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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和保险一直没有缘份，直到
上了初中。站在初中的操场上，我跟
小伙伴们一起聆听校长的训话。开学
仪式的结尾处提到每一个入校新生
都需要买一份每年20元钱的在校意
外伤害保险，这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份
保单。

生活的风雨总是无法预知，而调
皮的孩子则是危险种子的活跃携带
者，一不小心就会闯祸。就在我们即
将结束第一学年准备迎接寒假的时
候，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跟别人打闹从
台阶上摔了下去，左腿骨折、轻微脑
震荡，治疗费需要上万，在那时对于
普通的家庭这是个不小的数字，短时
间内凑够这笔钱不是容易的事，这让

他们家一下就陷入了困境。这时，那
个20元的小小保单圆满地解决了这
起意外事故。1996年，那个受伤的同
学成了我对保险最深刻的记忆，但保
险让我记住的不是意外出现时的伤
痛，而是那份最有力的保障。

升入高中后因为各种原因，我那
份小小的保单没有续保，但它却是我
记忆里最安稳的存在。后来大学毕
业，踏入这个繁忙的社会，成为形色
匆匆的上班一族，再接触到保险的时
候是缴纳的第一份社会保险，简称社
保。除此之外，我的公司还为我们购
买了商业保险，公司以福利形式给缴
纳的补充医疗保险。

再后来，家里买了车，车险成了

家里在保险上的最大开支，但却是我
们最安心的存在。因为它保障的不仅
仅是车，还是一个家庭的生计命脉。
用妈妈的话来说就是：“不怕一万就
怕万一，买了保险心里安稳些”。

直到今天，家里的保单不再是
只有多年前那20元孤零零的一张。
为了给家庭提供更多的保障，家里
的每个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保单。
在每个人心中保险已经不再是“白
扔钱”的概念，它成了我们生活的一
部分。而保险人也不再是那些只能
卖给亲戚和熟人的推销员，保险业
有了更完善的制度和管理，担负了更
多的责任。

(愿望)

记记忆忆中中保保险险的的二二十十年年

从业故事

刚毕业那会儿，我与无数的毕业生一样，漫无目的地奔波
于人才市场和求职网站。因为机缘巧合，走进了保险行业。

起初我对保险的概念，是公交上提着资料奔波的阿姨，是
每隔几年到账一次的红利，当我真正成为一名保险从业者后
才发现，保险其实非常多姿多彩。

你们知道吗，保险销售可以多样化。除了营销员，保险公
司可以通过与4S店合作，为客户提供保险销售、理赔保障服
务；可以通过电话销售，直接与客户洽谈，搭配多样化的促销；
还可以通过网络、微信等虚拟平台，足不出户就可享受更加自
由便捷的投保体验。

你们知道吗，保险服务也可以高大上。在过去，车辆定损
员烈日下趴在车前盖上奋笔疾书，承保时复杂的录单界面让
客户等待中颇显无奈。而现在，手机、ipad、支付宝、微信等新
技术手段的运用，让理赔流程更加快捷，让投保流程更加人性
化，一部手机、几步操作、即刻搞定。

这是在纷繁多样的市场中，保险行业的成长掠影。
随着社会的普及和宣传，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险是帮

助人们分担风险的有效保障。而此刻，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呈现
当今的保险业，让更多的人们不只了解保险产品，还可以了解
保险公司如何运作。

其实，除了与客户打交道的营销人员，保险公司还有很多
像我们一样的工作者，每天面对着电脑，敲打着键盘，回复着
邮件，分析着数据，思考着每一通电话如何让客户信任，思考
着每一笔保单如何从销售员到客户手中，研究着每一类客户
需要何种服务，研究着每一笔赔款如何更快地出现在客户银
行卡里，反思着我们的服务如何让客户更满意，反思着有没有
更加高效的工作流程……

关于业绩，我们透过数据，通过调研，制定更加贴近客户
的价格策略、促销策略，降低销售人员销售难度，提高客户选
择我们的几率；

关于服务，我们始终坚持以客户服务为中心，引入先进的
技术设备、系统为客户提供更加快捷的理赔服务，简化流程；

关于风险管控，我们细分客户群，每类客户制定差异化的
销售策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差异化的险种保障，同时引入国
际先进定价系统，为每一位客户提供风险评估，优化公司的经
营，对消费者利益负责；

关于人员素质，持续的管理能力提升培训，让每位员工拓
宽了视野，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管理思路，在公司快速发展时
期，能够带领着团队不断提升；

关于创新营销，我们站在了一个历史性时刻——— 外资注
入、精英加盟、技术开发、品牌宣传、网络互动等新鲜血液犹如
助推器一般，当发令枪声响起，我相信我们会是那个佼佼者。

