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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
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一曲《时间都去哪儿》唱得人们潸然泪下，
父母养育子女却斑白了双鬓。

时间褪去孩童稚嫩的脸庞，也夺走了父母年轻的容颜。当成熟的我们带着
理想奔赴四方，父母却满怀思念在家中等待我们的归来。为了梦想，你有多
久没有回家了？

　　
人们常说，家是幸福的港湾，它让我们在风雨中有所依靠，在人世间有

所依存。但我却偏不喜欢这样的形容，我觉得家更像是一个大型便利店，里
面有你想要的家人、关怀和温暖等等，但这不会是无限索取之物，当你获得
你所想要的一切之后，记得要给你的父母一份回馈。

有多少次我们将回家当成船归港，没有好好的为父母分担忧愁；有多少
次我们将回家当作度假，没有好好的和父母聊聊家常，帮他们做做家务。

　　
从现在起，做一个“恋家”的孩子，常回家看看，让父母感受承欢膝下

的幸福，让父母眼角的每一条鱼尾纹都带着幸福的回忆。

又或许，你的梦想在远方，你早已经在路上，回家的路途有些遥远、有
些曲折，那也不要忘了为父母送上关怀，你可以为他们购买一份保障，让他
们感受你在远方送上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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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国人保障的强弱问题时，陈翔峰说：“10 年

过去了，我对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

中国人的保障还是太弱小了！美国 911 恐怖事件，国

外保险公司在 500 亿美元以上的巨额损失中承担了 80%

以上赔付的责任，起到了保险应有的社会作用，欧美

国家投保率人均 100% 以上，日本甚至达到 600% ！”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电商网商是将来所有行业的

大趋势。陈翔峰对于保险网络营销也有自己的见解，

“由于保险、贷款等金融产品的特殊性，我认为保险

行业的线下营销也将生生不息，而不会像一些传统实

物产品一样有被取代的危机，因为一张保单不是销售

完就终止了。”

他说：“当然，网络保险服务正在崛起，有更多

主动投保的潜在客户。所以综合以上两点我认为保险

营销员应该与时俱进，一方面要利用网络的便利高效，

另一方面更要结合线下专业真诚的服务来做好保险金

融工作。现在，我也加入沃保网开展保险网销，希望

未来可以在网络陌生市场上争取百花怒放，能为各行

各业的网络客户提供保险金融服务。”

　　大胆结合网销 等待线上陌生市场的百花怒放

VOBAO6

——福州平安保险 陈翔峰

国人保险保障严重不足 从业者仍需努力

很多保险营销员觉得保险不好做，福州平安保险陈

翔峰对此却说：“回顾这 10 年多的展业过程，越来越肯

定的一件事就是不认为保险不好做不讨喜！保险观念和

风险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如果现在听说身边的人出事

了，大家第一句话往往就是‘那他买了保险吗’。人们

已经不再片面拒绝保险了。太多朋友和客户没有真正地

了解保险，才会造成误解或诟骂。我的工作是找到有需

求的客户，为他们做理财顾问，提出适合他们的保险理

财计划，而不是为他们做决定。借着平安的综合金融优势，

我现在的客户很多是之前的信用卡客户，银行理财客户，

车险客户等其他渠道转换过来的。客户类型主要是工薪

阶层、个体商户和小企业主。其中，高端客户占比 10%

左右，它们一部分来源于缘故转介绍，还有一部分高端

客户是在我从业后发展起来的。”

追求高绩效

线上线下要耐心积累客户

给客户提供保险理财计划 而不是为他们做决定

庆幸有着正能量的团队 十分感恩客户的信任

从业多年有苦有甜，陈翔峰说他也被人误解、拒绝过，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团队的

鼓励和客户的信任。因为有着温暖并充满正能量的团队，让他拥有了无与伦比的逆境商。

陈翔峰满脸微笑道：“团队成员一直激励着我，自己身为主管，看到团队成员那么努力工作，更不敢懈怠，

只有勇往直前！客户们的一路支持，将孩子教育金、个人养老计划以及全家人的保障交给了我，我就只有长长久

久并兢兢业业地为他们服务好，才不负当初他们对我的信任！这些年来，我最大的收获便是大家的信任、自己内

心的平静与感恩。我是一个很注重精神世界的人，为人处事但求问心无愧。当一个客户对我提供的保险服务满意

时，我总是能感到与客户的相处越来越融洽，心里平安喜乐！当然，这之后也带来了更多的转介绍与新的保费。”

