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号

“新华保险”

记录新华成长的足音

第17期

总第656期

2021年8月20日

京内资准字 1321-L0002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网址：www.newchinalife.com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95567

A股代码：601336 H股代码：01336

山东分公司专刊

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举办成立20周年庆典
7 月 12 日，新华保

险山东分公司在青岛举

办成立 20 周年庆典，本

次庆典的主题是“谋势·

定远·创未来”。公司党

委书记、首席执行官、总

裁李全出席庆典，他号召

山东新华人保持锐意进

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敢闯敢干、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脚踏实地、苦

干实干，创造无愧于伟大

新时代的新辉煌。

山东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刘崇松代表分

公司党委和经营班子致辞，青岛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韩伟娜，山东分公司全体经营班子成

员、分公司部门负责人、16家中支经营班子成员，

山东分公司各条战线的优秀代表齐聚现场，共同

开启山东新华新的发展征程。

从2001到2021，山东新华人一起拼，一起赢，

一起共担风雨，一起克服困难，走出了山东新华

的奋起之路；从2001到2021，山东新华人敢于走

别人没走过的路，实现了由量到质、由大到强的

大跨越，书写了山东新华的不平凡发展之路。

会议表彰了山东分公司成立20年内外勤功

勋人物。会上，外勤王韬、李霞作为功勋人物代

表进行演讲，运营管理部

张林作为“20 年忠诚奉

献奖”代表进行分享。

会议还对山东分公

司诚信之星、“圆梦新华”

