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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有人问，在一生的事业奋斗中，最怕什么，你会如何回答？“怕没关

系”“怕没金钱”“怕体力不支”“怕没时间”“怕没伙伴”……答案或许五花八

门，但笔者认为最紧要的是“伙伴”。

   没错，多数人都怕孤军奋战，没有了伙伴，不管做什么，成功了，喜悦不知往

哪里分享；挫败了，迷茫也找不到人开解。人们都希望自己是被需要的，但人有时

也会陷入无助，也需要他人的引导。所以，在事业这条路上，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期待：有一群可相信可依赖的伙伴，陪伴我们走过事业与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共享

阳光与喜悦。

   7月13日，第十届中国保险精英圆桌大会(CMF)在武汉隆重召开，国内保险业界

精英齐聚一堂，探讨保险业真谛、保险营销秘诀。80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精彩纷

呈的专业分享，令人切身体会到一轮自我提升与重塑灵魂的思想盛宴。沃保参展团

亲赴会场与两岸三地保险精英近距离接触，引来无数保险精英驻足了解，当场与沃

保牵手合作，相见恨晚之情溢于言表。

   自2003至2013，CMF十岁了，沃保也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十年间，沃保精湛的品

牌打造，与身后默默支持的伙伴们分不开，他们有沃保的员工、股东、保险行业机

构，更有活跃在一线、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士……沃保借此对你们表

示由衷的感谢！有你们一路相随，沃保定能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打造更优质的保

险网络行销平台，成为您保险事业发展的助推器。

伙伴的力量
文 / 苏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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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财秀

这个客户是上次经过沃保网，做团体意外卡单那个单位一个员

工，他给儿子买的是智慧星，在上次做完意外卡单后，5月中旬第二次

去单位做服务回访，给单位几个同事办了信用卡，这个客户就问起了

关于孩子的保险，经过了解，客户很有保险意识，孩子现在8岁，刚出

生下来孩子的爷爷就给孩子买了8000元左右的保险了，但是由于长期

和孩子没有在一起，孩子在老家上学。客户每个月会给孩子存500元到

成都平安保险

沃保网上第一单寿险

成都平安保险

何萃蓉

去年10月份，刘先生通过网络找到我咨询少儿险，推荐了平安

的智慧星，觉得很不错，但是一直都没见上面，觉得这种一直见不

到面的客户，签单几率太小，就没怎么放在心上。直到今年4月份，

刘先生在qq上给我留言，说是要考虑保险了。后面我和他爱人联系

上，就顺利地见面了。最终，为刘先生的孩子签下了一份智慧星。

沃保助我签下网络第一单寿险

电话:13308029606

电话:13882266422

账上，作为大学教育和创业金。听我讲完我们的智慧星以后，客户非常认同，因为这款保险有保障也有教育金，

当即就决定要给孩子办理。但是没有证件，我就建议他6月1日给孩子做保单，说就当给孩子以后每年6.1都有一

份特殊的礼物，伴随孩子的一生，客户赞同了这个决定，6月1日直接去单位办理了保单！感谢沃保为我们增加了

客户资源，再加上自己的专业与服务，这样才会赢得客户的认可，签单就不难了，接下来好好服务这个单位，应

该还有寿险单子可以追的回来，感谢沃保，感谢小李！

成都中国人寿

邹斌权

7月1日，接到一个电话，联系人称在一个叫沃保网上看到我的

信息。说咨询公司团体意外险，我根据对方提供的信息，迅速向对

方报了价，同时约对方到单位见面，详细倾听对方单位的想法，并

详细说明了我设计的方案，对方非常满意。这家单位公司员工合计

300人，全是公司内勤人元，没有高风险。人均100元的保费算，合

计保费30000元。很快保险费到账，并办理完所有的手续。通过沃保

网签单就是方便、快捷！

成都意外险 喜签3万

电话:13666243313

客户刘先生的姐姐也想给孩子购买一份保险，不过，目前还在考虑之中！不过我相信在我的用心服务之下，签下

这个保单也是很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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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加入沃保网来签的第一张单，客户因为想要购买保险，就在