“而在国内，中国平安的寿险市场份额占据整个

市场半壁江山。然而在 2008 年汶川地震时，就平安理

赔的个人客户来说，最高才 5 万保额！ 2011 年温州动

车事件，平安唯一理赔的一个客户的 20 万，竟然是因

为平安信用卡赠送的保障才理赔的！ 2013 年厦门 BRT

事件，一个平安客户都没有！近期的昆明恐怖分子砍

死 29 人，致伤多人，平安最高理赔也才 2 万！每每看

到相似的案例，深觉国人保障的严重不足，并让我觉

得做得不够，保险卖得太少了，还需继续努力！”陈

翔峰表示。

名言欣赏：发怒一分钟，不仅得不到任何快感，还失去六十秒的幸福。 名言欣赏：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请不要承诺。

【编者按】福州平安保险的陈翔峰，2004 年毕业于泉州华侨大学。为人乐观，从业 10 年多，始终以乐观的

心态面对从业路上的风风雨雨。他说当初其实因存着想锻炼自己并挑战高收入的目的，选择进入平安保险公司

实习，竟不想从此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编后语】互联网保险方兴未艾！从“三马卖保险”把互联网金融这一池春水搅得风声水起开始，保险公司、

保险中介进军保险网销渠道的消息不绝于耳。未来，保险网销势在必行！福州平安保险的张翔峰从缘故、转介绍

到陌生市场，再到如今结合线上展业的行动，是多种智慧与勇气的尝试。沃保小编也祝愿他将保险之路走得更宽

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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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险客户的来源渠道 

　　A、现有保户档案 

　　1. 现有保户可以说是保险营销员用以招揽其他准保户投保的最佳见证。因此，若能从现有保户身上着手，

并请现有保户推荐亲朋好友，作为营销员开发准保户的来源，自是再好不过了。 

　　2.保险营销员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即主动与保户联络，藉以明了保户目前的生活及工作近况，如有必要的话，

不妨建议保户，应现实生活需要、审视现有保单的“合宜性”，修改保单内容或是提高保障额度等。 

　　3. 倘若保户的子女年龄有介于 18-30 岁之间的，也非常适合将其列入开发准保户之列。 

　　B、工商日志簿 

　　1. 工商日志簿，可以说是保险营销员用以开发企业主准保户非常合适且具有系统资讯的来源之一，更何况

企业主准保户也非常需要有人为其未来退休养老及医疗保险做规划。通过工商日志簿往往可以找到不少需要投保

的企业主。 

　　2. 工商日志簿中的中小企业也是实力相当雄厚且值得开发的市场，保险营销员不应该轻易地放弃向其进军

的机会。 

　　3. 对于近几年才崛起的新兴行业，由于具有不容忽略的雄厚发展潜力，也是值得营销员用心开发的市场。 

　　C、人际关系网 

　　1. 曾经与您有过商业往来的人，例如：商

店的老板、服饰店的伙计。 

　　2.您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或是隔壁邻居。 

　　3. 一个星期内，您至少可以看到一两次的

人，例如：自助餐的老板、俱乐部的会员、接

送孩子的家长等。 

　　4. 子女的朋友、家人或其亲朋好友等。 

　　D、报刊杂志 

　　1. 曾被报刊杂志用来作为宣传广告的公司

或个人。 

　　2. 报刊杂志专访过的人物，由于有其基本资料可参考，营销人员不妨在仔细研究过后，将他列入准保户档

案中，并加以开发。保险之家 _沃保网签单高手表示，报刊杂志曾经报导过的杰出风云人物，不仅值得营销员去

开发，也非常适合被营销员列入“影响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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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标群体的判断原则 

