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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银行

近期，河南太平人寿面向
广大客户，全省各机构组织
DIY亲子风筝节主题活动，目
前全省共有1100多名客户参
与了此项活动。该活动主题
为“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该公司邀请客户全家一起参
与，手工DIY制作风筝，穿插
亲子游戏。活动网点遍及全
省主要公园、广场。 F（记
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赵康
平）

资讯 保险

4月26日，交通银行与中国
进出口银行在北京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进
一步加强在银团贷款、结算代

理、贸易融资等领域的合作。交
通银行将发挥在海内外分支机
构和综合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
充分依托进出口银行对外合作

的经验以及独特的金融政策资
源，双方形成合力，共同助力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F
（记者马丽 通讯员 全权）

交通银行
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持续加强风险管理,打造
百姓放心的安全银行,工行河南
省分行不断提升履职质量和效
率，深入揭示运营风险促进全行
业务健康稳定发展。一是精耕

现有模型有效控制风险。提升
监测对实质性风险环节精准挖
掘能力。二是融入闭环管理彰
显风控价值。有效压降准风险
事件，实现风险闭环彰显风控价

值。三是强化内控合规实现管
理精细化。准确揭示风险点，强
化痕迹化管理。四是学习先进
经验提升指标质量。F（记者 王
乙乔 通讯员 魏利华）

工行河南省分行
严密防控运营风险打造安全银行

4月26日，光大银行郑州分
行与河南正道商业有限公司在
郑州联合推出“光大银行银联正
道商业联名信用卡”。该联名卡
以时尚“乐购”为主题，兼具信用

卡与正道商业会员卡双重功能，
分金卡和白金卡两个层级，为持
卡人提供集消费、金融于一体的
综合服务，让客户收获与众不同
的消费新体验。目前该信用卡

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柜台实时
领卡（仅限名单客户）三个渠道
办理，只要符合光大银行信用卡
申办条件，均可办理此卡。F（记
者 徐曼丽）

光大银行
与正道商业推出联名信用卡

4月25日，中信银行在京正
式发布与普华永道联合编制的

“中国汽车经销商金融发展指
数”。该指数作为汽车金融市场
的“晴雨表”，首次以量化方式客

观、直观地展示了汽车金融市场
发展的整体情况，为各类市场参
与主体系统性把握汽车行业发
展趋势，了解汽车金融领域动态
和风险，制订及完善融资方案，

深入开展汽车金融业务探索与
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决策依
据，全力打造汽车行业“最佳综
合融资服务银行”。F（记者 马
丽 通讯员 张倩 李若晗）

中信银行
首发“中国汽车经销商金融发展指数”

记者近日从兴业银行了解
到，该行跨境资金池系统全面升
级上线，实现了对跨国集团企业
跨境资金管理的全流程线上化
服务。升级后，兴业银行将为跨

国集团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调
拨，跨境收支经常项下集中收付
款、集中结汇提供更加便利的服
务。据介绍，兴业银行跨境资金
池系统包括跨境外汇资金池、跨

境人民币资金池两大板块，可满
足企业多方面资金需求，为企业
提供综合化的跨境金融服务方
案。F（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姚育
才）

兴业银行
跨境资金池系统全面升级

4 月 26 日，招商银行私人
银行（新加坡）中心举行了盛
大的开业庆典。招商银行田
惠宇行长介绍说，招行的“中
国资源”和“中国经验”将大有

用武之地。招商银行私人银
行将以打造“中国人海外首选
私人银行”为愿景，向亚洲最
大 私 人 银 行 的 目 标 努 力 奋
进。新加坡私行中心将成为

连接中国与全球金融市场的
桥梁，持续为招商银行的高净
值客户创造价值。F（记者 徐
曼丽 通讯员 段家良）

私人银行（新加坡）中心开业
招行私行全球化布局再落一子

近日，中原银行总行营业
部会计运营部聘请广西经济
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建设银行
培训中心教授宾爱琪，开展了
为期两天的“银行柜面业务操

作风险防范与创新管理”专题
培训活动。宾教授以其 30 多
年的国有银行从业经历，分别
列举典型案例与学员互动、提
问、分享，以跟进追问、环环相

扣的问答讨论，引人深思引领
学员有的放矢地领会柜面业
务的风险点。F（记者 徐曼
丽 通讯员 杨威）

中原银行总行营业部
顺利开展专题培训活动

4 月 27 日下午，恒丰银行
郑州分行在郑州举行开业一周
年经济金融发展论坛，并邀请
了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为
大家分享当前经济形势，让在
座人员受益匪浅。去年4月29

日，恒丰银行郑州分行隆重开
业，并与河南省人民政府签署
了 3000 亿元重大战略合作协
议。截至2016年末，郑州分行
实现总资产154.6亿元，增量位
列 11 家省级股份制银行第二

名，贷款98.5亿元，增量位列第
四名，各类投放370亿元，实现
拨备前利润2.7 亿元。去年 12
月 8 日，二级分行洛阳分行已
正式获批。F(记者 徐曼丽 通
讯员 祝飞飞)

恒丰银行庆周年
在河南交出完美答卷

4 月 20 日，中国平安尖
刀 服 务 发 布 会 在 上 海 召
开，旗下产险、寿险、陆金
所、信用卡和养老险等联
合推出 5 大尖刀服务，主打

“极速、智能”， 用“服务速
度”和“科技创新”， 逐一

击破用户体验痛点。中国
平安此次推出的“5 大尖刀
服务”，均是行业首创，将
提升 1.3 亿客户在“医、食、
住、行”等场景中的金融消
费体验。 F(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薛光明 )

中国平安业内首发5大尖刀服务
打造“极速、智能”用户体验

4月以来，河南太平人寿
持续开展“太平健康月，尊享
太平人”VIP 客户尊享体检
专场活动，服务全省 VIP 客
户2000余人，数量创该公司
历史高点，广受客户欢迎和

赞誉。 在 VIP 客户数量最
多的郑州地区，该公司还为
高端客户免费赠送一套体检
专用服，赢得客户高度称
赞。F（记者 席韶阳 通讯
员 赵康平)

河南太平人寿
启动“健康月”VIP客户体检活动

4 月 14 日上午，华夏保
险河南省内乡支公司迎来一
位送锦旗的客户于某，感谢
华 夏 保 险 的 理 赔 快 速 。
2015 年 11 月于某的妻子给
于某投保了一份华夏常青树
重大疾病保险（2015 版），
2017 年 2 月被保险人被诊

断为黏膜内腺癌。华夏保险
南阳中支理赔员接到报案后
第一时间联系客户，在 4 月
4日客户递交理赔资料的第
二天结案，并在结案当天将
理赔款8万元打到被保险人
的账户。F（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钱金梅）

华夏保险
快速理赔获客户点赞

河南太平人寿
开展客户风筝节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