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志霞】
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

上榜理由：从业十三年，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不断提升自
己，以专业的学识、科学的理
念、积极的态度，提升自己的整
体服务素质，为客户提供投资
理财保险全方位的服务。

【申衍航】
新乡中支客服理赔部车物查
勘定损员

上榜理由：平安产险新
乡中支年轻的查勘定损员，
入职以来兢兢业业，勇于承
担责任。处理事故沉着冷
静，思维缜密。宽慰客户的
同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处理
案件。能够急客户之所急，
想客户之所想，赢得客户广
泛好评。

【华家伟】
工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建设路
支行理财经理

上榜理由：持有AFP，工作
认真细致，12年理财经理生涯，
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岗位，
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责任与担
当，不仅产品知识丰富，对市场
也有很强的预判性，深获客户
好评和认可。

【乔乐怡】
中行洛阳分行西工支行理财经
理

上榜理由：德行优良、专业
技能优秀，多次获得总、分行优
秀理财经理荣誉称号。从事理
财经理十余年，用令人信服的
专业素质、细致周到的金融服
务，赢得客户的支持与信赖。

【王 慧】
交通银行郑州城北路支行零售
主管

上榜理由：持有AFP，中级
经济师，目前管理20余位私人
银行客户，管理的资产规模超
10亿元。从业8年，始终以精英
客户经理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双
重标准要求自己，被交行总行授
予“百佳客户经理”等荣誉称号。

【张 祎】
交通银行洛阳九都支行零售客
户经理

上榜理由：持有AFP和基
金、会计、黄金交易员等资格证
书。真诚服务客户，目前其资
产管理规模存量共6.7亿元，管
理的沃德客户数达305户，得到
许多新老客户的称赞及上级行
的褒奖。

【田大舜】
交通银行郑州航空港区支行理
财经理

上榜理由：持有AFP，拥有
银行、证券、基金等多项专业资
质。5年从业经历，曾获交行河
南省分行优秀团干和新区支行
先进个人称号，遵循“把合适的
产品推荐为合适的客户”的原
则，为客户量身打造理财方案。

【郝丽芳】
交通银行中原中路支行客户经
理

上榜理由：持有AFP，拥有
基金、保险、黄金等资格。曾从
事综合柜员、理财经理等岗位，
获多方好评。2017年，其个人
管理资产规模达9.04亿元，管
理客户近400户，连续多年获得
交行内部多种荣誉称号。

【雷婷婷】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农业路支行
零售主管行长

上榜理由：持有CFP，拥有
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多项
专业资格证书，近十年银行从
业经验，专业能力较强，带领团
队拼搏进取，为客户提供最好
的服务、最专业的理财指导，广
受客户好评。

【郎锦康】
浦发银行商丘分行理财中心主
任

上榜理由：持有AFP、CPB
私人银行家资格认证。目前维
护个人金融资产7亿元，其中
私人银行客户15户，白金以上
客户400多户。擅长为高净值
客户进行资产配置，连续荣获
浦发银行各项荣誉称号。

【李 青】
中原信托财富管理中心市场三
部经理

上榜理由：加入中原信托
近30年，曾任主管会计、信托项
目经理、高级经理等，财富管理
经验丰富。自财富中心成立以
来，已累计管理客户资产近40
亿元，为400多名高净值客户提
供专业的财富管理服务。

【朱垣烨】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北京财富管
理中心财富顾问

上榜理由：专注服务机构
客户，秉承“为客户代言”的理
念，通过对客户关系的深度维
护及业务合作模式的创新，累
计为商业银行、券商等机构客
户配置金融资产数十亿元，满
足不同机构客户的资产需求。

【杨宇慧】
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

上榜理由：平安人寿河南
分公司首位百万圆桌会议内阁
会员，2017年以全省第一的业
绩成功入围MDRT殿堂，入围
平安人寿二元西区高手会。
2017年完成大突破，为66位客
户送去7000万保障，品质无扣
分，全年零投诉。

【李 阳】
工行河南省分行平顶山华鹰
支行营业室大堂经理

上榜理由：参加工作3年
来，真诚服务客户，多次为客
户追回诈骗资金。她用微笑
传递温暖，用关心化解矛盾，
与客户换位思考，实现厅堂
专业化和人性化的服务。表
现出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
人风采。

【董纪洋】
中行洛阳分行洛南新区支行
理财经理

上榜理由：她不断提升
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曾获

“洛阳市技术能手”和“中国
银行技能标兵”称号；2017年
获“中国银行河南分行技能
比赛对私业务第一名”，她有
责任，勇担当，肯付出，乐奉
献，以专业服务用心对待每
一位客户。