　　1、有经济能力 

　　有经济能力才能掏钱买保险。如果你向一位没有经济

能力的人推销保险，即使他显示出对保险有浓厚的兴趣，

但没钱交保费，你推销工作也只是徒劳无益。 

　　2、有决定权力 

　　一个有决定权力的人，只要你打动他，他就能决定购

买。而一些在家中或在企业里没有决定权力的人，即使在当下他表示愿意购买，但很可能在回去征询意见后，选

择听从他人意见，放弃购买。 

　　3、有寿险需求 

　　有保险需求这点很重要，有需求才会愿意购买。你不要为一个极其抵触寿险的或自认为家财万贯足以承担一

切风险的人花太多时间。 

　　4、身心健康 

　　在选择客户的时候，你要选择身心健康的。只有健康状况通过核保保单才算成功。而品行端正的人，可以避

免后续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5、容易接近联络 

　　在挑选目标客户时，选择联络方便的，能面对面交流的。如果选了一位在外省的客户，虽然现在交通方便，

但不能随时见面。远距离的关系，签单几率相对会比较小些。 

保险客户可以从哪儿来
【编者按】客户可以从哪儿来呢？保险之家_沃保网签单高手表示，他们可以是你的直系家属、街坊邻居、

知交好友、老师、同学、同事、以前的客户、战友、你在某个俱乐部的会员、经常光顾的店主商贩、甚至是与

你毫不相干的新闻人物等等。只要你勤奋、肯动脑筋就能发现他们。 

保险业里流行这么一句话：“社会上每天都在诞生无数寿险需求者，寿险展业有无限的空间，在中国大陆

尤其如此。”也确实如此，每一个婴儿的出生，就预示着一个新的准主顾的降临；一对新婚夫妇，都将面临承

担一个新家庭的各项责任；每一家公司的创建，都要考虑如何为员工提供福利与保障……保险市场如此广阔，

但并不是每个有需求的人都能成为你的客户。那么，到底哪些人可以真正成为你的客户呢？

名言欣赏：你就把现在的辛苦，看成一种投资，是对未来的投资，你以后才会有舒舒服服的自由。 名言欣赏：别让迷茫蛊惑了自己，只有心中有目标，脚下才会有路，才会有前进的方向，才会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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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凡在保险营销战线摸爬滚打、潜心修炼一阵子的营销伙伴都会发现，老客户是块宝，做好老客

户营销不仅可以获得更多更稳定的签单，也是获得新客户的重要途径和来源。那么，如何赢得老客户的心，让

对方主动加保呢？ 

　　据一项营销数据统计显示，在营销过程中，发展一位新客户的成本是挽留一个老客户的 3 倍至 10 倍，向新

客户推销产品的成功率是 15%，向老客户推销产品的成功率是 50%，60% 新客户来自现有客户推荐。那么，保险

营销员如何才能更好地为老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从而获得更多的签单机会？ 

　　与老客户长期保持紧密的联系

　　

　　保险之家——沃保网签单高手分享，我们必须在

客户买下保单之后与他们长期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

从各个角度关心、帮助客户，让客户真切感到他买了

你的保单，就交上了你这个热心肠的朋友。其实，从

你拥有新客户的这天起，你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成了保

险的化身。如果你能一如继往地把客户放在心上，让

他能够经常看到你，他就会有安全感，对你也会增添

了一分亲切。这样客户不仅认为自己的保险买对了，

而且也不易受到来自外界的一切不利于保险的负面

话题的影响。这样的客户是你真正的朋友，他很容易

替你着想，为你介绍他人脉里最好的朋友，并极力为

你促成新保单。 

　　

　　　潜移默化中强化客户的保险意识

　　当然，为老客户服务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既可以帮客户整理以前购买的保单，替他的家庭做理财规划，为

他提供防病保养的小知识，也可以帮客户联系家教，代他们订购音乐会门票，更可以在周六周日，将几位老客

户一起约出来到野外踏青。当孩子们在一旁玩耍的时候，你和老客户之间就能以轻松的方式聊天，从家庭、事业、

理想，一直可以谈到教育、养老等有实际意义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就能切入到保险上面，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

客户的保险意识，让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你，当他的亲戚朋友有投保需求时也会第一时间推荐你。 

　　因此，保险营销伙伴切莫忽视身边的老客户这块宝藏，利用好对老客户曾付出的友情服务、亲情服务，增进

彼此的友谊，掌握其家庭人员状况、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生活爱好、资金投向分布、近年事业发展、经济收入、

客户的保险意识、保障水平等家庭档案。每当有新产品上市、老产品退市时，将是营销伙伴挖掘这些准客户难

得的机遇，充分利用好不同客户的心理需求，再实施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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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单高手告诉你

如何让老客户主动加保

名言欣赏：环境永远不会十全十美，消极的人受环境控制，积极的人却控制环境。



广州泰康人寿保险

李琼秀

无锡太平洋保险

桂君

因时间太紧凑了，好几张单都没来得及分享。1月17日这天，一位

陌生客户打来的电话，想要了解泰康年前的百万护驾，我简单地为客

户李先生讲了一下产品的特点：“年存3000元，存10年，再送20年，

30年满期返还所交保费，另外奖励保费的20%，30年都享有120万元的

电话:18011789688

电话:13812289679

保费：8460.00元

高额保障！”当李先生听了以后，就约了第二天（18号）见面了。第二天，当面详细为客户李先生讲解以后，

他当场就签单了，我把资料送回公司也很快很顺利地就承保了！

深受客户欢迎的“百万护驾”

