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选人物：石亭峰】
建行河南省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
推荐理由：他带领建行

河南省分行树立“系统一
流，区域领先”的发展目标，
提出“抢抓机遇，加快发展，
从严治行，防范风险”的十
六字工作方针。四年来，建
行河南省分行等级行考核
位次连续跨越，取得系统内
一类行三连冠的历史最好
成绩。连续四年获“先进单
位”称号并蝉联金融系统首
位；被河南省委、省政府
授予“省级文明单位”称
号；赢得了省内外媒体评
选的“用户最满意银行”、
河南省“百强企业”等诸
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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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物：黄曰珉】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董事

长、高级经济师、河南省优秀
专家

推荐理由：在黄曰珉董
事长的带领下，中原信托充
分把握信托业务发展趋势，
改善了股权结构，优化了公
司治理，增强了金融服务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在支持经
济建设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十二年来，中原
信托管理信托规模年均增速
63％，累计管理信托规模超
过4032亿元，累计清算信托
本金超过2786亿元，累计分
配信托收益超过383亿元，
保持自主开发信托产品到期
本金兑付和预期收益实现率
100%的安全运行记录。

【候选人物：韩光聚】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
推荐理由：中信银行郑

州分行以韩光聚行长为核心
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结合新
阶段新形势，积极调整战略，
推行公司、零售、同业“三驾
马车”齐头并进，投行、国际、
保理、托管、机构“五大抓手”
平衡驱动，大力发展金融互
联网，推动零售业务二次转
型，实现了郑州中信在千亿
之巅的继续阔步前进。被人
行评为“河南省银行间债券
市场融资工作先进单位”，被
省政府评为“金融支持河南
经济发展优秀单位”、“航空
港区发展杰出贡献银行”等
荣誉。

【候选人物：武 刚】
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
推荐理由：2015年，农

行河南分行以支持河南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紧紧
围绕中原经济区和航空港区
建设的金融需求，加大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积极参
加省市对口帮扶活动，倾斜
资金，结对帮扶贫困村发展，
引导全行员工主动参与公益
慈善活动，践行公益梦想。
坚持面向“三农”，对广大农
户实行“普惠制”、“广覆盖”
金融服务方向，有力支持农
民增收致富，推动全省“三
农”和县域经济发展，多次受
到省委省政府、农总行的高
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候选人物：许杰】
工行河南省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
推荐理由：带领全

行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和工总行的各
项战略部署，始终坚持
立足河南、服务河南的
方针不动摇，紧紧围绕

“四个河南”、“两项建
设”总布局和“三大战
略”规划，以加快转型
创新贯穿经营管理始
终，积极履行国有大型
银行的社会责任，在服
务和推动全省经济社
会提质增效等方面做
出了积极贡献。

“晚上干吗?”“到绿茵阁吃饭
去！”“别忘了带上你的光大信用
卡。”近一段时间，每到夜幕低垂，
时尚的俊男靓女便不约而同地拿
着光大信用卡到绿茵阁消费。绿
茵阁作为大型连锁性质的西餐厅，
独特的餐饮文化、消费文化已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着消费者
的眼球。而光大银行郑州分行联
合郑州绿茵阁推出“光大信用卡，
半价享美食”活动，为光大信用卡
客户带来更多的优惠服务。

据悉，“半价享美食活动”从
2015年12月1日到2015年12月
31日，客户只要在这段时间持光大
信用卡至郑州市绿茵阁健康路店、
纬五路店、嵩山路店、新世界百货
店等九家店，均可以享受200元以
内半价的优惠。此次“半价享美食
活动”分别在洛阳的豪爽来、焦作
的悦丽怡景、许昌的阿五美食、南
阳的坤记味道等也都可以参与。
此次“光大信用卡，半价享美食”活
动给你带来全面的优惠和尊贵的
礼遇，名额有限，赶快行动吧。