获奖团队：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
部普罗旺世支行

获奖理由：网点共有成员10人，工作中
相互学习，生活上相互关爱。困难面前勇
于分担，成功面前共享成果，使网点形成了
一个温暖、向上、团结的集体。2015年开业
半年网点存款新增就突破亿元;2016年当
年新增1.6亿元；2017年再接再厉,奋勇向
前，当年新增存款1.7亿元，开业两年半余
额4.3亿元。

获奖团队：中国银行安阳分行个人金
融部财富与私人银行

获奖理由：坚持党建引领，恪守职责，
团结协作，促进党建与业务发展的有机融
合，做足机制扩规模、做精服务拓客户、做
大产品增收入、做优流程树品牌、做细管理

控风险，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为客户创
造价值为己任，为高端客户量身打造理财
规划，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

获奖团队：交通银行郑州新密支行零
售客户经理团队

获奖理由：如何将交行文化与新密当
地特色融为一体，打响交行财富管理银行
的品牌，一直是新密支行零售客户经理团
队的工作重点。该团队凝聚力强、效率
高，在维护客户、拓展营销的过程中互相
扶持，坚持一个交行一个客户的信念，成
为现在资管规模近17亿的财管强行，获
得新密当地客户的一致好评，团队业绩在
交行河南省分行名列前茅。

获奖团队：浦发银行文化路支行贵宾

理财中心
获奖理由：浦发银行文化路支行贵宾理

财中心成员均具备金融理财室，私人银行家
以及基金，保险行业从业资格。2017年度，
文化路支行理财团队共同维护个人客户金融
资产16.3亿，为2100余名贵宾客户提供金
融理财服务，为22位私人银行客户制定私行
专属理财方案，依托浦发银行丰富的产品，年
度销售理财产品总量达27亿。

获奖团队：渤海银行郑州分行个人金融
部

获奖理由：该团队成员经验丰富、各有专
攻，分别具有金融理财师、证券、基金、保险等
从业资格。依靠渤海银行强大的科技支撑和

“七大理财产品系列”，立足客户需求积极为
广大客户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理财和财富

管理服务，获得了客户的普遍认可，为客户
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
升。

获奖团队：中原信托郑州财富管理中
心市场四部

获奖理由：该团队由5名理财专家组
成，其中3名拥有金融理财师（AFP）资格，
精通信托理财、证券、保险、基金等基础金
融产品的同时，还提供家族信托、家族慈善
定制化的高端金融服务，为家族企业和家
族财富传承提供一揽子的定制规划。团队
平均从业时间超过8年，拥有丰富的行业经
验，秉承“专业铸就品质，真诚服务未来”的
理念，连续三年在中原信托财富管理团队
中创造骄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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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团队：中国工商银行郑州花园路
支行营业室

获奖理由：围绕“传承与创新”的主题，
完整地展示了互联网时代现代化智能网点
的形象，网点的双层构造，区域划分合理、
环境整洁优美、智能设备先进、私密便捷兼
顾，工行郑州花园路支行的工作人员用专
业、细致的服务，为客户带来崭新智能服务
体验。

获奖团队：中国银行濮阳分行营业部
获奖理由：不断优化厅堂布局与服务

环境，提升服务水平，倾心打造最佳客户体
验的文明服务示范网点。首次提出具有濮
阳特色的“龙文化”服务品牌，不断提升客
户满意度，成为服务享誉当地的靓丽风景，
先后荣获全国银行业协会“五星级”“千佳”
示范网点等荣誉。

获奖团队：交通银行商丘分行营业部
理财团队

获奖理由：成立于2016年7月，理财团
队共四人，业务能力强、个人素质高，团队
一直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一户一册”地
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理财服务，管理品牌客
户沃德301户，交银理财户4061户，AUM
新增11亿元。满足客户多元化的理财需
求，全力保障客户的财富保值增值，赢得了
客户的持续信赖。

获奖团队：华夏银行文化路支行
获奖理由：华夏银行郑州文化路支行，

是中国银行业协会2017年度“五星级”服务
示范单位。除普通金融业务办理区域外，
该支行还设置有便民服务专区、儿童游乐
专区、客户茶歇区、客户图书吧、墨宝休闲

区等多个增值服务区域，随处可见的“温馨
提示”透露着该支行无微不至的服务“小心
机”。

获奖团队：渤海银行郑州分行业务营
运部

获奖理由：始终秉承严谨积极、求真务
实的作风，从“创新管理模式、优化服务手
段、强化队伍建设”入手，做好后台支持保
障、高效服务保障、产品创新保障，着力构
筑“二线服务一线，后台服务前台，全行服
务客户”的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营运服务水
平和风险管控能力，为分行各项业务的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获奖团队：恒丰银行郑州分行零售部
服务部门