沃保又助我喜签一单

VOBAO12 VOBAO13

接到客户电话说在网上看见我想要通过我来投保。对方是一家公

司的老板，他想要给员工咨询意外险，要保额60万，电话沟通了2次

后，决定到公司进行面谈。客户到公司后，我当场给客户报价写方

案，客户觉得不错但忘了带公章。第二天早上，客户过来并签单成

功。在沃保网上又喜签一单团体意外险保费：8460元。感谢沃保网！在这里，展业更加轻松了。也很感谢助理

小邱，2014年会做得更好，一起加油！

成功因素：沃保的宣传作用

保费：3000.00元

成功因素：产品好，沃保推广给力！

名言欣赏：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漳州中国平安人寿

黄玉星在一个不经意的下午，我接到了这个陌生的电话，问我是不是做保

险的黄老师，我在了解了客户的需求之后，请我们团队的专员去给客户

分析、讲解，直到客户完全满意，最后签了。这单29172元的建工险！感

谢沃保网！感谢我的网上助理朱燕霞女士！感谢我的新老客户！同时也

感谢所有支持我工作的兄弟姐妹及所有朋友！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帮

助，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以最饱满的热情为大家做更好的服务！

大家的平安，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电话:18001151052

保费：29172.00元

成功因素：强大的公司，热情的服务及专业的知识团队



福州平安保险

孙昌元

给宝宝的保障

电话：13600893008

山东滨州中国人寿

陈岩红12月份客户在网络上面看到我的信息，并给我打电话。对方想了

解福星少儿两全保险，跟客户约见了一下，很认可我的服务，当场就

签了。虽然单子不大，但是挺感谢沃保这样的平台，让我和客户之间

能快速建立信任的桥梁。谢谢小林。

我和网络的缘分

电话:13326284948

VOBAO14 VOBAO15

客户通过沃保网站找到我，问是否有小孩的保险，注重医疗的，

我在电话中为她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沟通后，顾客决定购买保险，由

于陌生客户比较谨慎，要求到保险公司来签单，约好了时间到公司。

    最后顺利的为她的孩子投保平安鑫盛年缴保费2501.95元。我的专业取得了客户的信任，于2月15日她再次来

公司为自己与爱人投保平安鑫盛终身寿险，转账成功。感谢客户的认可，也感谢沃保平台。

西安平安人寿

张玉娟2月14日是个双节，客户之前就了解和咨询过孩子的保险，那天

他主动打电话又来问孩子的产品，我接到电话就立即过去见他。

结果了解完孩子的产品之后，我就给他讲了一些保险的知识，他

突然提出来，你看我现在还在创业当中，有没有保费少一点的医疗险

家庭组合产品 

电话:13572822269

给我和我爱人。我当时就给做了平安的返本医疗，客户听完很满意当场就办了，我给他爱人的保单预约到2014年

2月14日，也有纪念意义。感谢沃保的平台，感谢各位网站的朋友。

宁波平安人寿

张意妃

电话:18968290883

第一单产险

从2013年8月加入沃保网会员，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成效，直到后

来一个个客户打来电话，开始有了动静，不过追踪的客户还没有全部

签单进来，需要我继续努力。今天是马年第一单，虽然只是车险这么

的单子，但总算让我看到了曙光点，希望接下来越来越顺。我也会利用好这个平台，多参与，希望2014年马年大

家和我一样马到成功，工作节节高哦！

温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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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费：2501.95元

成功因素：客户通过沃保网站找到我

保费：6500.00元

成功因素：客户对我很信任

保费：3895.00元

成功因素：经常登入沃保网，参与沃保网的客户问答

合肥中国人寿

俞勇国

意外收获 值得期待

电话：13955160874

24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单位的办公室人员找

我咨询投保意外险的事情，并约我下午到他们单位具体面谈。

   下午三点多钟，我如约来到客户单位，与单位行政负责人仔细沟通后，了解到他们想为单位十多位春节返乡

的员工办理一个意外险。经过我详细迅速的说明与报价后，他们决定选择中国人寿办理。26日保单办理成功，我

就将保单立刻送往他们单位的员工手中。

   这次网络首次签单，令我感到这个平台的意义与价值。希望2014年马年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我将一如既往

的为客户进行专业服务。

保费：2805.00元

成功因素：服务效率高客户满意！
        网络渠道方便快捷！

名言欣赏：谦虚使人的心缩小，像一个小石卵，虽然小，而极结实。结实才能诚实。

保费：2980.00元
成功因素：客户网络意识高

湖北中国平安

殷丽红

电话:15826840989

签单分享

11月份的下午6点左右，有一个陌生号给我打电话，但我没有接

到，之后我打过去解到他原来在广东。客户26岁，想给自己办份保

障。之后根据客户实际情况做需求分析，给做了建议书，经过我详细

讲解，客户各方面都放心了，就把该准备的资料邮寄过来，顺利签单了！期间追踪一个月。感谢沃保！

保费：4389.00元
成功因素：根据客户需求做非常合适的计划保障

名言欣赏：每个人都会累，没人能为你承担所有悲伤，人总有一段时间要学会自己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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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娟娟

