和喜好，行销和销售人员需要知道如何与他们拉近关系。这并不是说要创造一种新的销售系统，而是在

已经成功的方法中增加一个跨世代“视角”，使之更具影响力。

另外收费：50美元含午餐。  

多伦多蓝鸟队迎战 
明尼苏达双城队

晚上6:45 - 10:00

比赛开始时间：晚上7:07

在独特的罗杰斯中心 (Rogers 
Center)，观看多伦多蓝鸟队迎

战对明尼苏达双城队，一边享

用晚餐，一边从球场内的视线

餐厅(Sightlines restaurant )欣
赏棒球比赛。

充分利用您访问多伦多的机会，参加会议期

间所准备的各项特别活动或旅游安排。如

需报名，请访问www.mdrt.org/2014am* 
网站上“Special Events”（特别活动）栏

目。

Beer Bistro餐厅啤酒品尝 
下午5:30 - 晚上7:30

Beer Bistro 餐厅是品尝啤酒的

绝佳选择，餐厅地点位于多伦多

的金融区，将为所有宾客留下一

次难忘的经历。这项私人活动

将提供五款独特酿造的啤酒以

及与搭配不同啤酒享用的特别

美食。   

不含交通。步行时间约为15到
20分钟。

星期一，6月9日 星期二，6月10日

特别活动，旅游，运动节目

不提供同声翻译 预购票活动。在填写《报名与住宿登记表》时，请务必在“凭票入场活动”下，勾选适当的选

项来索取入场券。

*  请注意，为了确保这些活动如期进行，售出的票数必须达到

最低数量。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最低数量，票价将会全数退

还。

www.mdrt.org/2014am


星期一，6月9日至星期三，6月11日

健康与健身 
上午6:00 - 6:45

您因为出席年会而错过了规律的运动计划吗？每个清

晨，与会者都有机会参加百万圆桌会员专属的健身课

程，并有专业健身老师带领。访问年会网站了解更多详

情。 

星期一，6月9日 ZUMBA有氧运动 上午6:00 - 6:45    

星期二，6月10日 普拉提   上午6:00 - 6:45

星期三，6月11日 瑜伽    上午6:00 - 6:45

星期二，6月10日

特别会议

大脑工作原理：优化绩效的方法

上午6:00 - 7:15
Heidi Hanna, Ph.D.
随着不断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人们很容易陷入同

时处理多重任务的陷阱。这不仅会使我们的专注力和注意力降

低，还会影响我们的创造力和总体的参与能力。在这个会议中，

您将学习立即可以优化精力和绩效的简单策略，创造一个随着

年龄增长反而更加健康的大脑。

另外收费：35美元含早餐  

特别会议

成就伟大的秘诀

中午12:00 - 下午1:30
Don Yaeger
Don Yaeger长期担任《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副主

编，具有得天独厚的机会接触这个时代一些极其成功的人士。

Yaeger分析了超过25年的采访中所收集的受访者亲自口述的

内容，从中发现这些超级成功人士身上都具有的“伟大人士的

16个共同特点”。与会者将学习如何把这些特点运用到自己的

生活和事业上。

另外收费：50美元含午餐   

节目总览

上午6:00 - 6:45 特别活动：普拉提

上午6:00 - 7:15 特别会议（*预购票活动含早餐）

上午7:00 - 下午4:00 登记开放

上午8:00 - 11:30 主场会议

上午11:30 - 下午5:30 ConneXion Zone（交流区）与百万圆桌商店开放

中午12:00 - 下午1:30 特别会议（*预购票活动含午餐） 

下午2:00 - 5:00 焦点会议

下午4:30 - 5:30 四分之一俱乐部（仅限四分之一俱乐部成员参加）

下午5:30 - 6:30 顶尖会员接待会（仅限2014年度顶尖会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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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6月9日与星期二，6月10日