网上浏览了关于保险各种新闻，后来在沃保网上看到我的个人网站，仔

细阅读了其中的信息之后，才打电话来咨询的，电话聊完，我们便约着

见面详谈了，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签单，直到第二次见完面才签下单子。

虽然是很小的意外团体险，但是我在沃保网上开花了，感谢活保，特别

要感谢我的网上助理彭林群！

何明翠

渝北区平安保险

加入沃保网的第一单

榆林平安保险

曹艳荣

2013年6月中旬，杨先生打来电话说女儿快过生日了，想给办份 

保险，他是搞工程的经理一直很忙，22号中午给我打电话说回来了。

由于公司职场搬迁，我们在乱糟糟的办公地点，给孩子办理了平安智

慧星少儿万能保险。感谢沃保，感谢客户对我的信任，我第一次见面

就和客户一家成了朋友。我会始终如一地为客户做好服务的。

在此首先感谢沃保网的专员小林能及时找到我，让我做了广西

南宁泰康的区域明星，通过沃保网这个特别的平台，让我出乎意

料，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签了一张单，沃保网让我觉得，在展

业的过程中又多了一条事半功倍的“门路”，让我更加对我未来

的业绩充满信心。我也相信我们沃保网的每一位优秀的代理人会

通过这个良好的平台结交更多的客户朋友，签到更多的保费！

黄梅英

南宁泰康人寿

顺利签第一单寿险

机遇+专业=签单

爱心传递 签单分享

刚被客户联系上的时候还有点小惊喜，没想到这么快。在沃

保网上的收效越来越好了。大概沟通后并开始为客户提供方案：

全佑一生七合一加双盈人生建立全面保障，同时兼顾理财。尽管

如此，客户还是与其他公司产品有作相应比较，最后决定托付于

AIA。在此过程中还因体检的问题耽误一段时间，以至于保单费了

谭勇

深圳友邦保险

电话：15723233498

电话:13892299478

电话:1897798604

电话:15999634096

些时间进来，因为信任客户自始至终都非常耐心配合，感谢客户的信任同时更感谢公司提供的平台，以及一直都

非常关注我的助理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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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掉号时，入了沃保皇冠网，转介也可以延续网站时间，最后一

拼了。签单了，当天晚上我眼里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消费的钱变成了

投资，回了本钱了。消费的增加，收不抵支，通过合法的方式，用知

识挣一点生活费，保险的任务让我加快了挣钱的步伐，网站成了我的

唯一寄托和希望，成功的签单，真的成功了，签单了！ 五花八门的咨

询和咨询量的增加，让会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感谢沃保网！

陈丽丽

文雅

客户是以前公司的一个下属，现在自己在做生意，因为我的空间

时常更新我在保险公司的成长历程，分享我的所见所闻，一直对我都

有关注，虽然也时常替我介绍客户，但自己却没什么意识，前段时间

有一个保险公司的电销人员在电话里跟他沟通了近一个小时，挂完电

话他就让我给他设计一份基础医疗，于是应他的情况我给他介绍了月

交333，共交20年的这款保障兼养老产品。

长寿平安保险

邢台平安保险

武汉平安保险

李婷婷

客户王先生很有意思，他是想给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买一份人

身保险。就先在网络上了解了一下平安的护身福产品。因为儿子

是本月15号过生日，想送给他一份生日礼物，就着急着给平安的

95511打了咨询电话。不凑巧的是总公司派的指定上门服务的时

间是17号，客户王先生等不及了。也是在网络上无意间看到了我

的个人网页，也有了解到平安护身福这款产品。次日，王先生又

给沃保400打了热线电话，沃保小助理就有和客户推荐我，客户

很惊喜：因为昨晚又无意间浏览到我的网站，客户指定要我提

心诚则灵 智慧型签单成功

做好个人推广 保单自动上门

被客户指定点名－缘于沃保

电话:13903293689

电话:13399881355

电话:15342233046

供服务，又凑巧的是资源正好也是我服务的范围之内的。我的小助理就直接把客户资料传递给我了，我当时也没

在意，正在开会呢！会后就即刻与客户取得了沟通和联系，安排第二天上门服务。客户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摞保