谁曾想过，短短几年光阴，互联网、社交平台、国际化技
术、先进模型都开始服务于保险业，如此日新月异的发展，你
感受到了吗？

我，一名普通员工，希望我所服务的公司成为受人尊敬的
企业。

我，一名保险从业者，希望通过每位保险人微小的努力，
掀起蝴蝶效应，让保险业成为受人尊敬的行业。

我，一名消费者，希望在保险的保障下，享受无忧生活，创
造精彩人生。 (张翌辰)

不知不觉12月就来了，按照行
规，每到年底，车商，4S店都会为了
冲量而举行多种促销活动，优惠幅
度也较大，所以大多数准车主都会
选择在年底购车，当您满心欢喜的
参加完一场又一场的促销活动，全
神贯注的比较哪款车车适合自己
的时候，有没有为爱车的保险考虑
过呢？哪些险种值得买呢？

车主必买险种

交强险

交强险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
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在驾

车过程中，如果造成了非本车人员
和被保险人之外的人身伤亡事故，
保险公司会对其进行赔付，但赔付
的额度普遍不高。作为其补充险
种，第三者责任险应运而生。

第三方责任险

负责保险车辆在使用中发生
意外事故造成他人(即第三者)的
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的赔
偿责任。撞车或撞人是开车时最害
怕的，自己爱车受损失不算，还要
花大笔的钱来赔偿他人的损失。

车辆损失险

负责赔偿由于自然灾害或意
外事故造成的车辆自身的损失。这
是车辆保险中最主要的险种。若不
保，车辆碰撞后的修理费用得全部
由自己承担。

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险种

全车盗抢险

盗抢险全称是机动车辆全车
盗抢险，机动车辆全车盗抢险的保
险责任为全车被盗窃、被抢劫、被
抢夺造成的车辆损失以及在被盗
窃、被抢劫、被抢夺期间受到损坏
或车上零部件、附属设备丢失需要

修复的合理费用，无固定停车地点
建议购买盗抢险。

不计免赔特约险

不计免赔险作为一种附加险，
需要以投保的“主险”为投保前提条
件，不可以单独进行投保，不计免赔
险是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及第三者责
任险的车辆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
的事故，而造成车辆损失(不含盗抢)
或第三者责任赔偿，由保险人依据

《条款》赔偿规定的金额负责赔偿。

划痕险

划痕险全称车身划痕损失险，

家庭自用车辆、非营业车辆可投
保，是指在保险期间内，保险车辆
发生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表面
油漆单独划伤，保险公司按实际损
失负责赔偿。

划痕险是车辆损失险的附加
险，即需要在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的
情况下方可投保，不可单独投保。

车上人员责任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算是车辆商
业险的主要保险，即车上座位险，
是即车上人员责任险中的乘客部
分，它主要功能是赔偿车辆因交
通事故造成的车内人员的伤亡的
保险。 (本综)

我我对对保保险险的的三三点点感感悟悟
不知不觉从事保险工作已经七

个年头了，从还没有毕业就踏入保险
行业，到如今已然成家立业，七年的
时间这个行业让我融入了社会，让我
懂得了做人的准则，也让我逐渐懂得
了行业价值。

保险是美好生活的开始。时光悄
然退回到七年前的冬天，对于大四的
毕业生来说注定是一段不平静的时
间，每天大家都在议论去哪工作，不
断的投递简历和希望。那时的我对
保险行业不是很了解，但觉得是金
融单位又可以回家工作，于是果断
的去了公司面试并顺利的得到了这
份工作。

保险让我踏入社会。到公司后我
进入了财务部工作，经过了一段时
间的学习，有了独立工作的机会。然
而工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由
于当时没有点钞机，付赔款的时候

要手工点钞，那叫一个心里没底，生
怕出错，每次付款至少要数三遍。不
过当看着客户心满意足，感谢中带
着感激的领走赔款的时候，感觉自
己很有成就感。

保险为生活保驾护航。如果没有
亲身经历过那次灾难，我可能无法深
切体会到保险给我们带来的保障，也
无法认识到保险人是一群多么可爱
的人。2007年7月18日，一场3小时的
暴雨使济南几成泽国，30多人因此丧
生。这次降水过程历时短、强度大，
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最大值。市
区大部分路段交通瘫痪，受损车辆
上千辆，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亿元。面
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公司迅速作出反
应，理赔部门所有员工全天待命，全
力以赴做好案件查勘处理工作，业
务部门积极与客户联系协助理赔部
门做好客户的安抚工作，我们财务