水陆空感受多伦多 
下午5:15 - 晚上11:30

在水上、空中、陆地全方位

感受多伦多的美景。您的夜

晚将在乘坐着游船欣赏多伦

多群岛美景中展开。巡游结

束后，紧接着将前往世界著

名的 CN 塔，在多伦多上空的

113 层 360 度旋转餐厅享用

晚餐。最后，您的夜晚将在

欣赏热闹动感的城市中划上

句点。

深夜尼加拉瓜瀑布 
下午5:15 - 午夜12:00

游览世界上最壮观的自然

奇观之一：尼加拉瓜大瀑

布。您的冒险将包括乘坐

Hornblower 和在大瀑布的喜

来登饭店享用晚餐，巨大的

全景窗户大瀑布夜晚灯火辉

煌的壮观景色尽收眼底。

不提供同声翻译 预购票活动。在填写《报名与住宿登记表》时，请务必在“凭票入场活动”下，勾选适当的选

项来索取入场券。



6

节目总览

上午6:00 - 6:45 特别活动：瑜伽

上午7:00 - 下午2:00 登记开放

上午7:00 - 下午6:00 翻译耳机柜台开放

上午9:00 - 11:30 焦点会议

上午9:30 - 10:30 四分之一俱乐部（仅限四分之一俱乐部成员参加）

上午9:30 - 下午1:30 百万圆桌商店开放

下午1:30 - 5:00 主场会议

下午3:00 - 5:30 百万圆桌商店开放

晚上8:00 - 10:30 闭幕式(Party on the Platform)特别节目百万圆桌达人秀

星期三，6月11日

闭幕式(Party on the Platform) 
特别节目百万圆桌达人秀！

晚上8:00 – 10:30 
晚上8:00 入场 
 现场可购买饮料和零食。

晚上8:30 - 9:15 百万圆桌达人秀

 为您的百万圆桌伙伴欢呼，选出您最喜爱的表演 
 成为2014百万圆桌达人秀比赛的获胜者。

晚上9:15 - 10:30 舞会

在2014百万圆桌年会的帷幕圆满落下之际，与朋友们尽情

欢乐。

本活动免费，不过需要提前报名。在填写《报名与住宿登记

表》时，请务必在“凭票入场活动”下，勾选适当的选项——您

必须年满21岁才可以出席这个活动。

想法交流

上午9:00 - 10:00
交流想法与互相学习是百万圆桌创会与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

便于与会者互动的想法交流单元将提供英语、粤语、日语、韩

语、华语以及西班牙语分会场。

不提供同声翻译 预购票活动

百万圆桌达人秀——您光芒四射的机会！

在2014年4月21日以前，百万圆桌接受参加2014百万

圆桌达人秀参赛者的表演视频。被选中的参赛者将在

2014百万圆桌年会闭幕式(Party on the Platform)的舞

台上角逐最后的胜利。所以，请重新穿上您的舞鞋，再

次展现您的歌喉......请把握时间提交表演视频！访问年

会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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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如有变更

请访问网站 www.mdrt.org/2014am 以了解最新动态。

所有节目信息截至印刷时均准确无误。所有2014年会演讲嘉宾一经确认后，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在2014年会的官方网站上。了解

最新演讲嘉宾介绍和会议内容，请访问：http://www.mdrt.org/2014am。

*预购票活动必须在报名时购买。活动现场概不售票。在填写《报名与住宿登记表》时，请务必在“凭票入场活动”下勾选适当的

活动选项。预购票活动在2014年4月30日后恕不退款。预购票活动都不提供同声翻译服务。

ConneXion Zone（交流区）

星期日，6月8日，上午10:00 - 下午5:00 

星期一，6月9日，上午11:30 - 下午5:30 

星期二，6月10日，上午11:30 - 下午5:30

在ConneXion Zone（交流区）建立您的社交网络！

这个空间让与会者不仅可以与其他会员交流，与参展商互动，

还可以听取演讲，参加主场会议演讲嘉宾的问答环节，或者

了解可以提高业务的最新科技诀窍。如需了解展览和赞助商

信息，可以访问www.mdrt.org/2014am，或者发送电子邮件

至：meetings@mdrt.org。

百万圆桌商店

百万圆桌商店拥有这个行业最佳的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大部

分由百万圆桌会员所创作，是您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石。百万

圆桌商店的每件商品都可以用来巩固您作为全球最精英的

金融服务团体成员的地位。我们的商品种类包括：展业、销

售方法与技巧、处理异议以及完成销售等。

如想预先了解商品内容，请访问 http://www.mdrtstore.org/ 。

 
 