单，各家公司的基本上都有，我认真的帮客户做了保单体检。指出保障有缺口，认真分析客户需求和缴费经济实

力，最后就敲定了平安护身福这款保障产品。第二次见面就顺利的把合同签了！

5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接到一位先生的电话说是想了解团体意外保

险，缴费不要太高，因为我月底比较忙，六月初约好见面，当天就签

了一张30个人的团体意外险单子，经过详细了解他是通过沃保网找到

我的，感谢沃保！走进沃保，让签单变得更轻松！

霍艳梅

西安平安保险

走进沃保 让签单变得更轻松

电话:1308750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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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平安保险

李文汉

加入沃保不到1个月，这是第二张单了，一张年缴5270元的长

期孩子寿险。客户通过沃保网上找到我，因为他看见我毕业的学校

是他的家乡，后来通过和他交谈才发现，他老婆居然是我的高中同

学，所以很顺利的2访签单。我觉得世界太小了，感谢沃保，因为我

以前一直没和他联系，要不是沃保，我们不会再次取得联系的，缘

分啊！

感谢沃保网，这几天连接了几个陌生电话，都是咨询少儿360返款

和其它业务办理，我都一一解答，得到了客户的好评，而且成为了朋

友，虽然没有签单但我非常高兴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了客户，使我认

识了几个陌生的朋友，通过沃保他们找到了我，对我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和信任，没有沃保我就不能认识这些朋友，感谢沃保网感谢小高。

杨淑英

宝坻平安保险

最具缘分的一张单

感谢沃保使我结交了新朋友

通过沃保签意外保险卡

2013年7月3日，公司奖励我们去一日游，迷迷糊糊的我在车上

睡觉，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在网上百度到我，要在我这买意外保

险，我说我在旅游，明天回来给他办理。今天早上开完会我就打电

话给客户并约好时间，她大概问了一下保障内容，觉得还比较满

意，就叫我带四张意外保险卡过去，下午我带过去，她已经准备好

身份证号码和名字了，很顺利的就把意外保险卡办好了！只想说，

沃保这个平台太好了，没有展业时，客户主动找上门来！让我轻松

签单，真的很好！

胡晓娟

成都人保寿险

电话:13628536109

电话:13821503011

电话:13982052740

成都平安保险

吕为丽
现在的销售就是多样化，通过沃保网搜到我的客户增多，从最

初的接触到最后的销售成功。其实最注重的还是服务。客户是平安

的老客户，打电话咨询一些保单问题。最后成了好朋友，更是把一

家人的保障缺口全部补充完全。信息从沃保开始，签单从服务开

始！

签单 从服务开始

电话:1872843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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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保网与所有会员共享赢销喜悦，沃保网会员积极的参与签单分享活动，与沃保网所有的朋友们分享签单，