每日精彩，更多美丽生活! 全
面的美食、娱乐、购物旅游等系列
活动，更全面更优质的商圈吃喝玩
乐购活动，优惠更多……您还在等
什么？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最权威
最新的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光大银
行 郑 州 信 用 卡 中 心 微 信 平 台
（zzcebbank），更多活动等着你。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王颖

“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冬季
已悄悄来临，为了给客户提供实惠、便
捷、贴心的服务，光大银行郑州分行携
手郑州、洛阳、许昌、南阳等地区的知名
商家倾情推出“光大购物季 好礼享不
停”的信用卡刷卡优惠活动，为广大卡
友奉上一份冬日豪礼！快来围观一下
我们最新的优惠活动吧。

据了解，“光大购物季 好礼享不
停”活动自2015年 11月10日至2015
年12月31日，活动在郑州、洛阳、许昌、

南阳等城市同步开展。活动期间，光大
信用卡持卡人至指定合作百货类、超市
类商户购物，刷卡消费满一定金额，即
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本活动郑州市
的合作商家涵盖丹尼斯百货、正道花园
百货、正道中环百货、王府井百货、OIE
超市等商超；二级地市合作商家有洛阳
王府井、许昌绿洲梦想广场、南阳大统
百货等指定门店。本次活动优惠力度
之大，优惠时间之长，持卡人在惬意购
物之余，还能收获光大银行赠送的精美

好礼，可谓一举两得！
精彩生活，从拥有光大信用卡开

始！物超所值的优惠活动，光大信用卡
倾力铸就，只为您多彩的人生增添更多
惊喜！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犹豫什
么？做好准备来shopping吧！名额有
限，多刷多得！具体活动规则请关注光
大银行郑州信用卡中心微信平台
（zzcebbank）,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活
动详情。F

如今我们正处在“大涨价”时代，为了
给客户提供实惠、便捷、贴心的服务，光大
银行信用卡中心坚持秉承“以客户体验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深化创新，加强与
优质商户合作，提升用户体验。针对冬季
肌肤保养的问题，光大信用卡携手屈臣氏
品牌推出了护肤品化妆品的优惠活动。

据悉，每周二光大银行信用卡持卡客
户在郑州、洛阳、焦作、南阳、许昌等屈臣氏
指定门店刷卡均可享受消费满120元立减
50元的优惠。与此同时，光大银行信用卡
中心了解到客户的心声，对屈臣氏优惠活
动进行了延期，将本来只有一个月的优惠
活动，延续到了2015年12月31日，优惠持
续4个月。本次活动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消
费者对品质消费的需求，优惠力度之大，优
惠时间之长，吸引了很多消费者多次购买，
给持卡人带来了愉悦的客户体验。而相比
其他优惠活动，光大信用卡的优惠活动没

有任何额外的门槛限制，只需亮卡
一刷，客户的畅爽感不言而喻。

广大光大银行信用卡的客户需
要注意的是，此次活动每个活动日
享优惠一次，您还在等什么，不想错

过这次肌肤福利，赶快行动起来吧，想
要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权威的活动详
情，敬请关注光大银行郑州信用卡中心
官方微信（zzcebbank）吧！F

光大信用卡，半价享美食 光大屈臣氏活动，带来您肌肤福利

光大购物季，好礼享不停

刷光大银行信用卡

每个活动让你“嗨”不停

【银行 信托 】
人物榜候选奖项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卓越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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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榜候选奖项

保险业

回望2015年度，“转型”，成为不少
金融机构贯穿始终的方针；“互联网+”
的浪潮下，战略转型、服务升级、营销模
式创新、产品创新……成为常态。

2015年，被不少金融机构看作公司
的“变革年”，各种新变化逐渐展开，金融
机构在变革、调整中重塑着自己的品牌
魅力，同时，广大百姓、万千客户也在体
验中重新丈量着金融机构的服务、产品、
售后、使用体验，找寻自己喜爱的金融品
牌。

传承过去八年来的影响力，“第九届
中国金融业（河南）总评榜”评选活动，也
将候选榜的首批名单锁定中原金融机构
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经过前段时间的紧张准备，我们特
推出一批在业内有较高影响力和好口碑
的金融机构品牌，作为我们候选榜中首
批“品牌类”榜单中的候选机构。