部门任务就是保证资金充足及时支
付赔款。我从来没有像“7 . 18暴雨”
那段时间忙碌过，白天的时间疯狂
的付赔款、开支票，偶尔抬头看看一
眼望不到头的排在理赔窗口和财务
窗口的长龙，看着客户们焦急的神
情，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恨不得把
自己分成两个人，抓紧时间让客户
领到赔款，尽快弥补他们的损失，记
得7 . 18中最大一笔赔款是泉广的麦
当劳赔了150万。正是那段时间让我
真正感受到了保险对于整个社会的
重要性。

如今我已逐渐成长为中国最大
外资财险公司——— 安盛天平的骨干
员工，我为我的公司自豪，为能继续
在这个行业工作而自豪，相信在未来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保险能成为一
根重要支柱，帮助我们实现中国梦、
强国梦。 (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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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故事

安盛天平作为与法国合资的国
内唯一汽车专业保险公司，以其崭新
的服务理念，专门研制开发了从投保
到理赔的安全、便捷、省心流程。尤其
是在提升客户体验的车险理赔服务
措施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

一是充分运用3G移动定损系统，
实现现场报案，当场定损，提高了理
赔时效，增强了理赔过程的透明化，
让客户明明白白理赔。同时，对于
单车损失金额5000元以下且定责
定性无疑义的无人伤案件 ,可提供
现场收集单证服务，无需客户再交
单。万元以下、单证齐全的赔案，做到
当日支付。

二是“早告知、紧跟踪、快结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理赔效率，我司还充
分发挥风险管理的优势，提供医疗案
件提前介入服务，全程提供专业指

导，包括“早期告知服务、及时跟踪调
解、快速结案省时间”三部分。并在处
理过程中会主动提供介入案件的服
务措施，通过告知、提示、引导、协助、
代办、参与多方协商等服务方式。其
中，对于重大赔案，在处理过程中可
提供预赔付，保障伤者得到及时救
治；复杂案件可对某一险种或同一险
种部分赔款的预赔付，解决客户资金
压力。此外，还对网销、电销等渠道客
户提供现场修理、免费30公里拖车、
电瓶充电、更换轮胎等非事故道路救
援服务以及优质修理厂推荐服务。

三是实施集中运营，提高车险理
赔的公平性和时效性，为高效理赔提
供制度保障。将报案调度、核损、理
算、核赔、支付等环节全部集中到总
公司处理，业务、财务系统实现无缝
对接，结案自动抽档支付等。通过这
种集中运营模式，小额案件处理时效
居于行业前列。对万元以下的纯车损
或物损案件，还提供上门收单服务，
客户只需按照提示准备好定损单、修
车发票、清单等索赔材料等待保险公
司派人收取即可。

四是运用新技术，当好“车险管

家”。在新技术新媒体应用方面，我司
开通了官方微信平台，通过微信可以
实现新老客户投保、订单查询、保单
验真、一键报案、理赔进度查询等功
能，成为客户身边的“车险管家”，可
以随时随地的了解各种保险信息。

五是服务创新，争做“理赔达
人”。公司从今年起连续推出“理赔达
人”活动，每期围绕一个方面主题，向
全公司征集提升理赔运营效率、提升
客户满意度提出的具有创造力的点
子、设想或者详细方案。以创新和优
化服务流程，让消费者充分了解车险
理赔服务并体验车险理赔“原来这样
简单！”

公司还充分利用网络车险公司
的多媒体传播平台优势，以公众媒体
平台为中心辐射点，通过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平台与粉丝、关注者做好互
动传播，展现保险与社会公众之间的
紧密关系。

专业的技能，一流的服务，盈得
了广大客户的青睐。安盛天平公司在
济南保险市场表现优异，市场规模不
断攀升，经营效益遥遥领先，是当前
济南保险市场上的一匹“黑马”。

安安盛盛天天平平：：专专业业车车险险 服服务务领领先先

推介之┩蹈得

保险特色服务

险届剪影

保险行业在变迁

你感受到了吗

“保险，让生活更美好”大型征文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
征文不限题材，字数1500字至3000字。据本次征文活动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专家的评选后，将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
三名，三等奖六名，优秀奖若干名，获奖者最高可获得价值
万元的奖励，以及济南市行业协会与齐鲁晚报共同颁发的
获奖证书及奖杯。有投稿意向的读者请尽快投稿，踊跃参
加！投稿邮箱：abab669@sina.com；电话：0531-85196318

山东保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征文就是希望那些
感受到、体验到保险业不断进步的人们，能够发出他们的声
音，写出他们的感受。“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那些感觉到‘保
险，让生活更美好’的人能用文字大声喊出来，为保险喝彩”。

“保险，让生活更美好”

征文火爆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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