分享喜悦！会员尽情书写签单的喜悦，沃保网将按期评选“每月分享达人”、“每月最佳分享”、“季度分享达

人”、“年度保单王”、“签单圣手”、“分享之星”、“成就奖”。

温馨提醒：

宜宾平安保险

肖宇

6月的一天中午，我在家正准备吃饭，一客户给我打来电话咨

询团体保险，后来我们约好当天下午见个面详谈，客户是个很客

气又很平易近人的人，我们谈的很愉快，见面两次客户就决定在

我这里购买，很顺利，让我觉得有些小兴奋，可是由于已经过了

周三，过了客户单位转账的时间，要等下周三才能转账，下周三

时又逢端午节，又不能转账，又得推迟一周时间才能转账，不过

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合作，客户很细心也很热情，后来还主动打

电话说明情况，这样经过几番等待，我们抓住了6月的尾巴，成功

转账，因次我也成功的签下了这个团险单。感谢客户给予我的信

任，也感谢沃保网这个平台。

沃保网给我带来的客户源

电话:18308199028

六安平安保险

邹珊

6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来咨询团体险，一开始并没有

注意到这是从网络上来的客户，因为面对有保险疑问的人，我首先想到

的就是对客户的情况以及保险产品进行详细了解和专业地介绍，昨天终

于成功的签下了团体险一单，虽然保费不高，但对我来说却是多了一个

客户，网络签单原来这么简单，感谢我的网上助理黄丽珠！

网上团险第一单

电话:13966262360

南京中国人寿

张晓琴

三流人员卖产品，二流人员卖观念，一流人员卖自己。成

为一流营销员是我所追求的，对于我来说，我做保险从来不给

对方压力，潜移默化中告诉我的客户保险的意义与功用。买不

买都是由客户决定，从来没有勉强客户向我买保险。在网上签

了两张年交保费1000多的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这是一位陈

小姐给自己的两个宝贝购买的。她是一位非常细心，考虑问题

很全面的人，我们在网上认识，并且很有共同语言，可能是因

为都做了妈妈的缘故，经常聊到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对于陈

卖保险就是卖自己

电话:13851609617

小姐提出来的每一个有关保险的问题都认真地答复她。 经过几次的交流，顺利签下了这两张保单。用心为客户

服务，站在客户的立场去考虑问题，是我从业以来赢得保单的主要原因，没有华丽的词语和话术，只用一颗真诚

的心去面对我的每一个客户，为她们节省每一分钱，永远把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我的客户都很支持和信任

我。 陈小姐和我因沃保网而结缘，感谢沃保网提供给我们代理人这么好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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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平安保险

齐贺龙

海口某实验学校办公室打电话给我，说是学生出险，需要理

赔。但原服务人员已离职，没有人服务，便从网上查询找到我。理

赔我也做过几次，便指导学校开具事故证明，指导学生家长准备相

关资料。学生因被篮球打伤右臂，进入省医院治疗。学生家长不在

本市，提供的资料不够齐全，我便带着委托书前往医院补齐相关数

据清单等。递交公司，顺利办理了理赔。假期来临，每逢假期都是

青少年出险的高发期，学生家长应注意安全工作！

假期来临 家长朋友多注意学生假期安全

客户前年在我这里购买了一份医疗险组合，前些天客户打电话来告

诉我说他额头痛的厉害，问我能报账不，我说当然可以，于是客户前往

大坪医院接受治疗，诊断为神经性头痛，总费用花了8100元，合医报销

了2376元，平安报销了5386元，客户自费药338元。

徐厚强

重庆平安保险

专业的设计 客户获得满意的理赔

成都人保寿险

胡晓娟

彭阿姨是我的老客户，从我做保险以来就一直支持我，在我这

里买分红保险，意外保险，还帮我宣传，介绍了很多朋友来买意外

保险，一直很感激她，今年过年来没多久就接到彭阿姨的电话，说

她爱人江叔叔过年那几天手指被老鼠咬了，还有点严重。光是打疫

苗都花了2000多了。本来说直接拿到我这边意外保险报销的，后来

知道社保那边可以报销，但是要等两个月。社保才报销下来，共花

理赔让我更自信

深圳中国人寿

叶小洒
被保险人于2013年03月16日受伤在博罗人民医院治疗并通知

我帮忙报案。治疗康复后5月25日通知我过去取所有的资料（病历

本、发票、药品清单、出院小结等），我于26日把所有资料交至理

赔部，很快就受理了，理赔金于29日就转入了被保险人帐户。

理赔就这么简单

电话:13976371070 

电话:13638302727

电话:13982052740

了2200多，社保报了200元，我看了下彭阿姨和江叔叔准备的资料，并不是很齐全，我去医院把门诊病历补齐

了，一起交了上去。没过多久彭阿姨就打电话给我说，理赔款已经打到他们卡上了，有1850元。没想到赔了这么

多！之前看了他们用的药，本来以为不会赔的，结果出乎意料还赔了这么多，客户很满意，而我就更有自信给客

户讲保险了！

电话:1353770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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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平安保险