 
 
 
 
 
 
 
 
 
 
 

百万圆桌基金会

百万圆桌基金会是所有百万圆桌会员都享有的有意义

的福利。百万圆桌基金会让您能够支持所关心的慈善

事业和团体，成为一名社区领导者，并认识一些伟大的

行业领袖。百万圆桌年会期间，您可以通过支持2014

宣誓劝募(Promise Appeal)活动来参与基金会，此次

活动特别协助一家让世界更团结、更和谐的慈善团体。 

www.mdrtfoundation.org  

www.mdrt.org/2014am
http://www.mdrt.org/2014am
www.mdrt.org/2014am
mailto://meetings@mdrt.org
http://www.mdrtstore.org
www.mdrt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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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地址

2014百万圆桌年会的主会场位于多伦多会展中心(Metro 
Toronto Convention Centre)，地址：255 Front Street West,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V 2W6。 

谁有资格出席？

2014百万圆桌年会仅向被批准的2014年度百万圆桌会员开

放。与会者配偶、亲戚、朋友或业务伙伴都不允许报名或出

席年会的任何正式仪式或活动。请确保尽早提交您的2014
入会申请表。

报名费时间安排

优惠报名：2014年2月1日至4月21日 

优惠报名费：695美元 
2014年4月21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晚上11:59）
之前收到报名表与有效付款。

提前报名：4月22日至6月6日 
报名费：895美元 
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至6月6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标

准时间晚上11:59）期间收到报名表与有效付款。

现场报名：  
报名费：995美元 
2014年6月7日（星期六）及会议期间收到报名表与有效付款

（将现场处理）。

如需通过电汇支付年会报名费，请联络meetings@mdrt.org，
了解银行账户资料。

如何报名

百万圆桌官方报名与住宿服务供应商Experient负责处理所

有报名与住宿请求和变更。

网站： www.mdrt.org/2014am

邮寄： MDRT Registration

 Experient/MDRT  
 P.O. Box 4088   
 Frederick, MD 21705 USA 

传真： +1 301.694.5124 

报名和住宿问题咨询：

美国地区： +1 800.974.3084

其他地区： +1 847.996.5876

电子邮件： mdrt@experient-inc.com

年会报名退款政策与时间安排

取消报名的请求必须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

Experient才符合退款要求。所有退款将以当初的付款方式

退还。退款请求必须在美国东部（纽约）时间晚上11:59以
前收到。

收到取消请求： 退款金额

2014年2月3日 -  全额退还（扣除50美元手续费） 
5月7日 

2014年5月8 - 23日 退还50%（扣除50美元手续费）

2014年5月24日以后 恕不退款

预购票活动 2014年4月30日后恕不退款 
   

*  有关<签证被拒>的退款截止时间，参考第10页。

mailto://meetings@mdrt.org
www.mdrt.org/2014am
mailto://mdrt@experient-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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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信息 — 官方酒店

Experient将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处理所有酒店预订要求。酒店选择与价格仅供参考，恕不保证。请在酒店申请表中注明

到达与离开日期。如果这项信息不完整，Experient将自动预订为6月8日（星期日）到达，6月11日（星期三）离开。确认预

订的信用卡需要在2014年8月仍然有效。我们接受American Express，Visa，MasterCard，Discover信用卡。Experient

将在收到您的《报名与住宿登记表》两个工作日以内，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邮件向您发送确认函。接受酒店预订申请的

截止日期是2014年4月30日。在此之后收到的酒店预订申请将根据实际客房的可用情况进行处理。客房数量有限。预订

酒店时，请务必列出与您同住的人的全名。请保存一份《报名与住宿确认函》副本，以供存档。

费尔蒙特皇家约克酒店(Fairmont Royal York)* 
（总部酒店） 
单人/双人：239加元

房费包括：

Fairmont President 俱乐部会员可以享受免费拨打当地电

话、免付费电话和上网优惠。加入Fairmont尊贵会员计划

是免费的，可以在网上注册，网址：www.fairmont.com/fpc。
宾客必须在入住酒店以前加入会员。

所有通过百万圆桌住宿供应商Experient预订酒店的与会

者将参加抽奖活动，奖品是享有一间客房免费升级至豪华

套房(Deluxe Junior Suite)。如欲参加抽奖活动，请务必在

2014年5月15日前预订房间。

多伦多凯悦酒店(Hyatt Regency Toronto) 
单人/双人：225加元

房费包括：

免费上网

免费拨打免付费电话和当地电话

多伦多中心洲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 Toronto Centre)
单人/双人：269加元