青岛泰康人寿

电话：18661476145

兰女士和他的爱人下班开车回家时，车辆不小心被其他的车辆

撞翻，当时并无大碍，但为了确保身体安全无恙，到医院做了个身

体检查。在医院花的钱不多，但是之前我有强调，一旦有意外，无

论大小都要记得第一时间找我，所以很快就帮助兰小姐理赔了100

多元。她非常开心，觉得我的服务很到位。这里也感谢泰康公司的

良好培养，让我能时刻为我的客户着想！

理赔虽少情谊重

四川达州华泰人寿

邱正荣 在我们胡家的小小乡镇，一个41.8万的理赔。因为我们公司的用

心服务和‘理赔款，找华泰’的优良口碑。不仅让客户得到了经济的

补偿，也感染了客户，让客户两母子毅然决定加入保险行业。在今年

的“开门红”战役中，首保周就双双签单各11万多，这就是用心理赔

所带来的影响力！

理赔让客户变成代理人

电话:13350484119

李湘

客户是我的好朋友，身体一直很健康，突然接到电话，我也很意

外。因为要过年了，她问我可不可理赔，我说可以的。第一时间到医院

看望她，并告知要哪些资料，怕她忘记了就写下来给她。到出院的时候

自贡中国平安保险
平安住院理赔，客户满意

电话:1340220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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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BAO17

成都人保寿险

胡晓娟

陈姐是我的老客户，也是我第一个80后的客户。她买了三年的保

险，从来没有理赔过。这次寒流让她得了急性支气管炎，住了几天院

花掉1620元，她没有其他可以报销的途径，出院拿到资料后就直接找

我了，我把所有资料收集齐交入公司，两天时间就理赔下来。除去自

费药，补贴了床位费，一共理赔1568元。客户感到惊讶，之前以为能

赔一半就不错了，没想到就只扣除了几十元的自费项目100%的理赔

了！她很感谢我！

住院保险让客户少花钱

电话:13982052740

理赔金额：1568.8元

理赔金额：1352.89元

理赔金额：102元

理赔金额：418000元

刘嫣然2013年9月份，客户在日本出劳务时眼睛因意外受了伤，医疗的医

院还是私人诊所，他及时与公司24小时服务专线保报备。虽然当时消费

的是日元，可回国后公司将客户的医疗费是核算成当日排价的人民币赔

偿医药费，客户非常满意。回国三天，客户游泳耳朵进水倒致了肿痛，

再次报销428.71元，体现了无次数限制的理赔。

大连中荷人寿

无国界的保险

电话:13500701286

理赔金额：638.78元

名言欣赏：要克服生活的焦虑和沮丧，得先学会做自己的主人。

肇庆泰康人寿

陈梦露 我的客户给自己孩子买了安享人生附加意外伤害医疗的保险，小

孩子在学校玩耍不小心颈椎移位了，治疗了20多天，住院也住了一个

星期，我之前跟他说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就及时找我，所以他来找我处

理这个事情，我三两天就帮他理赔好了，一共是1090元。因为有百分

之百报销，还有住院补贴，所以最后还多出了500多元。客户非常感谢

我，泰康的理赔就是好！

泰康的理赔就是好！

电话:13425293739

理赔金额：1090元

我过去拿了资料，初七一上班就为她办理理赔事宜，没想到这么快，第二天客户就收到短信，理赔款己经到她

账户上了。而且最后理赔结果客户非常满意，一共花了2028.51元，结果社保那边报了954.14元，商保一共报了

1352.89元，除去了自费药321.48元不能报，但是商保这边因为有住院津贴，一天补贴100元，最后不仅自费药的

部分报了，而且还多报出了300元左右。客户非常感谢我能这么周到的为她服务！

名言欣赏：行动是治愈恐惧的良药，而犹豫、拖延将不断滋养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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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中国人寿

苏梅玉
增员对象因为原先工作的单位不行了！我就邀请她跟我做保险，她

很优秀，入司不久就渐入佳境，连续多年蝉联部门十佳销售精英。每每

业务冲刺都能为团队做出贡献。我为能发展这样的伙伴而自豪！

无锡中国人寿

周燕明 2014年1月21日，我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她说在沃保网上看到

我，她非常的认同我从21号见面到27号考试合格，当天下午开工号。

30号就开单保费9186元。真是沃保网牵线有缘人啊！谢谢沃保网！

沃保网牵线——有缘人

电话:13478434164

电话:13093087209

增员分享

福州民生人寿

周芳
又增到一位优秀的销售精英。他热爱这个行业，相信他在以后的

工作中顺利，也同时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成功的销售精英。感谢沃保

网，让我找到这么优秀的队员！

增员分享

电话:13950376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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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BAO18