陈慧

2013年4月26日，客户知道小孩居然还有这么便宜的单独购买的

医疗卡——180元的快乐之星少儿平安医疗卡，就给他的孩子购买了

一份！前期她虽然在其它业务员手上为儿子办理过智慧星，但没有

附加住院医疗，也没人给她提过这类自助卡！于是当客户得知有这

份保险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就在当地为儿子激活了一份，保障期间为

当客户接到理赔通知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开心，作为服务人员的

我也非常开心，记得在去年12月的时候客户因为糖尿病住院，当时

考虑到社保报销了一半，本来不打算在我们公司理赔的，在我的劝说

下，客户也没当回事就把证件交给我，在平安快捷的理赔服务下三天

客户接到通知理赔金额已下来，将会在三个工作日将理赔款打入账

号，万万没想到客户社保和商报一起报销超出了一部分，客户非常满

意，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心里非常踏实，我工作的价值终于体现了！

李慧兰

武汉平安保险

180元的快乐之星少儿平安医疗卡一个月后的理赔

客户满意的理赔

宫外孕理赔

我有个朋友之前买了一份如意宝综合保障计划，还不到半年，没

想到就发生了理赔，她打了电话给我，我立即就给她报了案，第二天

公司安排专人带着鲜花到医院探望我的客户，并给客户详细讲解了理

赔须知。出院后我就把资料交到公司，我们答复客户是最迟15个工作

日理赔款就会到账，实际5天就到帐了，客户非常感谢我，还给我转介

绍了一个客户，我也为我的这份工作感到骄傲，虽然我们无法让客户

避免生病的痛苦，但我们却可以让客户遭受经济方面的二次伤害。

翟文平

重庆泰康人寿

电话:15377025221

电话:13971197846

电话：15023788449

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6月3日早会时间就接到客户着急的电话，怎么办？小孩发烧咳嗽几天了，搞不

定了，只能住院了，上个月办理的快乐之星可以用不？算算时间还就是刚刚过30天等待期！没问题，跟医生强

调只“咳嗽三天，发烧二天”即可，因为5月份有31天哦！小孩妈妈还不信可以报销！在电话中说：“真可以报

销呀！如果真报销了，看来保险并不是骗人的哈！”呵呵，我肯定地回答了可以报的，注意跟医生强调尽量用

社保范围内用药即可，等等相关注意事项！且理赔所需资料也非常简单：必须在医院取得的——发票原件、费

用清单、出院小结，由家长提供的——父母亲一方的身份证正反复印件、与身份证相同名字的银行卡复印件、

小孩出生证复印件，此6项资料准备好后我上门收取资料哦！6月14日终于将整个出院手术办理完成，6月17日

周一递交了理赔申请资料，本周一（6月24日）告诉我收到银行一笔到款通知1384.39元，应该就是理赔款吧？

这么快！是的，与我们大概计算的差不多哦！总费用3265.46元，部分自费项目93.79元，全额自费项目26元，

居民医保（20元/年的，在社区居委会办理即可）报销1407.46元，这样，（3265.46-26-93.79-1407.46-200）

*0.9=1384.39元，即有其它渠道报销，200元免赔，90%报销余额！网络平台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客户找到自

己，分享这篇理赔，也愿更多的客户能通过沃保了解到如此经济实惠的医疗卡！同时平安快速的理赔，由它作

人生的保驾护航更为放心！愿每个家庭拥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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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华保险

