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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往往最能直观地反映出企业
发展的状况! 华夏人寿

$%"&

年第一季
度共实现价值类保费收入接近

$

亿元"

初显公司价值发展的成果!

有效益的规模建设离不开科学的
机构发展战略! 华夏人寿一直遵循着
精耕细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充分
调研#合理分析的前提下"制定成熟的
机构发展战略!据介绍"华夏机构严格
遵循$ 价值#标准#合规%三个原则建
设!$ 价值%主要是在机构筹建上鼓励
新筹机构做大内涵价值业务" 并重点
加强中心支公司和支公司的管控"在
现有规模下"做强现有营销服务部"并
制定与之匹配的资源配置标准!同时"

在标准方面 " 华夏人寿提出了基本
法#培训#开门红的运作统一执行"在
总分之间共同努力之下"价值类保费
导向目标得到了全面实现! 另外"统
一的销售#管理#辅导模式以及华夏
大学的推广使我们业务品质的提升
得到了保障!

做有价值的事" 更要做有价值的
人!在落实全面发展观的过程中"华夏
人寿也对传统个险队伍进行了相应改
造!在以营服的经营为重心的前提下"

加强对弱体营服的改造!第一步"通过
$ 一开三转六晋%计划"提升新人的留
存率"明显改善保单继续率&第二步"

用经理人计划首先改造本部的市场"

即竞争和超竞争市场" 为未来三年发
展奠定基础! 第三"做好增员工作"保
证新鲜血液!在开展三步走的过程中"

华夏人寿总分公司全面落实了加强执

行#敢于胜利的理念"号召大家向既定
目标努力拼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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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季度个险分红险累计
承保标准保费同比增长超过

'%%(

!截
至目前"华夏人寿传统险#分红险以及
健康险占比达到七成以上" 逐步实现
了万能险向分红险销售的转型! 令人
欣慰的是"由于一贯坚持的产品策略"

华夏人寿的业务价值也在持续提升"

公司取得了规模和效益的双赢!

$%%&

年年初"华夏人寿根据市场
环境的变化顺势推出华夏鎏金宝保险
理财产品"该产品一经投放市场"很快
受到客户的认可! 为进一步扩大该产
品的消费群体"公司随即开发了趸交#

)"

年期#

$"

年期等缴费方式"在市场再
次掀起了购买鎏金宝的热潮!

华夏人寿立足长远发展" 狠抓品

质管理"建立了全员继续率绩效考核管理
方式"视个险

*+

个月继续率为指标全员的
一个生命指标!华夏人寿的全员绩效考核
模式涵盖了全体内外勤人员"特别是总公
司非个险系列的内勤员工绩效挂钩也不
少于

$%(

"充分调动了全员的积极性! 华
夏人寿在契约管理方面建立了一个科学
的#适合于新公司现阶段发展的全面的品
质指标体系"并时时分析各个指标的现状
和改善方法! 同时"通过全员考核机制实
现前后线互动"在每一道生产环节中做到
严格管控"全面保证了业务品质提升和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华夏人寿是一家拥有远大理想和抱
负的新公司"它以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
精神创造了中国寿险业新兴保险公司快
速成长的奇迹" 在未来的寿险市场上"它
也将和其他寿险公司一起为民族寿险业
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

华夏人寿个险业绩同比翻三番"科学发展观初具成效

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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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月的尾货
对接我们去了服装孵化基地"近期有没有
在市区内进行的尾货甩卖' 最好是针对夏
季的产品! %近期"不断有读者咨询创富热
线"本月的$ 尾货对接%何时进行!

本周末"$ 尾货对接%将在郑州市创业
孵化园举办" 如果您手里有积压的服装#

饰品#鞋帽等各类尾货"或者寻找尾货批
发项目" 可以于本周六上午

&

时到达嵩山
路的孵化园进行对接!

购买或者批发尾货的读者可直接到现
场参观"报名参与尾货甩卖的项目商"请于本
周六前拨打创业孵化园现场电话

,-'$.++,

或创富热线
,'.,,,++

报名"以确定对接会展
位! 每周创富对接会上的精彩项目将在下一
周的创富对接栏目中进行报道推介!

时间(

/

月
).

日#

)&

日
地点(郑州市嵩山北路与农业路交叉

口郑州市创业孵化园) 月季公园对面*

乘车路线(

0+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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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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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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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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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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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交车均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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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队昨日通报"今
年一季度"河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1%$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

元"增长
&2.,(

" 但增幅回落
+2'

个百分点! 另据了
解" 昨日公布的全国平均收入为

/.+/

元"

同比增长
)%2$(

"收入高出河南
&))

元!

数据显示 " 河南人的工资性收入
$,./2$)

元"增长
))2$'(

&经营性收入
$&/2/&

元"同比下降
$2,,(

&财产性收入
,,2+

元"同
比增长

)$2,.(

&转移性收入
))/%2$)

元"增长
$)2+'(

!

全省来看"大中型城市受国际金融危
机影响较为明显"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明
显减缓"小城市及县级市受到的影响相对
较小"增幅下降幅度较小!

HPQRSTULV

受金融危机影响" 加之收入增幅回
落"我省城镇居民消费趋向谨慎"消费意
愿有所减弱"但仍在平稳增长!

今年一季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
支出

$/-$2&'

元" 同比增加
$+,2%,

元" 增长
)%2''(

! 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了
)2.

个百分点!

分类看"居民八大类消费支出$ 七升
一降%!

其中" 人均食品支出
&+,2'&

元# 衣着
+.&2)+

元#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2%.

元#交
通和通讯

$,.2).

元# 其他商品和服务
&/2'+

元" 同比分别增长了
)%2/(

#

)&2+(

#

).2$(

#

),2+(

#

$,2-(

"增加较多! 而医疗保健#教育
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也稍有增加!