武汉中国平安

姜真
通过沃保网为我推广的增页面，增员人通过电话联系到我，通过

交谈约时间到公司面试，介绍了平安保险公司的发展前途及培训平

台。谢谢沃保网！

通过沃保网成功增员一人

电话:13871143624

名言欣赏：害怕时，把心思放在必须做的事情上，如果曾经彻底准备，便不会害怕。



2010年2月，我加入寿险行业，转眼从事保险营销工作已经近4个年头了！这四年来，我感谢这个行业给我的

成长，感谢我所遇到的人给我的支持与鼓励，更感谢自己的执着与坚持！

我从事保险营销工作的承诺是爱心、耐心，从起点服务到终点。几年下来，自己的这份承诺从来不曾改变！

这一过程中，让我感悟颇多，我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行业，这个能达人利己的行业！

在加入保险行业之前，我是一名军人。记得最初进入保险公司，只是看到这个行业有个公平的氛围，并且可

以免费培训。我不想老是原地踏步，我想提升锻炼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希望把保险当成工作来做。

从事了几年的保险工作，突然发现我所选

择的工作不仅帮我完成了我的梦想，还让我一

直在帮助别人，也可以说是在做善事，我的客

户多数来自于自己的朋友以及朋友介绍给我的

朋友，当我不断的完善我的理财专业，客户不

断增加的同时，我发现自己很快乐。

这种快乐不是买了件新衣服、吃了顿美

食、也不是领了高额薪水所能带来的，而是在

我的客户不断增加的同时，我意识到，我为更

多的家庭带去了服务，让更多的家庭都有完整

的保障，这种快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成就与自

豪，这是从事传统行业工作的所理解不了的，

让我分外珍惜！

或许我的描述过于抽象，但是我还是想说

不在这个行业打拼过的人不会了解，这个行业

带给我们成长与收获，欢乐与泪水！尽管如

此，我还是依然坚定自己最初的选择！现在才

第4个年头，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在保险行业

奋斗40、50甚至更多个年头，为的就是将保险

的价值通过自己传达到更多人的心中去！

VOBAO21VOBAO20

从事保险营销工作 
是我快乐的源泉

文 / 成都中国人保 黄宏

电话 : 13458616494

保险行业 
         让我找到展示自我的空间

文 / 日照平安人寿 王一全

一路走来，太多的感悟，回首间却发现只是一瞬间。

我1973年4月出生，初中毕业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在工作中发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于是开始在工作

中学习，参加了成人高考，考出一个中专证，会计证，律师证等！

从第一份工作洗啤酒瓶开始，绕灯丝、干会计、做大堂经理、公司副总等，到后来结婚，自己的蜕变在慢慢

实现！非常有幸嫁给我的老公，一个军人，随他去了部队待了几年。当有了孩子，开始了一个军嫂的路程，一些

坎坷的浪花。老公不在身边，一切都要自己打理。老公回来后，养短途车，当然我就是那个售票员。不知不觉间

20多年过去了。

2007年的一份报纸招聘信息，吸引了我的眼球。因

为在养车时，客人多了交警罚款，人少了赚不出费用，

同时养车的都是农村暴发户，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还

记得那次找我的增员人面试，他给我看了公司的基本

法，我就决定：做平安的一名部经理！于是用了36个月

达成了平安的一名部经理，也是日照平安晋升最快的部

经理。后来他告诉我，说我能做经理只不过是敷衍当时

的我，而我却是信以为真，这也验证了相信的力量！

不经意间，在平安我已度过了7个年头，这些年来，

仿佛就在一刹那间；从刚刚来到这个行业的懵懵懂懂，

到初入行的迷茫，客户的不理解，家人的打击，路人的

不屑一顾，磨练了我的意志。只因心中有梦，这所有的

挫折我都当作成功路上的磨练石，把自己磨炼成一个合

格的经理人，一个内刚外柔的女人！在这里，我找到了

自己施展的空间，可以让自己梦想自己的未来并实现

它！

从入司的那一刻起，我就走上感谢之路。感谢平

安，给了我一个平台，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现在的

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一个怨妇；给了我荣耀，使我拥有了一支优秀的团队，不错的收入；让我有机会去

帮助别人，让我拥有这么多亲人般的客户，姊妹般的员工！今天的现在，感谢您来了解我，愿与您共勉。

电话 : 13963348787

名言欣赏：能够岿然不动，坚持正见，度过难关的人是不多的。 名言欣赏：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



　　随着近来全国各地频频出现的“雾霾”的天气，各地纷纷亮起了橙色警报。而伟大的帝都更是频频出现环

境监测“爆表”现象。对于需要在雾霾天出门工作的人们来说，不禁纷纷高呼“臣妾做不到啊！”　　