林艳

李女士是我二月份交保费的客户，我是她的续期服务人员，五

月底打我电话，说几天前住院了，问还能赔付？我问她，附加险可

有住院医疗，她说不清楚，后前往她那，看到了她当初的保险合

同，是一个重疾险，只附加了一份住院补贴，我耐心跟她讲，只附

加了住院补贴，那就只能报销住院期间一天50元的补贴，别的报销

广州太平洋保险

乔豫蓉

这个客户是孤儿单客户，上个月去给他服务时，了解他去年生

病住院了，当时客户不知道自己有住院医疗险，就没有报案理赔。

他是在非定点医院住院，住院费用清单也不见了，于是我们分头行

动，他去补资料，我报案并进行非定点医院医疗申请。6月3号，

资料齐全，交公司理赔，5号理赔款到账。客户很满意：住院费用

4000多元，社保和平安报销后，自己就没有花一分钱。而且这笔钱

是在住院一年后报销的。

不是说买了一种保险 就什么都能赔

过了一年的理赔

住院医疗快速理赔

我是平安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在今年的五月份我的客户因疾病

住院，之前在平安参加的永福产品附加住院安心医疗保险，出险的

时候给95511打了电话，公司安排我取理赔资料。过去的时候他给

我说当时参加保险也没想太多，因为交的费用不多就参加了。都说

保险是骗人的，赔不到钱。没想到居然真的可以赔偿，我看完保单

后就帮助他计算了一下大概住院可以赔偿3000左右，还帮助客户讲

陈款

上海平安保险

电话：18914765009

电话:13378127339

电话:13472866393

不了，客户心里很是不高兴，说当初有业务员让她加住院医疗的，她嫌贵就没加！其实保险就是这样，买时嫌多

用时嫌少，不是说买了一种保险，就什么都能管，什么都能赔，就像家里的家用电器，买了电视机就不能当冰箱

使用，各有各的功用，保险也是这样，不能买的是重疾险，就当孩子的教育金使用，保险发展到今天，人们的风

险正在提高，对保险的认识也要慢慢提高了！

解了一些理赔需要准备的资料：身份证，银行卡号，住院费用发票，出院小结，填写了授权委托书和申请书。临

走的时候他告诉我原来就那么简单。现在平安在理赔上更加快速，只要资料齐全基本1--3天就可以到账。真正做

到了买保险就是安心，一次小的改变就会给你的家庭带去更加美好的生活。希望也通过沃保这个好的平台为我们

的保险事业，为千万个家庭送去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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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平安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在今年的四月份我的一位亲戚被诊

断为恶性肿瘤，当时我的亲戚从宝鸡来到了西安市西京医院就诊。在

我探望当中说起他在5年前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办过一份大病险，看能

报销不，我看完保单后就打客服咨询一下，公司要求提供病案报告。

活检、诊断证明、身份证及银行卡号，可以把资料先交上来，一直到

5月的时候这些资料我一拿到，就去西安市的太平洋客户中心寄上去

了。我的亲戚很担心赔不下来，说是当时办这张保单时老公就说上当

张玉娟

西安平安保险

大病的理赔一点都不难

电话:13572822269

理赔是保险行业中最神圣的事情，在理赔过程中，代理人会遇到各种问题。会员只需书写理赔日志，描述在

理赔中的收获和遇到的问题便可参与此活动。沃保网每月随机抽取一篇理赔日志作为获奖日志，在官网加以推

广，理赔受益人及会员都将获得慰问金一份。

温馨提醒：

朝阳安联保险

杜其伦

客户是日本小朋友，玩滑梯时从楼梯摔下，头破血流，后赴首

都儿研所就诊，花费1139.91元。其实就是一个常规的意外伤害医

疗理赔，但是问题在于写病历时他把名字写成中文名字（以护照为

准应该是字母），所以理赔时和保单系统（护照英文字母）对应不

上，恐怕很难赔，我和客户说明情况后抽时间去医院帮助更正了名

字，并加盖了医院的章，这样交回公司两天后就赔好了，扣除了

485.1自费药和150元免赔额后按照95%（无社保）进行赔付。客户基

本满意。

日本客户的理赔

电话:13269814104

理赔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专业，客户就会受益，公司更是配

合。每周我都会为客户提交两三份理赔资料，都是小数目，有几百

的，几千的，也有万元左右的，都是一周钱到帐，可这次是两万元的

手术，心里有些忐忑，因客户的保险生效才8个月，谁知10天左右理

赔了84256元，众多的理赔案例告诉我们，只要买对产品就是对客户

负责。

蔡玉兰

盐城平安保险

我们用心 客户高兴

电话:15951489237

了，为此还争吵过，我当时就安慰她说，放心吧大病这块只要符合国家指定的那些标准是能够赔下来的。我在平

安做过好几例这样的大病理赔，一般资料全的话会很快赔下来的，放心吧。结果第5天公司打电话说理赔款已经

到帐了请注意查收，赔了41800元，真是雪中送炭，她老公也为此很感动，连连点头说好，赔的不多但从而告诉

我们理赔并不难，保险行业的服务完善的越来越优质和人性，而且异地理赔一样的简单，迅速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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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太平洋保险