主题演讲比赛一等奖进

行了颁奖。

活动现场，16家中支

总经理依次登台，喊出机

构未来发展目标。李全、

刘崇松和16家中支负责人

一起按下启动按钮，启航

山东新华发展的新征程。

山东新华全体干部

员工将以奋斗者的精气

神、追梦人的新作为，人人为公司尽力，个个为责

任担当，向着新华保险“二次腾飞”和山东新华

“313”战略目标团结奋进，谱写山东新华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各位同仁：

追梦人的脚步，铿锵而坚定；攀登者的征程，

始终向着高远延伸。值此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

成立2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公司党委和执委会，

向山东新华的每一位内外勤员工致以诚挚的问

候和衷心的感谢！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说起山分，第一

反应就是系统内首屈一指的“老大哥”，是新华旗

舰。但山分成就不是凭空得来的，山分的20年是

风雨兼程的20年，是砥砺奋进的20年，是锐意进

取的20年。20年来，一代代山东新华人在实践中

寻方法，走出了一条昂扬向上的山分道路。山分

通过20年来持续的价值成长，已经成为系统价值

贡献超10%的中流砥柱，为新华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

特别是2020年以来，山东分公司坚持疫情防

控与业务发展双线作战，坚持高质量发展定位、

坚持专业化发展格局，创造了让全系统刮目相看

的成绩，以一流的服务，让新华品牌在齐鲁大地

深入人心。这是公司“二次腾飞”的旗帜指引下

分公司焕发出的新活力，也是分公司全体内外勤

将士奋勇拼搏的结果。

2021年是个里程碑式的年份，首先是中国共

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同时是新华保险成立25周年。当前，保险行

业步入改革发展深水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转型

调整压力，全行业都在积极探寻未来发展道路，

整个行业即将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今天的庆典，同样开启了山东新华新的

篇章。站在新起点上，我对大家有三点嘱托

和希望：

第一，不要忘记来时的路。山东分公司能成

为系统第一大机构，并不是偶然。纵观整个行

业，山分都是各家公司的“顶梁柱”，这与山东人

“吃苦耐劳、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是

分不开的。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可以说

山东人天生就有正规军的基因和底色，就是“靠

谱”。保险行业里的“流星”很多，但是“恒星”却

少，扎扎实实发展需要眼光长远，耐得住寂寞，山

分要当“恒星”不要当“流星”。一家企业，无论处

在哪个发展阶段，最重要的不是资源的多寡，而

是人，是人的精气神。20年来，山分的内外勤干

部就是靠着踏踏实实地干，在战火洗礼中几经历

练，成长为市场上最具战斗力的队伍，这也是我

对山分抱有坚定信心的原因所在。我希望山分

在未来能坚守住这条正路。

第二，要忘记来时的路。大家可能会好奇，怎

么和第一条有矛盾？我希望大家忘记的，是那些不

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老路、死路。保险行业发展至

今，有很多沉疴、旧疾，高增员、低产能、大方案、自

保件，已经成为行业广受

诟病的标签，甚至被人们

所习惯。过去，我们这条

路可能行得通，甚至发展

得还不错，但这不是保险

行业未来的样子，与高质

量发展不符，与国家的发

展要求不符。我希望山分

不要把粗放当作常态，把

低效作为常识，践行新发

展理念，强化队伍建设，加

速业务发展，提高业务质

量，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道路。

第三，要坚定信心，走好自己的路。如今行

业处在深度调整期，就会有很多杂音干扰。我们

要把注意力专注在市场上，结合山东的实际情

况，专心谋发展。一是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

深入了解客户，为更多客户提供更全面的风险保

障，切实保障客户权益；二是重视人才培养，搭建

员工发展平台，畅通干部晋升渠道，持续提升员

工幸福感和归属感；三是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

控合规意识，持续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着力防范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健全案件风险防控机

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事件的

底线。

希望山东新华的全体员工能够激发奋斗者

的精气神、展现追梦人的新作为，人人为公司尽

力，个个为责任担当，把追求美好生活的个人梦、

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新华梦，在新时代大

舞台上绽放更多更加精彩的新华故事。

不负时光，自有万水千山。在新华航行的海

图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坐标，尽到自

己的一份责任。我们每一次振臂，都在为新时代

的光荣与梦想加油助力；每一次挥汗，都将定格

奋斗者感人的英姿。让我们保持锐意进取、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敢闯敢干、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脚踏实地、苦干实干，创造无愧于伟大新时代

的新辉煌！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

在全国人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也迎来成立20周年。值

此庄严隆重的时刻，我代表山东分公司党委和总

经理室向公司成立初期的创业者和开拓者表示

衷心感谢，感谢他们勇担使命、砥砺奋进、披荆斩

棘，铸就了山东新华的快速崛起；向所有山东新

华人及家属们表示诚挚感谢，感谢你们以必胜的

信念、昂扬的斗志、坚毅的行动，实现了山东新华

的蓬勃发展；向山东新华的400万客户们表示真

挚感谢，感谢他们和衷共济、风雨同舟、携手与

共，激励着山东新华一往无前、勇攀高峰！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山东新华成立20

周年庆典，就是要致敬一代代山东新华人为公司

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铭记一代代山东新华人走

过的历史脚步，总结 20 年来山东新华的发展经

验，号召山东新华全体内外勤员工乘势而上，顺

势而为，意气风发，向着新华保险“二次腾飞”和

“313”战略目标团结奋进，谱写山东新华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借国家发展大势

和保险业崛起之势，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应运而

生。2000年11月1日，新华保险济南分公司获得

原中国保监会的筹建批复；2001 年 4 月 10 日，济

南分公司正式开业运营，2005年5月，原济南分公

司更名为山东分公司。此时此刻，历史的脚步渐

行渐远，声音却依然铿锵有力，振聋发聩的回声

依然让我们振奋雀跃，肃然起敬。从 2001 到

2021，山东新华人一起拼，一起赢，一起共担风雨，

一起克服困难，走出了山东新华的奋起之路；从

2001 到 2021，山东新华人敢于走别人没走过的

路，实现了由量到质、由大到强的大跨越，书写了

山东新华的不平凡发展之路。

——20年来，山东新华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确保经营目标达成，保证发展方向，维护金融

市场稳定。从分公司党委成立起，山东分公司就

将“站排头、打先锋、立标杆”的党建目标与业务

目标相互融合。在高质量党建引领下，山东新华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

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

保险这项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20 年来，山东新华坚持发展是第一要

务，建立经营优势，夯实市场地位，促进业务全面

提升。年保费收入由2001年的1900万元到2020

年突破150亿元，增长了800倍，保费贡献率稳居

系统首位，山东市场名列前茅。营销人力由几百

人发展到五万多人，保持人力规模稳定增长的同

时，也为千家万户带去了就业岗位。经过20年的

发展，山东新华早已站起来、强起来，由往昔的小

舢板成长为系统旗舰，市场上的大公司。

——20 年来，山东新华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持续践行“快理赔、优服务”的品牌内涵，开

