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企业家年会
“最具实力企业家奖”

姓名：张书玲
机构名称：长葛支公司
职级：
资深总监
主要荣誉：
2013年5月 总监二级蓝鲸奖
2016年5月 第二十一届群

英会 总监一级蓝鲸奖
2016年度“司庆月”业务竞

赛“万元团队”
2017年度开门红明星业务

部总监
人生格言：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
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

2017年企业家年会
“最具潜力企业家奖”

姓名：郭淑军
机构名称：长葛支公司
职级：业务总监
主要荣誉：
2017年全明星高峰会荣誉

会员
2017年开门红许昌区域优

胜业务室
2017年开门红许昌区域优

胜业务部
2016年司庆月优胜业务部
2015年全明星高峰会荣誉

会员
2014年蓝鲸协会荣誉会员
2013年司庆月优秀业务室
人生格言：
当你没有借口的那一刻，就是你成功的开始！

2017年企业家年会
“最佳新秀企业家奖”

姓名：黄建
机构名称：郑州顾问营销二部
职级：行政区经理
主要荣誉：
2017年基本法考核晋升最

快区经理
2017年星级讲师
2017年个人增员蓝鲸奖
2017年业务室增员蓝鲸奖
2017年育成个人伯乐奖室

经理
人生格言：
输了不可怕，但要学会怎么
去赢！

优秀企业家代表
2017年企业家年会
“增员王”

姓名：黄秋华
机构名称：
郑州市管城区支公司
职级：高级经理
主要荣誉：
2008 年分公司高峰会荣誉

会员
2009年-2010年连续获得
“中国保险精英圆桌会铜奖”

2011年总公司二星级讲师
2012年获得分公司长期服务

功勋奖
2013年获得蓝鲸协会明星会员
2014年蓝鲸协会普通主管会员
2014年获得“蓝鲸协会”明星主管会员
2011年总公司二星级讲师
2015年获得RFP美国注册财务策划师
人生格言：
越努力越幸运，帮助别人，成就自己。

姓名：刘红纪
机构名称：永城支公司
职级：业务总监
主要荣誉：
2005年-2007年商丘中

心支公司第一业务部
2006年河南分公司高峰

会会员
2006年度商丘中心支公司上半年冠军业

务部
2008年度商丘中心支公司先进个人
2009年-2011年河南分公司星级业务部
2015年商丘中心支公司泰山增员峰会会员
2017年总公司三星级训练师
人生格言：路虽远，行必近；事虽难，做必
成；凡事坚持去做终会成功！

姓名：董格芹
机构名称：鄢陵支公司
职级：业务总监
主要荣誉：
2006年获得河南分公

司业务室主管精英奖
2006年河南分公司个

人销售精英奖
2007年河南太保营销高手200强
2011年获得2010年度四星级兼职讲师
2015年8月成为高峰会正式会员
2016年7月获得2015年度优秀总监二级

蓝鲸奖
2017年5月获得豫东开门红明星总监
人生格言：我坚信天道酬勤，我致力于坚
持不懈，直到成功！

姓名：班小变
机构名称：夏邑支公司
职级：业务总监
主要荣誉：
2013年总公司群英会

会员
2014年商丘中支至尊

荣誉杯个人保费第一
2015年总公司蓝鲸协会会员
2017年分公司东征人力发展获得先锋业

务室、先锋业务部
2017年开门红获得明星业务总监
人生格言：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
人。别人能，我也能！

姓名：于华
机构名称：太康支公司
职级：业务总监
主要荣誉：
2010年荣获周口中支

先进标兵
2012年蓝鲸奖会员
2013年周口中支个人增员王
2015年周口十强业务部
人生格言：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姓名：郭素华
机构名称：沈丘支公司
职级：业务总监
主要荣誉：
2010年9月荣获单月37

件保单“件数王”
2011年9月荣获河南理

财规划师称呼
2012年9月蓝鲸业务室
2014年9月蓝鲸业务部
2015年百强业务部
2016年3月晋升业务总监
2016年6月荣获豫东总监论坛
人生格言：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
团队

姓名：李霞
机构名称：
商丘市睢阳支公司
职级：业务总监
所获荣誉：
2013年-2015年
商丘中支增员王
2015年-2016年
商丘八大业务部
总公司五星级兼讲
分公司开门红服务明星
分公司百强业务部
人生格言：
人前显贵 人后受罪

姓名：陈亚丽
机构名称：
商丘市梁园支公司
职级：业务总监
主要荣誉：
2014年全国蓝鲸会员
2014年蓝鲸协会持续

会员
2016年 IDA国际龙奖铜奖
2016年第21届群英会总监一级蓝鲸奖
2017年开门红业务总监奖
人生格言：一日未竟人生路，一日错信路
漫长！

姓名：闫虹
机构名称：
商丘市道北支公司
职级：资深总监
主要荣誉：
2007年分公司高峰会荣

誉会员
2008年分公司高峰会正式会员
2011年总公司五星级讲师
2013年优秀总监蓝鲸奖
2014年总公司五星级讲师
2014年 IDA国际龙奖
2015年获得RFP美国注册财务策划师
2015年获得LIMRA博士学位
2016年荣获组织发展峰会会长
人生格言：折磨成才，痛苦成长

姓名：潘彩兰
机构名称：鹿邑支公司
职级：业务总监
主要荣誉：
2005年、2006年连续两

届入围高峰会会员
2007年评为开门红优

秀业务室称号
2009年荣获优秀服务明星称号
2010年成为河南省精英团成员
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评为先进业务