房费包括：

免费上网

免费拨打免付费电话和当地电话

多伦多市中心万丽酒店(Renaissance Toronto Downtown) 
单人/双人：259加元

房费包括：

免费上网

免费拨打免付费电话和当地电话

  酒店客房价格以加元(CAD)计价，在退房时将收取相关的税或费用（目前13%统一销售税HST与3%DMF费）。

费尔蒙特皇家约克酒店吸烟房间数量有限。这些房间需要提出申请，但不能保证。

关于是否可以升级或套房预订情况，请直接联系Experient。

www.fairmont.com/f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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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变更或取消

变更预订必须在线修改，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向Experient提
出请求。取消预订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请求。如果您需要修

改或取消预订的酒店：

2014年4月30日 - 2014年5月13日
变更预订必须在网上修改，或者把书面请求发送电子

邮件至：mdr t@exper ient - inc .com，或者，传真至： 
+1 847.996.5401。取消预订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请求。所

有变更都视当时情况而定，恕不保证。

2014年5月14日 - 2014年5月19日
所有酒店预订将交由酒店处理。这段时间无法修改或取消。

5月20日
如果变更或修改预订，请直接与酒店联络。根据各酒店的政

策，在已经确认的到达日期取消或没有入住，酒店将收取一

晚房费和相关税费，并失去原先的预订和押金。已经取消的

预订不得恢复，如需住宿，需要重新预订。

旅行签证与护照

旅客必须持有有效旅行文件才能进入加拿大和顺利返回家

园。根据您的出发地，文件要求有所不同。

如果会员申请加拿大签证时需要出示邀请函，您可以访问

2014年会官方网站，输入2014年度百万圆桌会员编号和出

生日期，即可生成一份显示您姓名的邀请函，然后就可以下

载使用。

签证被拒

如果报名参加年会的会员未能获得加拿大签证，百万圆桌

协会将退还全额的报名费，前提是会员需要在2014年6月
11日前把被拒签的官方文件提交给百万圆桌，电子邮件： 
mdrt@experient-inc.com。如果晚于2014年6月11日，百万

圆桌恕不受理因拒签而提出的退款请求。

护照

给自己充足的处理时间申请护照或换新的护照。检查

2014年度会议的网站有用的链接资源，其中可以找到美

国国务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加拿大边境服务

署(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和西半球旅行计划

(Western Hemisphere Travel Initiative)网站。

mailto://mdrt@experient-inc.com
mailto://mdrt@experient-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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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翻译和翻译耳机与接收器

2014百万圆桌年会的官方语言为英语。百万圆桌将为主场

会议以及同种语言翻译申请人数超过50人的部分焦点会议

提供同声翻译服务。百万圆桌最多提供12种语言的同声翻

译服务。如果收到申请的语言种类超过12种，将只提供申请

人数最早达到最低报名人数要求50位的12种语言。

同声翻译服务需求必须在年会报名与住宿申请表上明确注

明。并且翻译服务需求必须在2014年4月30日前提出。

百万圆桌将为符合上述要求的所有报名会员提供同声翻译

耳机和接收器。耳机和接收器数量有限，如果在事先报名

时没有提出要求或在年会现场报名时提出，百万圆桌将无

法保证足够的耳机和接收器可用。

租用耳机时，需通过个人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Visa
或MasterCard）支付400美元的押金。会议结束后，设备在

交还时保持完好无损，信用卡凭单将予以退还，并不收取任

何费用。

 
 
 
 
 
 
 
 

助听器

需要听力协助的会员，现场将提供助听器，请务必在报名表

中注明需求。

租用耳机时，需通过个人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Visa
或MasterCard）支付400美元的押金。会议结束后，设备在