业至今，公司理赔件数超过140万件，理赔金额超

过67亿元。通过自助理赔、全国通赔、重疾先赔、

实时支付等一系列创新举措，理赔时效由创业初

期的10天缩短到现在的1.48天，最快几秒就可以

完成。借助科技赋能，山东新华以客户体验为圆

心，以保单全生命周期为服务半径，以提质增效

为导向，加速智能技术应用，搭建有高度、有速

度、有态度、有温度的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体系，为

400万客户带来极简、极致、极速的服务体验，引

领智慧化服务不断升级。

——20年来，山东新华奋斗不息，追梦的脚

步从未停止，从百亿梦，到双百亿，到“313”，山

东新华人“讲忠诚、有血性、敢担当”，做靠谱的

人，干长远的事，让梦想照进现实、以实干赢得

了公司美好的今天，也将开创璀璨的未来。山

东新华形成了“善良、公平、快乐、长远”的文化

体系，山东新华人坚守“工匠精神”，脚踏实地，

兢兢业业，专业专注，不断为筑造新华保险万丈

高楼添砖加瓦，不断为客户提供幸福生活的保

障，为员工搭建成就自我的平台，为社会增添和

谐安宁的力量。

——20年来，山东新华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的人才战略，形成了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

劣者汰的选人用人导向，建立了良好的育人、育

才的梯队机制，营造了风清气正的人才环境。山

东新华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员工干事创业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为系统输送了大量管理干部和优秀

工作者。今天即将受到表彰的“功勋人物”获得

者，就是各个条线中的杰出代表。在你们身上，

生动体现了山东新华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

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

——20年来，山东新华服务山东经济社会发

展，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各项公益事业。为

四川地震灾区送去170万元捐款，与重庆武隆区

鸭江镇三元村结对扶贫，连续5年累计为10余万

环卫工人送去意外保险保障，助力全省公交司机

抗击疫情，为全省5000所“希望小屋”带去精神食

粮……山东新华人不断做好事、办实事，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山东新

华建立了一支90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持续深化

“保险产品+公益平台+志愿服务”的公益模式，致

力于增进民生和谐。

百围之木，始于勾萌；万里之途，起于跬步。

没有等出来的成功，只有干出来的精彩。山东新

华20年的发展告诉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我

们必能用奋斗，致我们终将值得的青春，用奋斗

打磨出我们美好未来的模样！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

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刚刚闭

幕，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即将踏上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向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山东新华成立20周年

庆典，标志着山东新华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代，迈

向新的发展征程！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越是

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重负重。

——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山东新华人

要以抓好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为契机，开创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我们要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加

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切实解决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改作风，正作风，干好

事，干实事。我们要勇立时代潮头，善于开拓创

新，敢于争创行业一流；我们要勇于承担公司

“二次腾飞”的责任，坚定“313”战略自信，不断

实践、不断突破，脚踏实地地真干实干；我们要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发动和引领广大员工团结

一心，实现公司发展的集体梦想，展现每一名员

工的个人价值。

——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山东新华人

要改变思维，转变经营方式，加快改革创新，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我们必须做到健康可持续发

