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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河南市场的保险中
介已经开始寻找新的模式"员
工制#世袭制#合伙人制等"将
以前的层级利益转化成营销
员的资产 " 保证营销员的收
入"逐步完善他们的医疗体系
和养老体系$

对此"河南大童保险作出
了表率"比如他们创新% 师徒&

利益世袭制"即在保险销售人
员离职时"允许其推荐符合条
件的其他保险销售人员作为
继承人"承接其业已形成的师
徒关系"承袭师徒津贴 '客户
资源继承制 " 即在保险销售
人员离职时 " 公司允许其推
荐符合条件的其他保险销售
人员作为继承人 " 承接其客
户资源 " 在承担相关服务职
责的前提下继续获得续期佣
金 '续期服务的规制 "即在销
售人员离职或降级时 " 他的
续期服务可由% 师傅 &接管 "

并享受相应的权益 ( 这样就
合理地解决了代理人的退
出#养老等归属问题(

% 新的代理公司更利于制
度的制定"能从开始的财务核
算进行改革"把每一步都完善
到位 " 这不仅是种模式的创
新"也是对目前) 保险基本法*

的一种挑战( &胡渝浩谈道(

他还表示不管体制改革
成功与否") 意见*都向市场发
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这个
不仅是依靠监管单位来解决"

还要靠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共
同去努力" 自上而下去推动"

特别是几家大的保险销售公
司要一起来做"共同推动营销
体制的改革( &

对于今后保险人才的需
求"河南的高校也开始行动起
来"开设保险专业( 有业内人
士建议 " 学校不要过多讲理
论"多培养一些保险营销方面
的人才"学校可以跟保险公司
联动"多给学生一些实践的机
会"让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保
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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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本报保险专版) 保险代理人
需要一个身份*的文章刊登以后"在业内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在对) 关于改革完善
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的意见* 的讨论之余"

也在期待保险行业有着大的改观"业内普遍
认为体制创新可从保险中介做起(

) 关于改革完善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的意见*出台之后!"#$

产销分离"帮保险营销员找到归宿
保险中介期待营销员体制改革的% 春天&

%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太兴奋了( &河
南大童保险代理总经理胡渝浩说( 这个
) 意见*出来之后"他们就立刻把全文打印
出来"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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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内部逐条学习(

% 这对于保险中介来讲" 无疑是个春
天( &据胡渝浩介绍"本次) 意见*中鼓励保
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积极探索新的保
险营销模式和营销渠道"逐步实现保险销
售体系专业化和职业化(这也意味着监管
部门主张产销分离的模式"让专业公司专
心研发保险产品"而专业代理公司销售产
品"从而建立起保险公司与代理公司稳定
的专属代理关系和销售服务外包模式(

对此"合盛元保险代理总经理李阳谈
道,% 中国保险的未来一定是产销分离的
状态"专业保险公司研发产品"有不同的
中介渠道帮助销售保险"从国际上"以及发
达地区经验来看"这是保险业发展的归宿"

而投保人也将是产销分离的受益者( &

李阳认为"这次) 意见*是想在法律上
捋顺保险公司与营销人员的关系"通过创
新的销售渠道和模式" 如何让产能提升"

让人员素质提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保
险服务才是关键(

% 如果改革能控制好人力成本" 那么
一大批保险代理人将面临转型"拥入保险
中介机构" 那么这个改革对保险中介来
说"就意味着机会( &胡渝浩表示(

要突破现有体制"走保险中介的特色之路"看
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

% 全国保险营销人员在册的
(""

多万人" 目前
留存的仅有

)""

多万人"流失率很高"而剩下的
)""

万人里"

$"*

的人还有产能" 其余
%"*

的人都是有
一单没一单地做着" 但是愿意主动去保险中介做
业务的太少( &一家新成立不久的保险中介负责人
表示"% 代理人太可怜了"可怜的不仅是没有地位"

更可怜的是这些代理人连了解新渠道# 新体制的
勇气都没有( &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目前体制改革最大的隐患
还来自人才的缺乏"虽然现在各家公司的保费规模
都很大"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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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都是依靠银行渠道来

做"个人营销的保费收入占的比例还是很少(

% 一边是大面积引进人才"另一边却是人才大面
积地脱落( &胡渝浩认为"保险从业人员的定位不清
晰"只顾眼前的佣金"有的干不了两年就频繁跳槽"

他们所服务的这些客户就成了% 孤儿单&"而这也成
了保险公司最大的盈利(

据一位在保险行业从业多年的销售经理介绍"

在他们公司"虽然都有培训课程"但是每个级别的培
训都是不一样的" 刚进入公司的职员只能了解最为
基础的内容" 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积累客户资源(

% 这就导致了想买保险的高端客户"找不到真正能卖
给他保险的人" 因为低端业务员根本接触不到高端
客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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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 新浪金麒麟论坛在北
京圆满落幕" 一年一度的金麒麟奖
正式揭晓(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凭借亲和专业的品牌形象"受
到广大新浪网友和专家评委的认
可" 独家荣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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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保险公司最
佳企业品牌奖(

泰康人寿创立
$.

