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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

今年以来，交行中原中路支行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将消保理念嵌入到零售业务的各个环节，将消保工作作
为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开展社区行、单位行等活
动，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广而告之。截至目前，该支行已
累计进行消保知识宣传7次，宣传受教育500人次。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全权）

近期，中信银行通过推出“信汇投资”APP、线上出国金
融两大平台，针对本外币兑换、外汇投资理财、跨境电子商
务等方面集中发力。中信银行“信汇投资”是具有专业外汇
投资和风险管理能力的独立APP，可提供24小时掌上外汇
投资管理服务。其中，“外币薪金煲”具有随存随取、收益稳
定的特点；“双币宝”则可帮助客户实现外币兑换、投资两不
误。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章世刚 张弘扬）

5月12日，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携手河南省红十字血
液中心等机构举办的“关爱生命共筑平安”2018年大型公
益献血活动正式启动，数百名平安人寿员工、代理人、客户
及社会爱心人士参加了本次活动。据统计，自2016年平安
人寿推出该活动以来，已累计有近2000人无偿献血，献血
数量超过60万毫升。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范斌华）

日前，随着“私行钻石卡”的顺利发行和“微信银行贵宾
服务通道”的开通上线，光大银行私行服务体系升级工作正
式在全行范围内落地推广。将以私行钻石卡和微信银行贵
宾服务通道为载体，采取“金融服务和非金融服务”相结合
的模式，一方面整合优选全系零售高端金融产品；另一方面
整合总行、分行、银联三大服务平台，形成以“医疗健康、高
端旅游、便利出行、财富咨询、尊享生活、缤纷优惠”为主题
的六大增值服务板块。F （记者 徐曼丽）

5月16日，由广州农商银行作为主发起行，联合郑东新
区管委会及各界优质股东共同发起设立的郑州珠江村镇银
行正式开业。据悉，郑州市是珠江村镇银行在河南省布局
的第四个城市，注册资本2亿元。2亿元的注册资本使得郑
州珠江村镇银行在河南省村镇银行中排名前列，具备了较
高的发展起点。 （记者 丁倩）

至此，QFII在河南A股上市
公司中的布局达到了10家，总市
值高达11亿元人民币。

以上被QFII选中的10家豫
股都来自沪深两市的主板，没有
一家中小创企业上榜。尤其是
QFII持仓市值过亿的重仓股，几
乎都是各个行业的龙头，如肉制
品行业龙头双汇发展、铜钴资源
龙头洛阳钼业等，这也与外资机
构投资者偏好有稳定业绩保障的
低估值蓝筹股有关。

事实上，在QFII持仓市值过
亿的三只重仓豫股中，双汇发展、

宇通客车、洛阳钼业去年分别盈
利43亿元、31亿元、27亿元，包揽
了豫股盈利榜的前三名，合计总
盈利超过百亿元，达到了河南全
体A股上市公司总盈利的1/3。

在QFII重点布局下，部分豫
股已率先发力，走出一轮独立上
涨行情。

其中，神马股份年内涨幅
69%，至2018年5月7日收盘，其
股价已创近一年来新高，领跑整
个豫股板块。

据其一季报显示，2018年前
三个月，神马股份共实现盈利

1.02 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19.82%，盈利金额已经超过去年
全年。

摩根大通预计，A 股纳入
MSCI将带动66亿美元资金被动
配置MSCI中国指数所涵盖的股
票，主动配置所带来的资金将是
被动配置的5倍，即整体配置中国
股票的资金将达到400亿美元。
届时，随着大量海外资金涌入，这
些备受外资机构青睐的豫股无疑
将迎来长期的利好。

李红娜：只要愿意挖掘，平安处处是黄金

“平安对我影响至深——不
仅是收入增加了，更重要的是，我
自身得到了全面的提升！这是很
多平台所提供不了的，也是我和
同事们深爱平安的重要原因。”李
红娜说，以前自己做生意，接人待
物都很随性。而平安人寿的培训
中，从保险专业知识到岗位职责，
以及商务礼仪，非常全面，让她整
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除了礼仪要求，平安也注重员

工之间的分享和交流。李红娜说，
平安每天早上都会有至少两个小
时的例行晨会，一起朗诵司训唱起
司歌，大家对于平安的归属感与日
俱增。尤其是分享环节，平安鼓励
大家分享各自的业务经验，针对不
同阶段的新人，还会分别安排专门
的资深主管向其传授工作经验。
这样的培训机制，让无数像李红娜
一样的新人得到快速成长。

当然，除了对平安企业文化和

团队文化的认同，平安的快速理赔
也让李红娜常常心生自豪。一次，
有一个客户患急性阑尾炎在外地
住院，李红娜获悉后及时告诉客户
需要准备的资料，并在第一时间整
理资料、进行上传。两个小时后，
客户打电话来连连感谢，说理赔款
已经到账。李红娜直言：对大部分
客户来说，判断一家保险公司服务
好坏的最直接标准，就是看其理赔
的快慢，而在这方面，平安人寿的

理赔服务从未让客户失望过。
加盟平安一年多来，李红娜常

常感慨，从家庭主妇到职业女性，
平安让她得到的不只是一份工资，
更是一种由内到外的提升。如今
的她拥有自己的收入，感受到了独
立的甜头，她也不断带动起身边的
家庭主妇们加入平安，目前李红娜
已经发展起了10个人的团队，她
说：“平安处处是黄金，只要你愿意
挖掘，平安绝不会让你失望。”