展，实现业务平稳推进，实现队伍核心人力垂直

成长；我们必须做到品质保障，保证业务质量；我

们必须做到效益为先，实现投入产出持续优化；

我们必须为更多客户提供更全面的风险保障，持

续优化客户的保险体验，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的

保险需求；我们必须更加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承

担更多社会责任，铸造新华品牌。

——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山东新华人

要以史为鉴，坚持不懈常抓政治纪律与风险防

控。李全总裁在2021年风控合规暨案件风险防

控工作会议上指出：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压实风

险防控主体责任。二是转变发展模式，严抓业务

品质。三是聚焦重点风险领域，守住风险底线。

四是强化管理责任，加强内控落实。五是健全风

控体系，提升技术水平。六是严肃问责惩戒，培

育风险文化。山东分公司将多措并举全覆盖，激

浊扬清零容忍，巩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

果；落实监管机关、总公司关于全面风险排查、乱

象治理和规范建设提升年的各项安排，落实业务

发展是第一要务、风控合规是第一要事的经营管

理原则，将山东分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升到新的水

平和高度。

跨越重重峰峦，开拓全新境界，在山东新华

踏上新征程之际，请允许我代表分公司向总公司

党委和执委会长期以来的支持与鼓励表示诚挚

感谢；向行业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扶持与帮助

表达真挚的谢意！

各位同仁：

汇入江海，涓滴才能永不干涸；融入时代，人

生自有无限精彩。

谋势，谋发展之势，谋未来之势！

定远，定目标之大，定未来之远！

创未来，未来已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

新征程，是公司发展的新征程，也是我们每

个人的新征程。新征程，展现了“新成效”“新步

伐”“新提高”“新进步”“新水平”“新提升”的崭新

画卷，召唤着我们激情燃烧、倾情书写。我们要

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历史担当，持续推动“二次腾飞”和“313”战

略目标的实现。

在我们最好的年华，最佳的打开方式就是向

着梦想奋力登攀；身处最好的时代，最大的珍惜

就是为时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二个百年

奋斗的号角已经吹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

扬，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阔步向前。我们山东新华人定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以只争朝夕

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迈向伟大征程，

实现伟大梦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贡献新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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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 向幸福出发
——山东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崇松致辞



中共党员，入司17年，以

“信仰、谦卑、好胜、利他、执行”

为价值观，带领济宁中支多次

获得优秀团体。

济宁总经理 李林民

中共党员，入司16年，践行

高质量发展，实现多家机构由弱

变强，带领多支队伍走上绩优组

织发展道路。

威海总经理 段俊超

中共党员，入司16年，立足

营销谋发展，肩负使命敢担当，心

之所向无往不胜。

分公司营销部总经理 于武圣

中共党员，入司18年，根植

基层、苦干实干，弘扬工匠精神，

从基层经理到中支班子，心怀梦

想，做好榜样。

烟台副总经理 周俊梅

中共党员，入司18年，从组训

讲师做起，服务在基层。发扬螺

丝钉精神，为泰安中支的发展竭

尽全力。

泰安综合行政部经理 宋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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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入司15年，从新

人讲师到支公司经理，时刻保持

职业经理人初心。

潍坊奎文支公司经理

王福臻
十八年如一日坚守人管岗

位，多次获得公司岗位竞赛第一

名，是聊城市优秀金融工作者，山

东分公司最美新华人。

聊城营销部员工 麻丽晶

中共党员，入司20年，从五

大国有银行到多家股份制银行，

带领分公司银代渠道走出新路；

从分公司到江北水城，开疆扩土，

敬业奉献永不褪色。

聊城总经理（分公司总监级）

马传友
中共党员，入司18年，深耕

银代保险市场，中支银代业务多

年来稳居分公司前三甲，2021

年实现人力和平台再次突破。

淄博副总经理 路志梅

中共党员，入司19年，始终奋

战在银代业务阵地前线，忠诚尽

责，脚踏实地，带领团队由小到

大，业务规模由弱到强。

潍坊副总经理 丁智勇

入司18年，烟台银代铁军的

优秀代表，带领团队业务年年创

新高，创造单张期交保单1000万

等多个新纪录。

烟台银行业务部经理于莉

中共党员，入司18年，创建

潍坊团险队伍，实现年保费5000

万的跨越。引领建立交叉销售作

业模式，率先实现政保项目突破。

潍坊副总经理 岳光波

入司20年，参与了山分续期

筹备，历经渠道多次变革，始终坚

守初心，扎根本职，为山分百亿续

保的达成做出突出贡献。

分公司收展部副总经理

任玉华

中共党员，入司20年，用真

心凝聚士气、用真情服务一线、用

真抓实干创造价值，是广大客户、

一线队伍的坚实后盾。

分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张林
中共党员，入司20年，在分管

领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荣获公

司内外30余个奖项。

济宁副总经理 侯颂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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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司18年，用实干领跑在山

东运营最前端，用精干为客户和

队伍送去支持和保障。

济南客户服务中心经理

刘云
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年，综合柜员的先进

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代表。倡导合规，守住柜面风险

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防线；以司为家，给予广大客户、

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业务伙伴家的温暖。

泰安肥城支公司员工 王敏

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入司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年，做办公室主任

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年，构建行政制度文化，开拓

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党建阵地，被评为中投系统优秀

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者。

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滨州总经理 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杨龙见

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中共党员，入司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年，致力于