无论你是“铁肺”还是“巨肺”，这样的天气出去玩儿几圈回来你可能就变成了“黑肺”，或许可以窝在家

里看《我是歌手》，看来自星星的教授，或者是看美国白宫版的“甄嬛传”——纸牌屋，这些可以让你过足眼

瘾的影视，却无法让你在“雾霾”的天空下更安全。

这么可怕的雾霾，到底是什么呢？雾霾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以及面对雾霾，哪些保险可以为你保驾护

航？一起随着沃保小编来看看吧！

　　什么是雾霾？　　

   雾霾是雾和霾的组合词。雾霾现象常见于城市。中国不少地区将雾并入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预警

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雾霾是特定气候条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高密度人口的经济及社会活动

必然会排放大量细颗粒物，一旦排放超过大气循环能力和承载度，细颗粒物浓度将持续积聚。此时，如果受静

稳天气等影响，极易出现大范围雾霾。

　　　

   “雾霾”对健康有什么危害 ?

　　

   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近期我国不少地区把阴霾天气现象并入雾一起作为灾

害性天气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其实雾与霾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有很大差别的。譬如，出现雾时空气

潮湿，出现霾时空气则相对干燥，空气相对湿度通常在 60% 以下。其形成原因是由于大量极细微的尘粒、烟粒、

盐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有效水平能见度小于 10KM 的空气混蚀的现象。霾在吸入人的呼吸道后对人体有害，

严重会致死。

　　　

    雾霾天气，哪些保险能为你提供保障？

　　

    普通百姓：住院可用人身险

　　

   由于受到大雾的影响，呼吸类的疾病增加，但是由于门诊报销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因此目前门诊保险仅仅

出现在团体保险中，而针对普通的百姓，则可以选择一定地人身保险产品

　　

   据悉，人身意外险包含很多方面的险种。从标的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为一般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另

一种是针对性的某项特定人身意外险。前者是指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发生的意外，都可以获得一定赔偿的险种，比

如人身意外伤害险；后者则是有明确的目的性，比如短期的、专门针对出门旅游的人群购买的“旅游意外伤害险”

或专门为公共交通安全提供一定保障的“公共交通意外险”。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人身意外险险种供选择。

　　

    公交出行：交通意外险

　　

   对每天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人来说，不得不提到交通意外险，沃保网专家表示：“目前意外险可选择

的范围很广泛，有在主险上附加全面意外险的，也有个别有针对性的意外险，尤其是交通意外险，这个险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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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面“霾伏”的日子里

我们该怎么办？

名言欣赏：谁虚度年华，青春就要褪色，生命就会抛弃他们。 名言欣赏：所有的胜利第一条件，是要战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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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每个人都相关的。”

　　

    私车自驾：加强“三责险”保障

　　

   据悉，在商业车险中，最为投保人所看中的当属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前者可以对爱车在事故中造成的损

害提供赔偿，而后者则是针对事故中造成第三方伤害的，保险公司对车主所应承担的赔偿部分予以支持。

   其实，很多时候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最可怕的是事故中有人受伤甚至死亡。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不幸，车主除

了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还要支付相当高额的经济赔偿。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车主更是越来越“伤不起”。

   因此，投保时车主千万不要在第三者责任险上太过“吝啬”，增加几万元、几十万元的保额不过是在保费上

增加几十元，最多几百元，而万一不幸发生事故，这多付的保费就能起到关键作用。“保车重要，保人更重要”，

在商业车险投保过程中，不妨牢记这一原则。

　　

    面对恶劣的环境，选择健康险，尽早做好防护　

　　雾霾天气笼罩我国华北以及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多地 PM2.5 指数直逼最大值，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

程度。污染诱发的呼吸道疾病高发，各级医院呼吸道门诊人满为患，老百姓再次绷紧了健康这根弦儿。

　　

   有研究显示，目前，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杀手，而肿瘤的发生与各种污染

的关系尤为密切。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到 2020 年前，全球癌症发病率将增加 50%，即每年将新增 1500

万癌症患者。而全球 20% 的新发癌症病人在中国，目前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为 140 万到 150 万。

　　

   面对防不胜防的污染，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应注意卫生保健，如：戴口罩、定期体检等，还应建立起一道保卫

健康的经济防线，为自己及家庭成员的健康设立专项基金健康保险。健康保险是每个家庭成员必备的保障之一，

对于家庭风险防范十分重要。

名言欣赏：自己打败自己是最可悲的失败，自己战胜自己是最可贵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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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9 日是 2014 年开工的第一天，新年新面貌，诚创的伙伴们以饱满的精神迎接新一年的工作。2014 年的