交还时保持完好无损，信用卡凭单将予以退还，并不收取任

何费用。

作为PGA志愿者体验年会

加入节目统筹安排(Program General Arrangement, PGA)
志愿者团队，能够丰富年会体验、与其他会员交流、结识新

朋友。PGA志愿者的工作是在年会期间接待与会者、检查

姓名吊牌、指引方向，以及协助其他的重要工作等。百万圆

桌年会的体验独一无二——积极参与其中吧！

当您在网上www.mdrt.org/pga或以传真方式报名年会时，

可以了解更多详情或报名加入PGA志愿者。索取PGA志愿

者传真表格，可以发送传真至百万圆桌或直接拨打电话，传

真：+1 847.518.8921，电话：+1 847.692.6378。

所有志愿者都必须出席6月7日（星期六）下午4:30举行的

PGA说明会。在说明会上，您将了解到关于您所负责工作

的重要详细细节。请在安排旅程计划时，确保按时抵达多伦

多出席说明会。

http://www.mdrt.org/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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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与交通

多伦多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交通非常方便是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站。如需了解其他交通信息，请访问2014年会网站。

Gant旅游公司 
百万圆桌与GANT旅游公司合作，满足您的旅行需求。

免付费电话： +1 877.883.4865（美国与加拿大地区）

直线电话： +1 224.803.2601（美国与加拿大地区以外地区）

电子邮件： mdrt@ganttravel.com 

服务时间： 上午7:30至下午6:00（加拿大中部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搭乘飞机

多伦多有两个机场：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Toronto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从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到市中心平均时间约为25至40分
钟。

> 机场豪华轿车平均车费： 
 58加元（单程）

> 机场巴士： 
 27.95加元（单程），42加元（来回双程）

多伦多市中心机场(Billy Bishop Toronto City Centre 
Airport)
这个机场又称为多伦多岛机场，是全球最便利的城市机场。

位于多伦多群岛的西边，被誉为“多伦多城的前门”，乘坐轮

渡和穿梭巴士只需数分钟即可到达市区。有两家航空公司

可抵达这个机场：波特航空(Porter Airlines)和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加拿大和美国有15个城市的航班可以飞往这

个机场。

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当您预订航班出席2014百万圆桌年会时可以节省机票费用！

百万圆桌与联合航空合作为百万圆桌与会者和贵宾提供会

议特别折扣。当搭乘我们合作的航班可以节省机票费用约

2%至10%。折扣适用于联合航空和由联合航空所运营的航

班或联合快运(United Express)、汉莎航空(Lufthansa)和全

日空航空(All Nippon Airways) 旗下的其他航线。使用时受

相关规定的限制。

> 在UNITED.COM预订机票时，输入优惠码：ZQT2427441。

Hertz租车

Hertz向百万圆桌会员提供每日、周末或每周优惠价格，您

可以参观多伦多的风景名胜！

您可以通过在网上预订来享受此次大会的特别优惠价

格——在2014年会网站查看大会特别优惠价格的链接。在

预订时，请务必提供以下CV码。

> Hertz电话： 
 +1 800.654.2240 或 +1 405.749.4434

> CV码： 
 02RA0027

加入百万圆桌社群

为了在会议前了解百万圆桌的最新动态，欢迎加入百万圆

桌Facebook粉丝团。您将接收到会议的最新动态和信息。

2014年会期间，百万圆桌将在Twitter上全程与大家即时

互动，欢迎积极参与。加入百万圆桌Twitter社群，账号是 
@MDRTweet，还可以使用#MDRT2014 搜寻来参与讨论。

#MDRT2014



探索多伦多的 
热门景点与活动。
我 们建 议您访问特别为百万圆桌所

设计的多伦多旅游官方网站：w w w .
mytorontomeeting.com/mdrt2014.aspx，
探索多伦多。请务必访问“Deals”栏目，查

看他们所提供的景点、餐饮、购物、娱乐等

优惠信息。

www.mytorontomeeting.com/mdrt2014.aspx
www.mytorontomeeting.com/mdrt2014.aspx


MDRT®, 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 Top of the Table®, Court of the Table®, MDRT Foundation®, The Premier Association of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ConneXion 
Zone®, Global Gift Fund® 以及百万圆桌® 都是美国百万圆桌协会的注册商标。

未来的百万圆桌 
会议
2014顶尖会员年会
9月17日 - 2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2015年会
6月14日 - 17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