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为员工成长

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搭建舞台，甘于奉献，勇于探索，客

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观公正，追求卓越。

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杨艳艳



4 2021年8月20日

第17期 总第656期

泰安中支个险资深区域总

监，入司19年，组织发展实现成

人达己，严格管理磨砺精英团

队。山东分公司20年，团队业

绩排名第一。

泰安 李霞

济宁中支个险资深区域总

监，入司19年，只身一人勇担筹建

之责，扩军两千完成架构蜕变。

山东分公司20年，团队业绩排名

第二。

济宁 谢栓柱

威海中支个险资深区域总

监，入司17年，从书海中走来，以

学习之花铺就成长之路。山东分

公司20年，团队业绩排名第三。

威海 张浩

潍坊中支个险功勋总监，入

司19年，不服输，不放弃，不妥

协，直辖直增，初心不改。山东分

公司20年，团队业绩排名第四。

潍坊 王萍

潍坊中支个险功勋总监，入司

19年，凭一己之力撑起一个家族的

荣光，建立山分第一个保险家族企

业。山东分公司20年，团队业绩

排名第五。

潍坊 刘秀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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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支个险资深区域总

监，入司19年，忠诚信仰不改本

色，践行理想守护万家平安。

山东分公司20年，团队业绩排

名第六。

烟台 穆凯

泰安中支个险资深区域总

监，入司15年，百万公里，踏破千

家万户，六千日夜，招纳群贤毕

至。山东分公司20年，团队业绩

排名第七。

泰安 刘珍元

淄博中支个险高级区域总

监，入司18年，具有知难而上的勇

气，大战先行的魄力，山东分公司

20年，团队业绩排名第八。

淄博 王新茹

济南中支个险区域总监，入

司20年，山东分公司新筹骨干、

创业元勋，山东分公司20年，团

队业绩排名第九。

济南 林向军

滨州中支个险资深区域总监，

入司18年，树立“万人大业”梦想，

固守“经营核心人力”道路，山东分

公司20年，团队业绩排名第十。

滨州 卢拥军

潍坊中支个险区域总监，入

司19年，真情真意，对待伙伴以

诚为先胜似家人，带领团队翻越

险峰开创事业，山东分公司 20

年，团队业绩排名第十一。

潍坊 孙永红

济南中支个险区域总监，入

司20年，是新华山东分公司第一

位行销总监，山东分公司20年，团

队业绩排名第十二。

济南 王韬

济南中支银行代理高级部

经理，入司18年，全心全意热爱

岗位，真情实意服务客户，以诚

信和拼搏收获奖章满满，收下遍

地红花。

济南 商彦红

烟台中支银行代理高级总

监，入司15年，九届公司高峰会会

员，三年公司精英俱乐部山东会

会长，以超乎常人的执着与韧性

带领团队斩获期交过千万。

烟台 曲卫青

烟台中支财富营业区总监，

入司14年，育成一个营业区，十大

营业部，多年来为困难客户雪中

送炭，用满腔情怀践行新华企业

精神。

烟台 章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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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 王洪英淄博 石伟丽 烟台 任成英 烟台 孙滕 烟台 林琳 烟台 张国华 烟台 宫志英 济宁 张学美 泰安 张京兰 威海 董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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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 卢华