第一天下午，诚创的小伙伴们聚集在会议室，开展了新年里第一次的茶话会，大家畅所欲言，分享新年里的成长、

喜悦和感动。 

    成长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过年，因为过年就意味着我们就又长

大了一岁。对于现在的我们，成长依旧，时间沉淀下来的是

岁月带来的成熟。茶话会上，不少伙伴分享了自己在新年里

关于成长的点滴。 

　　　

   信息部的陈林光今年春节时订婚了，他表示订婚于他而

言是一份喜悦，同时也是一份责任，以后不仅要对自己负责，

也要对另一半负责。对他而言，这是一种成长和成熟！而网

猫研发部的钟兴顺则在被堂妹的女儿喊了舅舅之后，才发现

自己的辈分已经这么高了啊！　　　

   

   还有许多伙伴春节期间发出不少红包，这才体会到自己已经成长到了给别人发红包的年纪。他们在为自己的

长辈和晚辈送上祝福的同时，亦收获了自己的成长。 

　　　

    感动 

　

   春节是一个阖家团圆的节日，在这样的节日里面，

一定有许多让人感动的故事发生。 

　　　

   销售一部的陈春艳回家后便被家人的温情环绕着。

由于春艳的哥哥在东莞工作，春节没有办法回家，所

以春艳的父亲见不到自己的孙子，因此春艳的父亲就

让春艳把红包带给自己的孙儿，并拍摄了视频给自己

的孙儿送上祝福。当春艳把视频给自己的侄子看的时

候，孩子对着爷爷的叮咛不停点头让她十分动容。 

　　　

   也有不少伙伴因为孩子还小，就留在厦门过年了，而春节期间孩子们的成长让他们感动。总经办叶金灵的孩

子在春节的时候学会了拜年，而网猫研发范长旺的孩子则学会了亲人，还会调皮地跟爸爸开玩笑。这让父母们

都觉得十分窝心，也让人十分感动。 

　　　

    喜悦 

　　

   新年里，诚创的喜事也持续不断，许多伙伴们都趁着春节假期订婚了。在这里，祝愿所有订婚的伙伴们愿得

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而还没有对象的同事，也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马上有对象！ 2013 年已经过去，2014 年

诚创将延续过去所有的成长、喜悦和感动，与所有伙伴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2014 诚创新春茶话会
——在成长路上的感动与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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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业重磅好消息来袭！为广大保险营销员专属打造的沃保保单管家 1.0 系统，即日起正式上线运行！保

单管家是一套提供保单管理、保障检视的网络行销系统，让保险行销线上线下服务完美结合，协助保险营销员

马上签单！

　　沃保保单管家产品优势：高效、智能、方便、专业

　　

   作为一款业内首创，以高效、智能、专业、方便著称的保险网络行销系统，沃保保单管家能帮助保险营销员

快速进行投保客户信息统计、客户保单高效管理、保险行销提醒、保障检视等。

　　　

    面向所有保险从业人员 ,轻松上手免费使用

　　

   沃保保单管家服务对象为所有保险营销员。只要您在沃保有注册账号，均可免费使用。您可以在保单管理系

统上使用保障项目查看、保单录入、客户库完善等功能，从而更好地进行保单管理和保障检视。这是一款神奇、

简单易用的产品，你怎能错过？赶紧来沃保网抢先体验吧。最后，沃保小编温馨提醒，您在保单管家使用过程

中如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登陆沃保“保单管家有奖体验活动”反馈给我们，或联系您的网展顾问或拨打沃

保产品部电话（0592-3179953），我们将竭诚为您解答！

沃保保单管家 1.0 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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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互联网时代，保险人的转型与升级”为主题的沃保网 2014 资深会员研讨会暨第四届签单分享大会将在

福建厦门隆重揭幕。

    

    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沃保资深会员将齐聚鹭岛，一起分享 2013 年度的成功和喜悦、什么是互联网保险、

如何让互联网为自己所用以及在互联网保险时代下，保险人的机遇与挑战等等。在这里，众多资深保险营销员

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在互联网时代，保险人应如何转型与升级。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沃保网第四届签单分享大会！大会具体事宜可通过电话咨询朱先生，咨询电话：

0592-3179932。

　　

    签单大会报名须知

    1、网上报名参会门票免费；

    

    2、报名者参会的费用自理；

    

    3、前 20 名报名并确认参会者，提供抵厦有效行程票者由沃保网提供 2晚住宿；

    

    4、会议详情欢迎来电咨询，咨询电话：0592-3179932 朱先生；

    

    5、报名流程：

    第一步，网上填写报名信息并提交；

    第二步，客服人员回访确认，回访电话统一为 0592-3179932 或您的专职助理；

    第三步，提交来厦门的行程票的信息。

    

    完成以上三步即为报名成功！

沃保网第四届签单分享大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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