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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集的城区、大中城市
是寿险业务的主战场。正因如
此，新华战略转型的机构策略聚
焦于“本部战略”。在本部战略的
推进过程中，隶属于新华保险河
南分公司的郑州中心支公司大步

跨进，跃升至系统第一本部，焕发
出耀眼的光芒。

截至2015年10月，郑州中支
年度规模保费9.89亿元，同比增
长15%；价值保费2.02亿元，同比
增长54%，各项指标较去年同期

战略转型落地中原

河南新华迎阶梯式发展

此次媒体开放日活动还
安排了媒体实地参观环节，
2015年春落成的新华首家五
星级柜面给与会人员留下了
耳目一新的感觉。

有别于传统金融机构营
业大厅内过于严肃、沉重的布
局，新华保险五星级体验式柜
面风格庄重又不失活泼、严谨
中透着清新，无论是大厅内硬
件设施的搭配，还是工作人员
的微笑式服务，无不透露出现
代金融服务企业的专业度和
亲和力。

五星级体验式服务柜面
为客户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模
式，客户可以轻松浏览网站，
下载掌上新华，扫描新华保险
微信二维码，还可以查询公司

“产品体系”、“服务明星”、“服

务直通车”等模块，甚至可以
进行专业的健康体检，并由医
师给予现场解答。通过温馨
的一对一服务模式、前沿的科
技成果、精准的健康检测、专
业的健康咨询，客户可以尊享
新华保险全方位的服务设置，
获得与众不同的服务体验。

核心提示 | 河
南是中国第一人口大
省、第一农业大省、新
兴工业大省和劳动力
输出大省，更是保费
大省。2014年，河南
全省寿险保费收入
752亿元，全国排名
第五。

新华保险全系统
第一大本部即诞生在
河南郑州。2015年
10 月 29 日，来自北
京和河南当地的 19
位媒体人士齐聚河南
郑州新华保险大厦，
出席“走进新华——
新华保险媒体开放
日”活动。

这也是自 2011
年以来，新华保险举
办第 15届媒体开放
日。至此，已有来自
全国21个省市地区
的共计350人次媒体
领导和记者走进新华
保险总部与基层单
位，参观座谈。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徐燕 文图

本部战略 成效显著

五星柜面 落户郑州

2011年，新华保险确立了“中
国最优秀的以全方位寿险业务为
核心的金融服务集团”的发展愿
景、开启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战
略转型。如今，新华保险的战略
转型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其产
品结构、队伍能力、客户基础、机
构建设等方面也获得持续改善，
公司业绩保持稳步增长，连续五
年稳居寿险市场三甲。

2015年上半年，新华保险经
营业绩和态势达到了历史最佳水
平，经营业绩依然处于寿险行业
领先地位，公司进入可持续、健康
发展的轨道。

成立于2002年的新华保险
河南分公司，一向致力于客户服
务与队伍建设，经过不断积累沉
淀，郑州本部已连续3年保持新华
全系统第一大本部，分公司个人
新单价值保费、续收新单价值保
费等多项指标位列全系统第一。

谈到河南分公司的发展，
2010年是无法绕过的一个转折

点。这一年，新华保险新五年战略
规划酝酿待发；这一年，河南新华
新任领导班子面临着队伍稳定和
业务提升的双重命题；这一年，成
为河南新华发展史上的新起点。

2010年至今，近6年时间，一
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慢慢凸显——
河南新华价值保费从当年的系统
第4位跃至目前的系统第1位；市
场排名由当年的第5位攀升至目
前的第3位；公司品牌影响力在河
南市场深入人心，赢得政府评价体
系和主流媒体颁发的多项大奖。

据新华保险公司总监兼河南
分公司总经理孙保收介绍，截至
2015年 10月28日，河南分公司
实现年度规模保费64.5亿元，全
面实现同期正增长，位居河南省
寿险市场第三。其中个人新单价
值保费在新华保险全系统排名第
一，续收新单价值保费系统第一，
总价值保费系统第一，个险毛价
值系统第一，续收毛价值系统第
一，总毛价值系统第一。

深入转型 健康发展

消息树

近日，第13场银行业新
闻例行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招
商银行总行副行长刘建军以
《以创新驱动“轻型银行”战略
转型》为主题，介绍了该行“轻
型银行”战略转型、零售业务

