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不分先后

财产险 寿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东肇庆中心支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公司

2017年度肇庆市保险业行业之星评选表彰活动评选结果（先进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公司名称 团队名称 成立时间 团队负责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公司 车商业务部 2009年8月 林观胜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四会支公司 2002年1月 樊智萍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广宁支公司 2015年6月 梁为文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综合开拓 2010年1月 简世琼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农村保险事业部 2015年12月 李杰荣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 李少芬营业区 2014年7月 李少芬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 梁洁梅超越团队 2012年4月 梁洁梅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营业三部 2000年7月 陈  昕

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徐幼连直辖组 2008年8月 徐幼连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卓越区 2012年7月 李颖香

2017年度肇庆市保险业行业之星评选表彰活动评选结果（优秀营销团队）

财产险

寿险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所属公司 姓名 序号 所属公司 姓名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公司 何飞燕 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 李  媛

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公司 张红梅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 赖秀英

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梁小莲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 李洁琼

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曾  庆 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
司

陈雪怡

5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何盛昌 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
司

左  杰

6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
司

江诗永 6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陈  昕

7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
司

郭  飞 7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邵结连

8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
司

曾红梅 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陈育霞

9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李璟扬 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东肇庆中心支公司 黄何秀

10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李志强 1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东肇庆中心支公司 莫小宁

11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梁勇新 11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东肇庆中心支公司 李民红

1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张引凡 1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吴思敏

13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江国锋 13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方艳玲

14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程文峰 14 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徐幼连

15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吴健英 15 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张绮明

16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徐  晖 16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中心支公
司

李群芳

17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钟华明 1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冯玉娟

18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余文英 18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罗秋霞

19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陈  令 19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 关永忠

20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肇庆中心
支公司

李志敏 2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 黄洁玲

21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简世琼 21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 黄爵文

22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张嘉勇 22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莫志琼

23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焦炯森 2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谢敏芝

24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叶金华 2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周玉霞

25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麦敏莉 25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肇庆中心支
公司

张  纯

26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冯健聪 26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吴文波

27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林添培 27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梁小宁

28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钟华斌 28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周  艺

29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黄宝妍 29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陈彩连

30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何伟杨 3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孙建秋

财产险 寿  险

2017年度肇庆市保险业行业之星评选表彰活动评选结果（优秀保险人）



分组	 选手编号	 姓名	 得票数	

 网络人气奖（财险） 	 101	  钟肇群	  2937	

 网络人气奖（财险） 	 102	  麦敏莉	  2799	

 网络人气奖（财险） 	 95	  黎晃成	  1596	

 网络人气奖（财险） 	 96	  张嘉勇	  1513	

 网络人气奖（财险） 	 93	  黄宝君	  1508	

 网络人气奖（寿险） 	 33	  陈晓青	  3783	

 网络人气奖（寿险） 	 31	  邵结连	  3211	

 网络人气奖（寿险） 	 59	  张纯	  1434	

 网络人气奖（寿险） 	 48	  罗秋霞	  1254	

 网络人气奖（寿险） 	 52	  黄爵文	  1175	

2018年肇庆市保险业行业之星评选表彰活动评选结果（网络人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