入围此次候选榜的金融机构，多通
过读者推荐、机构或协会组织推荐，以及
机构自荐的形式参与本次评选活动。

相关候选机构的名单，以及他们要
参与的候选奖项，将分别通过本期报纸
报道，以及同期的微信公众平台予以集
中展示。

沙场秋点兵！一年一度的“中国金
融业（河南）总评榜”，引起业界关注的同
时，也吸引着广大读者的目光。

“平时办业务往往集中在常去的那
几家金融机构，对其他机构的情况并不
是很了解，有时候想换一家机构办业务，
但又不知道该选哪家好。”上周的热线互
动中，读者刘先生说出了自己的困惑，他
表示，“大河报的一年一度金融总评榜，
已经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年底盘点家
庭理财情况，调整理财方向时，榜单是一
个重要的参考！”

而对金融机构来说，经过八年沉淀
的“中国金融业（河南）总评榜”活动，也
成为各大金融品牌的年度总结，并将此
看做是一项荣誉与认可。

今年，您对河南各大金融机构有何
看法？谁是您心中的最佳机构？来参与
我们的活动吧！选出您心目中金融旗帜
力量！

喜欢哪家金融机构
来投票吧

首批候选榜出炉
集中展示机构品牌

人保财险河南省分公司
太保产险河南分公司
天安财险河南省分公司
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
永安保险河南分公司
太平财险河南分公司
中华联合河南分公司
大地保险河南分公司
华安保险河南分公司
安邦财险河南分公司
阳光财险河南省分公司
都邦保险河南分公司
渤海保险河南分公司
国寿财险河南省分公司
中银保险河南分公司
安诚保险河南分公司
民安保险河南分公司

永诚保险河南分公司
华泰财险河南分公司
浙商保险河南分公司
英大财险河南分公司
信达财险河南分公司
出口信用河南分公司
紫金财险河南分公司
安盛天平河南分公司
国元农险河南分公司
鼎和财险河南分公司
中原农业保险
富德财险河南分公司
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
太保人寿河南分公司
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
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
新华人寿河南分公司

太平人寿河南分公司
民生人寿河南分公司
合众人寿河南分公司
富德生命人寿河南分公司
长城人寿河南分公司
平安养老河南分公司
中荷人寿河南省分公司
华夏人寿河南分公司
人保寿险河南省分公司
人保健康河南分公司
农银人寿河南分公司
信泰人寿河南分公司
华泰人寿河南分公司
国华人寿河南分公司
恒安标准河南分公司
英大人寿河南分公司
阳光人寿河南分公司

百年人寿河南分公司
中英人寿河南分公司
太平养老河南分公司
安邦人寿河南分公司
幸福人寿河南分公司
光大永明河南分公司
天安人寿河南分公司
中邮人寿河南分公司
交银康联河南省分公司
泰康养老河南分公司
工银安盛河南分公司
建信人寿河南分公司
利安人寿河南分公司
东吴人寿河南分公司
鼎和人寿河南分公司
中意人寿河南分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省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银行
平顶山银行

中原信托
百瑞信托
民享财富投资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
河南聚金金融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服务保险品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理赔保险品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具成长性保险品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具创新保险品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好用的微信保险品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互联网金融品牌营销保

险机构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具影响力保险品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服务银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具竞争力银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具成长性银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具创新银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理财银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手机银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微信银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支持中小企业银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城市商业银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互联网金融品牌营销银
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私人银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智能化银行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影响力信托机构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理财服务机构
2015中国金融业（河南）

最佳股权投资服务机构

第九届中国金融业第九届中国金融业第九届中国金融业第九届中国金融业
（（河南河南））总评榜候选榜首批亮相总评榜候选榜首批亮相（（河南河南））总评榜候选榜首批亮相总评榜候选榜首批亮相

银行 信托 投资机构类

候选品牌

品牌榜候选奖项

候选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