潍坊 臧丽娜 烟台 张汝恒烟台 周少鹏

济南 张欣欣

淄博 刘延婷 淄博 路苗苗

淄博 张雪

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年司庆服务明星

滨州 赵书静 滨州 刘影超 东营 崔玉玲 东营 燕金丽 东营 郑广北 东营 张玉春 菏泽 金翠荣

临沂 吴宝芹 临沂 万言聪 德州 林长荣 枣庄 孔涛 枣庄 李运晶 聊城 辛景兰威海 周明胜

泰安 李英芹 滨州 郭增俊 滨州 郭增翠威海 邱淑萍 泰安 杨树华 烟台 郑丽莎 烟台 谭培英 德州 苗金曼 潍坊 李莹 烟台 徐静

淄博 张立玲 烟台 陈洪青 淄博 田仕娟 潍坊 单玉花 烟台 朱同香 烟台 孙化丽 烟台 黄广波 威海 王会英 济宁 朱本秀 临沂 米玉霞

潍坊 孙洪梅 滨州 由守根 潍坊 张永华 威海 赵烨芬 济宁 许灿 烟台 赵玉芹 泰安 郑翠兰 泰安 高蕊 烟台 程芳 淄博 刘璟

东营 任金荣 烟台 位晓东 烟台 李治慧 烟台 李凤梅 潍坊 邓建丽 烟台 刘艳萍 烟台 蒋林新 日照 韩荣 烟台 张爱英 烟台 曹永娟

烟台 朱美华 烟台 郎俊苹 烟台 孙娜 泰安 裴振东 淄博 刘毅群 聊城 潘慧敏 东营 薛忠岚 德州 过艳红 烟台 姜桂春 威海 曲华丽

烟台 邓建华 东营 高小花 淄博 张文芳 烟台 迟小桐 东营 王涛 烟台 曲蕾 聊城 韩贞 淄博 高长华 烟台 孙翠娟 威海 王佳静

泰安 黄庆菊 莱芜 许家煜 临沂 狄晨 烟台 高铭泓

泰安 王心

枣庄 王英歌 聊城 李萍 聊城 桑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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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 王丹丹 滨州 王蕊 东营 任玉美 济南 李洪芳 济南 李梅济南 曲凤微 济南 孙小焜济南 王霞 济南 王新智

济宁 郭夏青济宁 宋红燕济宁 王利济宁 张玉珍 莱芜 郭丽萍莱芜 赵翠萍

临沂 董秀花

临沂 付原

临沂 李莹 临沂 刘桂芳

临沂 宋文文

临沂 王丽媛

临沂 王小庭

临沂 杨广云 潍坊 吴云云潍坊 郑忠伟

烟台 曹常华

烟台 贺旭光

烟台 孔庆华

烟台 李圣燕

烟台 刘建秋 烟台 柳明智 烟台 宋青 烟台 薛艳萍烟台 张钰婧 枣庄 王宁宁枣庄 赵慧

淄博 毕宝玲 淄博 边英淄博 邵楠 淄博 司慧萍淄博 田乐淄博 杨文丽 淄博 周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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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 刘娟 东营 陈秀娟东营 韩建美 济南 邓彩霞 济宁 吕少坤 济宁 马丽君济宁 唐延蕊 泰安 郭维

威海 姜晓群 威海 梁新娜

威海 刘丽霞

威海 宋文花 潍坊 慈丽春 潍坊 焦丹丹 烟台 陈小燕 烟台 姜进

烟台 薛艳妮

烟台 张桂玲烟台 章玲玲

枣庄 何洪莉枣庄 邱霞枣庄 赵琳琳 淄博 刘梅淄博 刘亚男淄博 宋堉 淄博 王梓 淄博 赵熙香



济南

德州

济宁

淄博

威海

泰安

潍坊

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

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滨州

枣庄

刘文娟

孟涛

李兴杰

石伟丽

原欣媛

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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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慧

唐海岩

何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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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
分公司
济南
分公司
分公司
分公司
分公司
济南
济南
分公司
分公司
聊城
分公司
分公司
分公司
分公司
分公司
济南
济宁
菏泽

孙妍妍

纪龙

卢琳

江伟

李颖

孙晓梅

张林

王文琳

王婵婵

郭瑞英

杨艳艳

马传友

杨国栋

张力

任玉华

倪文军

魏常武

周高羽

侯颂霞

李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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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
分公司
潍坊

王心怡

张辉

谭丞君

烟台
济南
潍坊
聊城
聊城
枣庄
分公司
济宁
日照
淄博
威海
济宁
东营
泰安
烟台
烟台
威海
泰安
枣庄
烟台
枣庄
泰安

李广霞

冯原斐

王娟娟

郭海宁

徐振霞

岳忠菲

王广君

王锐

赵漂

常方新

宋茹

邹亚青

贾康康

裴振东

秦丽媛

杨丽萍

王嘉琳

佟宪美

邵丹

董倩倩

杨启鲁

陈莹莹

一等奖

滨州
淄博
济南
泰安
潍坊

杜文锦

辛铭

李玉飞

公艳/李松

张岩

二等奖

三等奖
分公司
潍坊
泰安
威海
潍坊
潍坊
泰安
济南
潍坊
潍坊

刘梦瑶

牛文超

徐静

车晓

王舒

宋传岩

朱向堃

姬光磊

赵立颖

徐玮泽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