林珊珊

这个增员，是我的朋友，因为看到我通过沃保网，签单很顺利

也很轻松，于是就想着加入我的团队了！很开心，要是不是沃保

网，我想我的朋友不会那么坚决地加入到我的团队中来，希望以

后，我们都可以通过沃保网签到更多的单子，从而吸引更多的伙伴

加入到我的团队中来，加油！

沃保助我轻松增员

这个增员是通过沃保网找到我的，当时她是想给自己的小孩咨询保

险，见面沟通后，了解到她没有上班，想找一份时间灵活的能照顾家的

工作，她的文凭不高，是高中生，不容易找到。于是给她介绍我们的工

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收入等情况！她很感兴趣，想到反正要给自己

的孩子买保险，还不如先来了解。于是参加学习、考试、上岗。第一个

月给自己的小孩选了平安的鑫利，以后再加保，这个月给朋友讲保险，

又签了一张医疗险，金额不高，2300元，但是她很高兴，觉得保险是帮

到朋友有保障有安全感。下个月一定帮她转正！感谢沃保网，感谢客服

小高！

乔豫蓉

成都平安保险

沃保网上增员又签单

泉州平安保险

林燕清

新人是通过沃保网找到我，我们一见如故，在她身上我找到了

自己以前的影子。不过她比我优秀，感谢沃保让我有幸认识这么一

位志同道合的伙伴。预祝我的伙伴在平安这条道路上展翅翱翔。

沃保打桥梁 我与增员一见如故

电话:13530413331

电话:13378127339 

电话:18905069895



30 VOBAO

榆林平安保险

曹艳荣2013年3月份一个28岁的小女孩打电话要做保险，而且她妈妈

在泰康人寿做了5年，觉得平安不错，所以就引荐女儿来平安。孩

子刚开始很优秀。每月都要钻石，很不错的小女孩。我喜欢她，感

谢沃保使我增员。

沃保增员第一人

真是喜事连连，我在沃保网增员的业务伙伴，这个月成功转正啦!

事情还得回到去年的12月中旬说起：一天晚上8点多接到一个电话，问

我是不是还在从事保险工作，我说一直是啊！做了14年了呢，她一听很

兴奋，说是找对人了。通过简单的交流，得知这位大姐是在抚顺某公司

从事过寿险营销工作，2006年考的资格证，为了照顾在大连的女儿就搬

迁到大连，出于对保险工作的热爱就想在大连继续干下去，但这回考虑

张秋岩

大连中国人寿

沃保网成功增员啦!

电话:13892299478

电话:13354066765

一定要到中国人寿做业务。所以就到网上看看，结果很有缘分，就选中了我！也感谢我的地区皇冠的头衔，让我

脱颖而出，一眼就会看到我！彼此都感到很幸运，经过面谈和公司领导接洽。3月26号办理了入司手续，4月20号

的考核节点日顺利转正！看来沃保网真是我业务、增员的好帮手！加入沃保，精彩不断！为沃保喝彩！

北碚平安保险

张加非
6月5日，接到一个25岁女孩打来的电话，问我是不是在招聘，

工资待遇怎么样，约了时间见面详聊了，回去思考了2天，终于打

电话把资料给我，决定参加了本月22号的考试，成绩不错，77分，

祝贺成功增员一人！

努力就有收获

电话:18696696839

会员书写增员分享，分享增员过程或团队管理的经验教训。每月总分第一名者将获得由沃保网

送出的“增员达人”称号暨“100元代金券+100V币”奖励。增员分享主要由各会员分享在增员过程

中的经验教训。无论增员是否成功，只要是会员朋友或团队真实的增员经验分享均可参与本活动！

温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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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热夏季，又逢暑假，许多人都选择和家人往那些好玩又避暑的地方去，如游泳池、

海边、阴凉山林、出境旅游等，选择越来越多。然而出门在外总是会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

危险让大家不能不提高警惕。因此，夏日出游为家人、为孩子、为自己准备一份保险，用

来随时应对身边的风险，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的负责。那么，炎炎夏季，有什么

样的保险可供选择呢？

　　意外险 

　　意外险，即意外伤害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作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而造成

的死亡、残疾、医疗费用支出或暂时丧失劳动能力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通常，保险公司的意外险