获奖理由：采用传统线下审批与线上

审批相结合的模式，大力支持小微业务发
展。分行连续两年的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
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的贷款户
数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小微企业申贷获得
率达到90%，全面实现了“三个不低于”的
监管指标，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和肯定。

获奖团队：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濮阳
中支蓝翔营业区

获奖理由：团队人力逾800人，人力和
业绩增长均居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前列。
团队总监王军是平安人寿五星级导师和中
国保险经理人协会特聘讲师，连续5年入围
美国百万圆桌会议会员，2017年业绩机构
排名第一，全年零投诉。团队不断提升整
体素质，为客户提供投资、理财、保险为一
体的专业综合金融服务。

获奖产品：平安产险乐享系列产品
获奖理由：平安产险推出的乐享系列产品

包含：乐享教育、乐享美食、乐享旅游、乐享健
身、乐享娱乐、乐享洗浴、乐享装修、乐享萌宠等
20余款产品，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客户的
衣食住行。投保简单，无需询价，自助出单。保
费低、保障全、保额高；覆盖面广、轻松推广。是
平安产险的明星产品。

获奖产品：中荷一生呵护C款终身重大疾
病保险

获奖理由：该产品为客户提供全面呵护，涵
盖身故保障及120种疾病保障；轻重兼顾，25种
轻症重疾给付基本保额的20%；特别关爱，特定
重疾额外给付基本保额的50%；终身守护，提供
伴随您终身的超长保障。

获奖产品：太保寿险“老来福”
获奖理由：是一款由你决定退休后月领多

少的专属养老产品，专款专用、持续增长、生命
等长。领取超高，自第 5 年末起，每年给付
100%基本保额的祝福金，可进入万能账户二次
增值。领取超久，高额祝福金终身给付，活多久
领多久；领取超活，万能账户退休前可部分领
取，退休后领取额度不受限，可年领、月领。

获奖产品：平安人寿平安福
获奖理由：作为平安保障旗舰产品，平安福

自2013年上市以来市场热度越来越高。2017
年11月平安福升级，大幅提升重大疾病和轻度
重疾的保障能力；同时优化平安RUN客户体
验，阶段目标的设定及达标锦囊的获取，让客户
更轻松地通过运动实现主险及重疾保额的增
长。

获奖产品：新华人寿福享金生A款终身年
金保险（分红型）

获奖理由：该产品特色鲜明，首笔利益多、
年金领取长、保单功能强、保障范围广、保障周
期可至终身。关爱金满五年给付基本保额

100%；生存保险金满六年起每年领取基本保额
的20%，直到终身；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本
保险实际交纳的保险费给付身故保险金。

获奖产品：泰康人寿鑫福年金保险产品计
划

获奖理由：泰康人寿的爆款产品，满足客户
长期收益和财富传承，兼顾子女教育、家族传承
等多维需求。客户只需一份投入，即拥有生存
金给付和现金分红两笔现金流。相配套的“健
康尊享C款医疗保险保障计划”，具有突破社
保、承诺续保至99岁、可报特殊门诊等特色，真
正做到“为医而选”。

获奖产品：富德生命人寿“康健无忧”重大
疾病保险

获奖理由：具有保障全面、轻症豁免、亲子
共保、费率实惠等优势，涵盖81种重疾、41种轻
症。如患一种轻症，公司除给付轻症保险金外，
还豁免剩余未交保费，且剩余40种轻症的给付
和重疾保障仍有效。康健无忧B款具有一张保
单保两人的特点，父母投保，孩子可作为第二被
保险人，享有50%父母保额的重疾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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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篇 2017中国金融业（河南）总评榜榜单（下）出炉啦！

产品篇

2017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受欢迎保险产品

保险机构

2017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理财明星

在这里，管窥中原金融机构的突围与崛起；在这里，领略河南金融行业领袖们的风采与伟业；在这里，寻找河南投资理财市场的热点与风向。
十一载风雨兼程，中国金融业(河南)总评榜不断升级、创新，早已成为河南金融业的年度盛宴，中原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个人踊跃参与。
今日，随着2017中国金融业(河南)总评榜（下）的出炉，由大河报倾力打造的“第十一届中国金融业(河南)总评榜”评选活动终于圆满收官！
请与我们一起，见证中原地区金融榜样的力量与风采。

2017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服务明星

团队篇

2017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理财团队

2017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服务团队

2017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创新保险产品

（注：上榜保险产品详情，以产品合同条款为准）

更多财讯，请扫描
大河财立方微信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