年来"一直坚
持走% 深耕 &寿险产业链的专业化
道路"定位于代表和谐社会所倡导
的现代生活观#现代消费观和家庭
价值观 "引领行业前沿 "创建起专
业#亲和#时尚的品牌形象( 从% 一
张保单保全家&"到% 买房买车买保
险&"再到% 买保险就是尊重生命&"

泰康人寿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
行业话语权" 以其对产业的理解"

对生命的感悟"影响中国社会发展
进程(

金麒麟金融企业评选中" 网友
评价占

%/*

比重( 获此奖项得益于
泰康人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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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客户对其产品#

服务的认可(完善的服务体系#两核
体系和信息技术系统" 是泰康人寿
品牌最有力的支撑(在玉树地震#康
定山体垮塌# 伊春空难等重大灾害
事故中" 都有泰康迅速诚信的理赔
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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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谷"

% 深耕&寿险产业链

泰康人寿用品牌
树立行业话语权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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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大客户#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
下"日前"新华保险第十届客户服务节圆满落幕"

这是新华保险继中央汇金入股并驶入健康发展
快车道后"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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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客户共同打造的为期
)

个
月的% 快乐长假&(

作为此次客服节的重头戏"新华保险携手国
内青少年门户网站% 中少在线&组织的% 新华保险
杯&少儿书画大赛得到了全国家长和小朋友的喜
爱"整个大赛共收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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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幅"经过% 中少在
线&专家委员会独立评审"大赛奖项已经全部揭
晓(全国各地的孩子们在书画大赛中所展现的丰
富想象力和纯真可爱的童真世界"深深打动了评
委"更成为本次客户服务节最亮丽的光环(

据悉" 本次活动深得全省家长和小朋友们的

喜爱( 全省收到参赛作品
2"""

余幅"通过各地市层
层选拔"共有

$"""

幅作品参加了中秋节当天在河南
省美术馆举办的% 新华保险杯少儿书画大赛千幅优
秀作品展评&活动"并由专业评审从中精心挑选了
$""

幅参加总决选" 最终共有
0-

幅作品喜获总公司
大奖"获奖数量位居新华保险公司系统第二(

多年来"新华保险河南分公司秉承% 关爱客户#

回馈社会&的精神"通过各具特色的客户服务节为
广大市民搭建起一个认知新华# 参与其中的平台"

在为全体客户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同时"不断加
强新华保险与客户的持续#有效沟通(以% 新起点 心
关爱 欣生活&为主题的此次客服节活动内容更是涵
盖了健康知识讲座#少儿书画大赛#新服务体验#理
赔星级服务等多项贴心服务大餐(

"

!张甲磊"

% 新起点 心关爱 欣生活&

新华保险第十届客户服务节圆满落幕

一款新重疾产品% 中荷一生珍
爱重疾养老计划&将于

$-

月
$

日在中
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推出(

除了提供身故# 满期养老金保
障"更提供多达

.-

种重疾保障"是目
前市场上众多新重疾产品中重疾保
障范围最为广泛的产品之一(

该产品具有以下四个优势,

第一"保障范围广"重疾保障范
围多达

.-

种"市场领先(

第二"特定重大疾病额外给付(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或于本
附加合同持续有效

)0"

日后"在被保
险人年满

02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
日之前罹患特定重大疾病" 将给付
$-"*

保险金额(

第三"满期养老金保障(

((

周岁
保单周年日按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
险金" 让步入高龄生活的您生活更
加无忧(

第四"保费低廉(以
)"

岁男性客
户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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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保额#

-"

年缴费为
例"每年需缴纳保费

)$""

元"平均每
天仅需

(10

元"即可轻松拥有长达
2(

年的
$"

万元重疾和身故保障(

据悉"全新上市的% 中荷一生珍
爱重疾养老计划&- 简称

!3!

.属中荷
人寿河南区域专属产品" 目前正在
通过河南个险和经代渠道进行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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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玮"

涵盖
.-

种重大疾病

中荷人寿
% 一生珍爱&

即将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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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种速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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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闻天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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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地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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