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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乡镇医院
转行投身保险

近日，为让客户第一时间
得到理赔，刚拿到理赔所需材
料的高春，迎着下班回家的晚
高峰“逆流而上”，赶回公司，
进行最后的系统录入。为客户
的事情奔波忙碌，高春对此已
经习以为常。

高春清楚地记得自己正
式进入中国人寿的日子———
2001年3月8日，25岁的高春毅
然辞去乡镇卫生院医生的工
作，成为中国人寿济宁分公司
的一名保险业务员。

这一举动在外人看来是
难以理解的，家人、朋友的不
理解和反对，更激发了她的坚
持和斗志。刚入职，高春没有
客户群，只能靠陌生拜访，无
论严寒酷暑都得在外面跑一
整天，经常晚上10点才到家。

工作之初，总有许多挫折
考验着高春的忍耐力。2001年
11月的一天，天气很冷。上午9
时许，高春照例来到济宁城
北，拜访一早点铺店主贾大
爷，“您好，我是保险公司的高
春。”话音刚落，店主便发出一
连串呵斥，高春只得匆忙离
开。

入职半年多，客户开拓工
作进展缓慢，高春几乎产生了
放弃的念头。“当时的保险环
境不好，难做，但非常锻炼人，
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
回忆当时场景，高春仍历历在
目。

遭遇挫折，高春哭过、动
摇过，并做出了两个“选择”：
学习“充电”和“精准”营销。
坚持学习保险知识，高春对
保险有了全新认识，个人业
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精通
业 务 营 销 客 户 也 有 了 专 业

“武器”。
“当初，我的选择是经过

慎重考虑的，很辛苦，挑战性
非常大，越是这样，越不能轻
言放弃，看准了前景光明，我
就要做出成绩来。”高春说。

服务两千客户
收获满满幸福

一边学习“充电”，一边琢
磨营销技巧。高春事后回忆
说，“与其陌生营销，不如先从
小事、身边事做起，通过个人
努力感染身边人，再适时营
销，欲速则不达，很多事着急
不来。”

高春调整了营销思路，开
始选择在自己居住的小区“营

销”。时间久了，小区内的街坊
邻里，对她逐渐熟悉起来，都
知道小区里有个女孩子，天天
都会跟大家打个招呼，送上宣
传单页，谁家要有什么事，她
总会主动帮忙……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春的
坚持和努力得到了回报，近年
来积累的客户或自己或转介
绍了大大小小的业务，现在她
服务着两千余名投保户。“万
事开头难，你先要让别人接受
认可你，和身边人、客户交朋
友，才能更顺利促进工作，事
后对客户要感恩、要关心，要
后续服务。”高春这样总结自
己“营销”的窍门，在困难时人
家信任我，我得记着感恩，用
好产品和优质服务回报这份
信任。

17年来，高春不仅感恩保
险这份事业，感恩信任自己的
客户，还感恩客户的亲人，“人
心换人心，常怀感恩才能将爱
的事业传递下去。”

高春说，近几年，国家连
续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和推动
保险产业发展，让她更坚信保
险行业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未来，我会不断挑战自己，也
希望更多人勇于挑战自我，加
入 到 保 险 这 个 朝 阳 行 业 中
来。”

中国人寿济宁分公司城区收展部高春

害害羞羞女女医医生生成成为为““明明星星””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本报见习记者 周伟佳

大学期间便尝试各种兼职，医学院毕业后，高春进入乡镇医院
当医生。一次偶然机会，她毅然辞掉医院工作加入中国人寿，从一
个只会躲在别人身后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服务两千余名投保户
的“明星”客户经理。

本报济宁4月26日讯 (通
讯员 鲁延梅) 日前，济宁市
民政局召开了全市社会组织
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推进
暨培训工作会议，对全市社会
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
行了表彰，济宁市银行业协会
荣获“济宁市先进社会组织”
荣誉称号。