唯一下降的是居住类支出! 一季度人
均居住消费支出

$%,2.'

元"继续回落"同比
出现了负增长"下降

/2'$(

!而在去年同期"

居住类支出曾大幅增长"增幅
+/(

!

仿瓷餐具又称密胺餐具" 有专家建
议可以用反复煮沸的方法来甄别优劣!

消费者可将仿瓷餐具在沸水中浸煮
+%

分钟后取出" 在室温中放置
)

小时"这
样重复

+

次" 如在实验中餐具出现发白#

发涩# 起泡# 开裂以及有刺鼻气味等状
况"说明该仿瓷餐具质量存在问题!

另外" 现在市场上色彩鲜艳的仿瓷
餐具都上过色" 用水浸泡或者盛放高温
食物时" 劣质餐具中的甲醛或者颜料可

能会$ 跑%出来"发出刺鼻的气味或发生掉
色发白现象!真正的密胺树脂是白色的"因
此选择白色或者浅色餐具更安全一些!

如何选购安全的餐具'有专家建议"不
管是仿瓷餐具"还是陶瓷#不锈钢等餐具"

即使购买的是合格产品" 由于其在生产过
程中或多或少会残留部分有害物质" 因此
在使用前最好都要处理一番" 比如用醋浸
泡
$

个小时"或者用水煮沸
'

分钟左右"然后
让餐具浸泡至自然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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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区规定"每个周一为分包领导服
务企业) 项目*工作日"就是说"每个周一"

领导必须为分包的企业当$ 保姆%! 新上项
目"必须在一个月内办完所有开工手续!

昨日"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传来消息"为应对金融危机"实现决战
第二季度目标"郑州高新区党委管委出台
了+ 关于决战第二季度进一步激励企业加
快发展的六项措施, !

不但规定每个月要公布领导分包企
业) 项目*的进度情况"还规定每个周一为
分包领导服务企业) 项目*工作日! 也就是
说"每个周一"领导必须为分包的企业服
务"协调解决企业提出难题!

对于
$%%&

年二季度每个新上项目"必
须指定代办服务责任人"全程跟踪"各职能
部门开通项目绿色通道" 简化审批等办事
程序"一个月内必须办完所有开工手续!还
有"凡是在第二季度开工的工业项目"免缴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燃气#热力除外*!

同时" 对二季度当季销售收入达到
)%%%

万元以上# 同比增幅达到
)%%3

的企
业"给予

+%

万元的奖励&增幅达到
'%4

的
企业"给予

$%

万元的奖励&增幅达到
+%5

的企业"给予
)%

万元的奖励!

高新区还承诺"凡是高新区内第二季
度完成并购或改制的企业"在原有上市奖
励政策的基础上"再一次性给予

$%

万元的
奖励! 区内企业在银行申请贷款的"由区
担保公司根据企业资产情况提供担保"担
保费用减按标准收费的

$%6

收取!

此外"高新区还鼓励企业参加国内外
各种行业展销会议" 国内展位费在

'

万元
以内#国外展位费在

)%

万元以内的"参会
企业凭二季度新增订货合同"管委会将全
额补助展位费用!

仿瓷餐具销量减两成
全省开始专项检查 批发市场商户称仿瓷餐具不好卖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 仿瓷餐具
致癌的风波已影响到产品在郑州
市场的销售"有商户称"他们生意
减了两成!

!?@CD _`a

连日来"仿瓷餐具致癌的消息屡遭
披露! 在接到国家质检总局下发通知"

要求专项检查仿瓷餐具后"我省质监部
门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对相关企业进行
排查!

昨日"省质监局食品处#监督处等
相关工作人员也在为仿瓷餐具专项检
查"忙向全省转发通知! 该局有关负责
人说"$ 我们通过对纳入

78

) 质量安全*

管理目录查询"才发现里面仿瓷餐具没
有被列入

78

管理范畴! %

他介绍"目前跟食品相关的包装产
品"只有塑料制品#纸包装等"还包括一
次性餐具等"被列入

78

管理范围内!$ 这
样就不需要办理食品许可证审批"所以
从我们登记企业来看"暂时发现有仿瓷
餐具企业! %

不过" 为了防止有仿瓷餐具成了
$ 漏网之鱼%" 省质监局已经向全省质
监系统发出通知" 要求对食品包装的
相关企业逐一排查! 重点排查是否有
证生产加工仿瓷餐具的加工点& 查处
在仿瓷餐具生产加工中使用尿素甲醛
树脂等" 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原辅
材料违法行为!

仿瓷餐具涉嫌致癌风波尚未平息"

昨日北京媒体报道称"针对仿瓷餐具近
来屡屡爆出质量问题的现状"中国饭店
协会就餐具使用向全国餐饮企业发出
倡议(暂停使用仿瓷餐具!

$ 不好卖了" 报纸上这几天不是一
直在报吗"来订货的客户少了有两成!%

昨日" 在郑州市东明路中博厨具市场

内"一家专门销售酒店#餐馆用品的店老板
说"他店里客户九成是宾馆#饭店等"一般都
是客户来要货"他从厂家直接订货"$ 这几天
来订货的客户明显少了" 其实啥餐具都一
样"可以放心使用! %

在紫荆山路易初莲花超市"餐具销售专
区工作人员也称"仿瓷#塑料餐具"这两天销
量略有变化"来选购的人不是那么多了!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七升一降%

一季度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2%0

元 同比增长
&2.,9

一季度 "河
南城镇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 %$

元 "比
全国

/.+/

元的
平 均 收 入 少 了
&))

元!

!?@CD bcd

本周六创富对接会
孵化园里再甩$ 尾货%

领导为分包企业当$ 保姆%

郑州高新区将对$ 有功%企业奖励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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