产品对意外伤害义是：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航意险

　　航意险是航空旅客人身意外险的简称。它是保险公司为航空旅客专门设计的一种针对性很强的商业

险种。它的保险期限从被保险乘客踏入保单上载明的航班班机的舱门开始到飞抵目的港走出舱门为止。

它的保险责任是被保险乘客在登机、飞机滑行、飞行、着陆过程中，即在保险期限内因飞机意外事故遭

到人身伤害导致身故或残疾时，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条款所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按身体

残疾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

　　旅游救助保险

　　及时救助是旅游救助保险的最大特色，将传统保险公司的一般事后理赔向前延伸，变为事故发生时

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因此，非常适合长假期间和亲朋好友自驾游旅行。遇到车子抛锚或者交通事故，

就可以尽快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处理，一点也不会耽误旅行日程和安排。

　　旅游求援保险

　　这种保险对于出境旅游十分合适，有了它的保障，旅游者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或者由于不谙当地习俗

法规引起了法律纠纷，只要拨打电话，就会获得无偿的救助。看来，无论是对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熟悉或

买好保险 
    夏日安心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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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陌生，最好还是购买旅游求援保险，以防万一，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旅游意外伤害保险

　　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比较适合乘坐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进行出游的游客，从检票进站或中途上车上船起，

至检票出站或中途下车下船止，在保险有效期内因意外事故导致无法预计的后果时，保险公司除按规定付

医疗费外，还会向遭受意外的投保人家属支付全数、半数或部分保险金额。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保险通常

在你购买车、船票时实际上就已经进行了规定投保。

　　

　　旅游人身意外伤害险

　　这是目前大多数保险公司开设的旅游保险之一，每份保险费为 1 元，保险金额为 1 万元，一次最多投

保 10 份。对于在旅行游玩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进行的赔付。这种保险非常适合户外旅行者，参加一些探

险游、生态游、惊险游或者极限运动时，旅客可以选择购买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住宿游客人身保险

　　这是专家建议游客们投保的一类险种，适合在酒店或旅馆进行投宿的游客。每份 1 元，从住宿之日零

时起算，保险期限 15 天。期满后可以续保，每位游客可以购买多份，这类保险提供的保障主要有住宿旅客

保险金 5000 元，住宿旅客见义勇为保险金 1 万元，为旅客随身物品遭意外损坏或被盗、被抢、丢失的补偿

金 200 元。

　　投保渠道

　　说到保险，投保渠道目前越来越多，游客可以通过保险公司门店、旅行社、或者通过网上购买等渠道

购买旅游保险。由于电子商务的普及，如今在网上直接购买意外险，动动键盘填写相关表格便可快速购买，

同时还能享受一定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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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世界名画

保险的那些事儿

　　2005 年 7 月至 9 月，法国文化年闭幕系列展在中

国美术馆展出一批法国国宝级名画，其中最为引人注

目的就是“凡尔赛馆藏拿破仑油画及铜版画展”，因

为其中有天价画作《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

破仑》。这幅名画 2005 年前从未在法国以外展览，来

中国展出的保险费为 150 万欧元，按一般的千分之二

比例计算，保险额高达 7亿 5千万欧元。

图：《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

  一幅幅经典的世界名画是伟大的艺术家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作为艺术品它

们是无价的，但是由于古董大盗的觊觎以及不知何时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各国收藏

的博物馆纷纷给名画上了金额不菲的保险。

　　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的名画《坐在马车上的孩子

们》是一幅拥有 228 年历史的传世之作，该画原本定

2006 年 17 日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不想却在

从俄亥俄州运往纽约的运输途中意外遇窃。收藏该名

画的博物馆事先为它上了 100 万美元的巨额保险，但

是仍然无法弥补失窃带来的损失。美国联邦国 12 名特

工出动介入调查，终究也没有追回。

图：《坐在马车上的孩子们》

与

　　2008 年“古典与唯美”主题画展，在中国多个大

中城市亮相。这一百幅绘画精品，它们的创作者是欧

洲19世纪一系列声望与作品同样响亮的艺术家：莱顿、

罗塞蒂、透纳、柯罗、米勒、莫奈、雷诺阿、毕沙罗、

提索特、蒙克、佐恩等。据介绍，这次 100 幅作品的

保险金额高达 7.8 亿元。

图：《克琳娜，达格尔的宁芙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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