说起进入平安的机缘，李红娜
感触颇深。当时身边一位朋友患上
淋巴癌，生命的无常让曾经对保险
不以为然的她意识到了保险的重
要，也有了为家人买保险的打算。
她主动找到平安人寿咨询，结果，她
在了解保险作用的同时，更被平安
的企业文化和发展前景深深吸引，
索性加入了平安人寿这个大家庭。

感念于平安为自己提供的机

遇，李红娜用能力不断证明着自
己，作为新人的她业绩月月优秀。

“业绩能够快速提升，大约还是源于
我的以诚待人和专业服务。”她分析
说，自己的客户主要来自同学和朋
友，经常约他们出来聊聊，根据他们
的需求，推荐相应的保险产品。“我
的真诚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朋友们
也愿意听从我的建议。”她说。

成绩背后总有辛苦，李红娜虽

然看起来柔弱，工作起来却是不遗
余力。每个月，她总会预备七八个
潜在客户，一个个去努力对接。因
此，每月的业绩考核，她都能够顺
利达标。不过也有“惊险”的时候：
有一次临近月底考核时，联系好签
单的客户却去了外地，眼看本月工
作计划要打折扣，李红娜想起老家
有一位亲友之前流露出购买保险
的意愿，当机立断驱车赶回老家，

最终在深夜拿下了一单。
“每一份保险签单完成，对我来

说从不是意味责任的结束，而是客
户服务工作的开始！”李红娜说，客
户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每卖出一
份保险，就意味着一份责任。因此，
签单前，她会不厌其烦地为客户做
详细的产品介绍，签单后她会主动
找客户询问还有什么不理解的，一
定让客户明白自己买了什么保险。

没有太多其他职场
精英身上常见的强势，平
安人寿河南分公司开封
中支尉氏县资深业务主
管李红娜看起来温温柔
柔，说起话来轻声细语。

从去年5月加盟平
安，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从
一个新人做到业务主管，
李红娜在平安人寿提供
的广阔平台上一路成长
一路收获。

核心提示 | MSCI成分股最终敲定，234只A股被纳入MSCI指数体系，其中包含洛阳钼
业、牧原股份、双汇发展、宇通客车4只豫股。A股“入摩”最终名单敲定，有望成为增量外资
配置A股的重要入场指引。

随着A股正式入摩，外资机构布局A股的路线再度成为市场焦点

金 融 资 讯

中信银行推出线上出国金融平台

平安人寿启动全省联动无偿献血活动

光大银行全面升级私行服务体系

以诚动人 不让客户稀里糊涂买保险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实习生 刘赟

尝到独立甜头 带动身边主妇一起“掘金”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见习记者 陈玉尧

4只豫股入摩 双汇发展获QFII过亿市值增持

外资机构豫股布局曝光 神马股份率先发力

郑州又一家村镇银行开业

MSCI成分股最终敲定，5月
15日早间，明晟公司公布一系列
MSCI指标的半年度审查结果，其
中包括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和
MSCI中国股票指数，2018年5月
半年度指数新增和删除名单也随
之出炉，A股纳入标的获确认（6
月1日正式执行）。

根据公告内容，234只A股被
纳入MSCI指数体系，纳入比例
为之前宣布的2.5%，今年8月明
晟公司将会提升纳入比例至5%。

其中，洛阳钼业、牧原股份、
双汇发展、宇通客车等4只豫股被
纳入MSCI指数。

随着A股正式“入摩”，外资
机构布局A股的路线再度成为市
场焦点。

通过梳理一季报披露的股东
信息，可以发现，2018年第一季
度，作为海外投资机构的代表，
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共增

持了2家河南A股上市公司的股
份，分别是双汇发展和安阳钢铁。

巴菲特曾说过，“如果只能选
择一个指标来衡量公司经营业绩
的话，那就选净资产收益率。我
选择的公司，都是净资产收益率
超过20%的公司。”而双汇发展正
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公司。数据显
示，自2005年以来，双汇发展连
续13年保持了20%以上的净资
产收益率。

作为国内最大的肉制品行业
龙头，双汇发展自2011年起就有
QFII入驻。截至2017年12月31
日，QFII持有的双汇发展股份达
到1201万股，市值高达3亿元人
民币（以2017年12月31日收盘
价计）。

而据最新披露的一季报显
示，双汇发展再获QFII增持425
万股，以2018年3月31日收盘价
计，增持股份的市值达到了1.04

亿元。至此，QFII共持有1626万
股双汇发展的股份，总体市值近4
亿元，双汇发展也成为最受外资
机构投资者青睐的豫股。

与此同时，安阳钢铁也获
得QFII446万股的增持，QFII总
持仓量由 778万股增至 1124万
股。

得益于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钢铁过剩产能的化解，安阳钢
铁去年净利润高达 16 亿元，与
2016年相比增长近12倍，这也是
其能获得QFII增持的重要原因。

除了以上增持的两家豫股，
一季度QFII还新进了3家豫股，
分别是中原高速765万股、许继
电气739万股、中原传媒186万
股，累计市值高达1.36亿元。

其中，中原高速去年净利润
11.7 亿元、许继电气净利润 6.1
亿、中原传媒净利润6.9亿，均在
河南上市公司中位居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