创新、互联网金融发展策略等
情况。招行业务创新由来已
久，尤其是创新推出的“一卡
通”、“一网通”等产品，开创了
银行业客户账户和渠道服务
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招行

2004年启动零售银行战略转
型，目前已成为国内零售银行
的标杆。F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李瑞香）

今年以来，交行河南省分
行为推动省辖行零售业务转型
发展，积极开展零售业务“启航
计划”。该行采取加强考核、开
展专项行动、专项资源支持多
项措施推动此计划。截至十月

中旬，15家辖行及县域支行人
民币狭义储蓄存款余额较年初
新增近50亿元，有效客户较年
初增加两万余户，取得阶段性
成效。 （记者 徐曼丽 通讯
员 全权）

10月28日，光大银行旗
下的“购精彩”商城（mall.
cebbank.com）正式上线。“购
精彩”商城具三大特色：一是
构建“金融+生活”生态圈；二

是打造“自有+输出”综合电商
解决方案；三是启动“互动+互
通”特色模式，坚持“真品、精
品、名品”的定位，保证质量，
优中选优，实现线上全体系的

互融互通，形成以专业化金融
服务为依托的电子商务金融服
务平台。
F（记者 徐曼丽 ）

近日，中信银行与返利网
正式发布国内首款“互联网＋”
线下消费返利联名信用卡——
中信返利F卡。这意味着，用

户通过返利网平台网购以及在
线下数千万家计积分的商户消
费都将直接获得1%的现金返
利。此前，中信返利F卡已经

在返利网进行了四轮申请内测
版，每次开放的5000个申请名
额都在上线后几秒内被用户抢
空。F（记者 徐曼丽）

10月 23日，河南银监局
对2014年度全省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工作进行了通报表扬，
浦发银行郑州分行小企业金融
服务中心荣获“优秀团队”称
号，辖内许昌分行王书正被评

为“先进个人”，充分体现了浦
发银行在小微业务方面的业务
优势和河南银监局对郑州分行
小微企业金融工作的高度评
价。F（记者 徐曼丽）

中信跨界首推互联网+消费返利信用卡
交行河南省分行“启航计划”
取得阶段性成效

光大银行“购精彩”商城上线

浦发银行郑州分行
荣获小微服务先进称号

招行首露互联网金融创新策略

2015年10月30日，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了2015年三季报。2015年前
三季度，民生银行集团（包括
民生银行及其附属公司）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3.7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15.99 亿 元 ，增 幅 4.35% 。

2015年前三季度，民生银行积
极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有序
推进凤凰计划项目，有效实施
改革转型工作，加快业务结构
调整和优化，加大资产质量管
控力度，保持盈利能力持续提
升。F（记者 徐曼丽）

民生银行前三季度实现
净利383.77亿元

11月3日下午，全省300
位行业精英见证了由河南信
贷精英俱乐部主办，以“共促
河南信贷发展，同筑精彩中国
梦”为主题的2015年河南省
第一届信贷行业高峰论坛暨

河南信贷精英俱乐部大会隆
重召开。此活动受到了省政
府领导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共
促河南信贷发展，同筑精彩中
国梦是本次活动举办的初衷
所在，组委会希望通过本活

动，解决我省信贷领域出现的
新问题、新情况，寻找行业可
持续发展道路，为我省经济发
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F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徐伟）

河南省第一届信贷行业高峰论坛胜利召开

11月1日，由挣钱宝主办
的“万创·学区1号项目众筹
会”召开，开启了互联网金融+
地产的创新模式，也吸引了无
数金融界及地产界大咖莅

临。在众筹尚未成熟的中原
地区，该项目众筹仪式启动
后，不到 30 分钟即完成了
4000万元的众筹金额，互联
网金融的威力让业界惊叹。

而对投资者来说，互联网金融
通过融入更多碎片化的资金
和便捷的网上理财方式，为普
通投资者提供了更丰富的理
财渠道。F（记者 席韶阳）

河南开启互联网金融+地产模式

均有显著增长。
“2015 年河南分公司坚

持总公司提出的本部战略，激
发了机构尤其是本部阶梯式
的整体发展。”据新华保险郑
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刘娟介

绍，郑州中支由 2010年的 3
个联合营业区发展到2015年
的7个联合营业区、26家营业
单位，拉大了团队架构，促进
了团队裂变，快速拉升了业务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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