近年来，济宁市银行业协
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自律、
维权、协调、服务”职能，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以“维护银行业合法权
益，提高行业服务水平，防范
和化解风险”为目标，根据会
员单位需求、监管部门要求，
不断创新服务方式，积极开展
行业培训及相关活动。持续推
进债委会工作，在困难企业解

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
金融风险等领域发挥了重要
作用。加强与各职能相关部门
信息沟通交流，实现信息交流
与共享。同时，按照市民政局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组织集中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和切实加
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要
求，不断规范协会内部管理，
提高工作质效，加强党支部建
设，确保协会科学、规范运行。

济济宁宁市市银银行行业业协协会会获获殊殊荣荣

本报济宁4月26日讯 (通
讯员 李岩) 日前，汶上县
供电公司组织青年员工一
行 2 0余人到济南金象山素
质拓展训练基地开展两天
的素质拓展训练，进一步提
升公司团组织的凝聚力和

战 斗 力 ，庆 祝 即 将 到 来 的
“五四”青年节。

本次训练共设立了真人
野外CS对战、高空跳跃抓杠、

“背摔”等体验项目，还有击鼓
颠球、不倒森林等趣味竞技项
目，大家同台竞技，又协作共

进，趣味横生，挑战性十足。高
空项目中，在大家“加油充电”
的鼓励和喝彩声中，青年男女
员工克服心里障碍和思想束
缚，全部完成挑战，在活动中
得到自我升华，取得了预期成
效。

本报济宁4月26日讯
(通讯员 王亚楠) 今年以
来，广发银行济宁分行将支
持新旧动能转换部署为当
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作
重点。

该行主动调整优化信
贷结构，对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项目实施信贷资源倾斜，
加大对传统产业中生产技
术先进、具有规模优势的龙
头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支持
企业转型升级、技术改造，
提升发展效率和质量，升级
传统动能。未来，该行将进
一步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
方式，用制度可行方案满足

企业合理融资需求，缓解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并通
过银信、银保合作拓宽企业
融资渠道，并围绕重大项目
建设上下游产业链提供针
对性服务。

广发银行济宁分行将
积极转换传统金融模式、传
统服务模式实施银行供给
侧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的要求，通过科技提
升、创新融资模式等方式满
足客户需求，转化传统的信
贷模式至新常态下的综合
金融服务，充分发挥广发银
行优势，支持和服务全市新
旧动能转换。

本报济宁4月26日讯(通
讯员 董聪) 23日，汶上县
供电公司顺利完成35千伏
义桥变电站增容改造后的
首次综合检修和试验工作，
并更换该站35千伏义桥线
进线避雷器。

本次试验是对35千伏
义桥变电站增容改造后投
运一年来运行状况的一次
评价，试验涉及主变、组合
开关、开关柜、继电保护、
远动通讯等多个项目，试
验地点分散、试验设备多、
项目复杂，风险点较多，管
控难度增大。汶上县供电
公司按照管理规定，利用

春检停电机会，连续六天
对 该 站 进 行 了 系 统 的 评
价。编制评价计划，合理安
排需要停电试验的设备，
组织有关单位论证，出具
详细的评价对照表。分析
每项试验数据，对平时负
荷压力重的开关、变压器、
线路进行全方位的维护保
养，并消除发现的问题隐
患。强化检修现场安全管
控，开展好“班前会”“班后
会”以及危险点分析工作，
做细做实安全措施，对每
一项检修试验工作进行全
过程监督，保障了检修工
作高效开展。

汶上县供电

3355千千伏伏义义桥桥变变电电站站完完成成检检修修

济宁广发银行

优优化化结结构构助助力力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

高高春春

汶汶上上供供电电青青年年员员工工““合合力力””过过节节

日前，鱼台农商银
行借助当地桃花节活
动，组织青年志愿服务
队通过悬挂条幅、布放
宣传展架、发放宣传单
页等一系列形式，向群
众普及金融知识,包括常
见电信诈骗手法和防范
技巧、假币识别常识、非
法集资和银行卡盗刷防
范等基本知识以及该行
金融业务产品。
本报通讯员 田慧 摄

借助节庆

宣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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