经理
2014年被总公司评为五星级讲师
2015年被分公司评为十强业务部和个人

展业能手
2015年被评为五星级诚信服务明星
2016年获得“太平洋保险十年功勋奖”
2017年荣誉优秀总监
人生格言：帮助别人 成就自己

姓名：王秀红
机构名称：
通许支公司
职级：资深总监
主要荣誉：
2006年3月晋升基

本法主任
2009年9月晋升基本法经理
2016年6月晋升基本法总监
2016年荣获“630”功勋业务区
2016年12月基本法资深总监
2013年-2015年连续3年荣获开封中支
“第一业务部”
人生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姓名：杨素娟
机构名称：
兰考支公司
职级：资深总监
主要荣誉：
2003年晋升主任
2004年晋升经理
2005年参加百强业务部(第19名)表彰
2010年分公司高峰会会员
2015年百强业务部(第11名)表彰
2016年组织发展突出总监一级蓝鲸奖
2017年资深优秀总监表彰
2017年全明星高峰会会员
2017年分公司四星级讲师表彰
人生格言：坚持不懈,直到成功!路虽远,
行必进!

姓名：邵爱伦
机构名称：
郑州市金水支公司
职级：资深总监
主要荣誉：
2007年 荣获全国蓝

海计划
美国注册财务规划师
总公司五星级兼职讲师
2008年 荣获总公司蓝鲸奖
2009年 荣获IDA铜龙奖
2010年 达到MDRT普通会员
2011年 IDA铜龙奖 群英会终身会员
2012年 蓝鲸协会顶级会员
2013年 二级蓝鲸奖
2014年 已达到蓝鲸协会月度季度顶级

会员MDRT顶级会员
IDA银龙奖
2015年 河南高峰会顶尖会员

蓝鲸奖协会顶尖会员
2016年 最美河南太保人 蓝鲸协会总监
一级蓝鲸奖 蓝鲸协会经理蓝鲸奖 蓝鲸
协会个人增员一级蓝鲸奖 河南保险行业
协会销售精英 总公司五星级讲师 总公
司组织发展“TOP50”总监
人生格言：专业品质，铸就辉煌

姓名：孙静
机构名称：
通许支公司
职级：资深总监
主要荣誉：
2015年总公司四星

级讲师
2015年优秀总监蓝鲸奖
2016年总监一级蓝鲸奖
人生格言：
生而贫穷不遗憾，死而贫穷才遗憾，万恶
懒为首！

姓名:郭艳莉
机构名称：
郸城支公司
职级：资深总监
主要荣誉：
荣获总公司总监
“蓝鲸奖”一等奖

荣获2017年总公司人力发展峰会年度新
晋升资深总监百强

入围2015年总公司蓝鲸协会会员
人生格言：失败的团队没有成功者，成功的
团队成就每一个人！凝聚团队，聚焦目标，
为梦想创造无限可能！

总公司组织发展高峰会
奖项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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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吴玉凤
机构名称：
郑州市上街区支公司
职级：业务总监
主要荣誉：
2004年6月晋升为业务

主管
2007年6月晋升为业务经理
2010年荣获“高峰会会员”荣誉称号
2012年取得“高级理财规划师”资证
2016年荣获个险条线“件数蓝鲸奖”
2016年荣获个险条线“个人优秀蓝鲸奖”
2016年荣获个险条线“经理优秀蓝鲸奖”
2017年开门红期间荣获豫东分公司“件数

王”称号，受邀参加“世界华人保险大会”。
2017年6月晋升基本法总监
2017年7月上海国际保险节开幕式保险

名家特邀嘉宾
人生格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姓名：张爱霞
机构名称：
商丘服务营销部
职级：虞城服务部经理
主要荣誉：
2012年-2013年被总公司

授予“AAA级标团客
服室”

2013年被河南分公司授予精英团翡翠会
员荣誉称号

2014年被商丘行协评为“保险行业诚信
销售标兵”称号

2014年-2016年连续三年被总公司授予
个人蓝鲸奖和主任三级蓝鲸奖

2014年-2016年被河南分公司服务营销
授予“绩优客服室”荣誉称号

2016年被河南分公司评为“最美河南太
保人”……

人生格言：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工作，
相信、听话、照做、执行。

2017 年以来，中国太
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豫东分公司在河南保监
局的正确领导下，全面贯彻
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
神，立足中原、根植河南、主
动融入、服务民生，积极践
行“寿险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的引领者”的光荣使命，以
机构改革为契机和动力，
边推改革、边打硬仗、边建
队伍、边建体系，做实分公
司，做强支公司，各项业务
快速突破，流程持续优化，
体系持续完善，基础管理
持续夯实，实现了机构改
革和业务发展两不误，已
经发展成为一家领先市
场、领先系统的优秀公
司。该公司积极践行“守
信用、担风险、重服务、合
规范”的保险行业核心价
值理念，为郑州、开封、周
口、商丘、许昌等地市共计
192 万客户提供了 4000
多亿元保险保障；共处理理
赔案件2万多起，赔付金额
1.62 亿元；为地方贡献各
类税收 11386 万元；共提
供就业岗位近5万个。

在 2017年发展中，以
73位优秀业务总监为代表
的 5万名豫东太保营销将
士，持续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
特别能经受考验”的个险精
神，诚信展业，合规经营，在
公司业务发展中发挥了中
流砥柱作用，用一串串靓丽
的数据诠释了保险人的社
会价值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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