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员“三讲”及异议话术
 讲行业—标准话术

1. 保险观念深入人心（可以做）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观念深入

人心

现在，去看个病医生就会问：“买保险了吗？”，开车出个刮擦事故，双方

下车就问：“你买保险了吗？”。保险已经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多

的人认可保险！

意识全面

普及

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保险，“国十条”的颁布、“保险伴我一生”的教科书进

入中学课堂，这都是国家在普及保险意识。

发展前景

广阔

在发达国家没有保险寸步难行，而在中国保险才刚刚普及，无论是保险密度

还是深度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中国 14亿人口购买保险的比例还不到

15%，行业潜力巨大，能给更多人成功的机会。

2. 保险观念深入人心（值得做）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付出有收获
保险销售不仅可以帮助别人而且可以提升自己，只要努力，收入上不封顶，

随着工作时间和经验的增加，收入还会不断提升。

经营无风险
想做生意，投入至少 10 万、还需应付工商、税务等，且不保证盈利；但是在

国寿，创业零风险，低成本，高回报。

国寿创大业
不是每份工作都可以当成事业来做，一个人做保险销售的同时也可以组建自

己的团队，基本不用投资，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3. 保险观念深入人心（应该做）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精英涌入

现在越来越多的精英人才都选择来做保险，像公务员、银行职员这些我们原

来都比较羡慕的，现在他们反而选择来做保险，还有很多做生意的也选择来

做保险，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就是因为保险好啊！

创业正当时

现在，是国家放开了政策，鼓励更多的人加入保险行业，但是随着保险发展

越来越好，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也会越来越高，再不加入就晚了。现在选择

保险创业正是最好时机。



 讲行业—异议处理

1. 保险是骗人的！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是什么事让你认为保险是骗人的呢？

S尊重理解 我理解你的想法，这样的说法我也听说过，不过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C澄清事实

我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看到了很多家庭，因为没有保险而遭遇到巨大的损

失；也看到了很多家庭因为准备了充足的保险保障，顺利度过了难关。现在

我深刻的认识到这个行业不仅不是骗人的，反而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做

了这么多年。

P提出方案 做保险，不仅可以帮助别人，还可以成就自己。

A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2. 现在做保险太晚了！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嗯，中国发展保险业确实也有 60 多年了。

S尊重理解 我很理解你的顾虑。

C澄清事实

但其实，国外的寿险营销发展了几百年，现在还是在不断的增长，我们国内

的寿险营销才不过 60 多年时间，可以说是刚刚起步，发展的空间还很巨大，

随着百姓观念不断改变，买保险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

P提出方案 现在保险行业正是朝阳时期，这个时候来做保险正合适。

A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咱们试试再说。

3. 做保险收入不稳定！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嗯，做保险确实是一个表面看起来不稳定的职业。

S尊重理解 我很理解你的顾虑。

C澄清事实

但其实，做保险是一个表面不稳定而又极具长期稳定性的职业。当经济不景

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某些大公司大规模裁员的消息，但我们从未听说

过裁减专业销售人员的事情发生。做保险，只要够勤奋、够专业，收入源源

不断，还可以发展团队，每月可以获取不菲的管理津贴。



P 提出方案 选择做保险，恰恰就是选择了一份稳定的事业。，

A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4. 做保险没有五险一金！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 用心聆听 嗯，做保险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福利保障。

S 尊重理解 我很理解你的顾虑。

C 澄清事实

在国寿，只要达标正式成为国寿人的基础条件，公司就会为我们的营销伙伴

提供意外、医疗、住院、养老、身故等商业保险保障，以及年金养老保险，

过年过节还有福利物资发放，比社保更具优势。

P 提出方案 加入国寿，能享受的福利保障比其他行业反而更多。

A 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讲公司—标准话术

1. 国寿实力强声誉好（背靠大树好乘凉）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国字号 中国人寿 1949 年就成立了，与新中国同龄，是副部级央企。

实力强
目前，总资产 2.7 万亿，相当于一个大省 GDP 总量，是国内一流的国有控股

寿险公司，世界双 500 强企业。

声誉好

国寿经营稳健，市场声誉好，获得了无数荣誉，比如“消费者最满意最喜爱

第一品牌”、“最值得信赖的寿险公司”、“亚洲最好的保险公司”等重要

奖项。

放心选择 保险创业选中国人寿，选的就是国字号大品牌，背靠大树好乘凉，放心！

2. 国寿服务优可信赖（客户信赖市场大）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重视服务
中国人寿非常重视客户服务，每年 6.16 是客户服务节，开通了 24小时服务

热线 95519，平时还有各种各样的客户活动。

网点遍布
在全国拥有健全的机构和服务网络，营业网点及服务柜面遍布全国大小城乡

网点。

客户信赖
优质服务获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累计为 4.45 亿客户提供了商业保险服务，

相当于每 3个中国人中就有 1个是中国人寿的客户。

理赔快速
国寿理赔服务方便快捷，平均理赔时效只有 1.62 天，在保监会服务评价中排

名第一。

值得托付
现在，因为国寿值得信赖、值得托付，全国有 100 多万人都选择到中国人寿

来创业！

3. 国寿支持多福利好（成长快速收入多）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培训支持
在中国人寿创业，一进入公司就有系列的公司培训，帮你解决在创业每一个

阶段遇到的问题，个人的素质、能力也会在学习、工作中不断提升。

收入晋升
公司还提供了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收入与付出成正比；公平透明的晋升

制度，只要达到了条件自动晋升；

福利保障
拥有完善的意外、医疗、住院、养老、身故商业保险保障，以及年金养老保

险、过年过节还有物资福利，比社保更具优势。

助力成功
另外，无论是做客户经营还是打造自己的创业团队，公司都会给予很多支持，

让你一步步去实现自己的创富梦想。



 讲公司—异议处理

1. 听说**公司比国寿好啊！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点头回应）是的，现在**公司确实发展的还不错！

S尊重理解 小李，我理解你的想法，选择一份工作很多人都会在公司间做对比。

C澄清事实

现在保险市场发展迅速，保险企业也很多。但讲到实力，中国人寿是副部级

央企，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在亚洲也是稳居竞争力排名首位。国字号的背

景意味着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寿在很多省份、地市都与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这是其他公司没办法比的。

P提出方案
既然选择保险创业，咱们就要选择实力超强、有竞争力的企业，国寿是不二

之选。

A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2. 在国寿只能卖保险，不如**公司可以做好多业务！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点头回应）是的，**公司在综合金融方面做得还不错！

S尊重理解
小李，我理解你的想法，就像我们开店都希望给客户更多的产品选择一个道

理。

C澄清事实

但中国人寿可以说是主业特强，在国内保险行业是首屈一指的，国寿的综合

金融服务现在也发展的很好，收购了广发银行，在全国还在试点“家庭医生”、

“养老社区”这些业务。

P提出方案
既然选择保险来创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主业特强、多元化发展的公司，国

寿是首选。

A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3. 中国人寿服务不好，我怕对不起客户！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点头回应）嗯，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中国人寿服务不好呢？

S尊重理解 小李，我理解你的顾虑，我们做营销的都是把客户服务放在第一位。

C澄清事实

其实，我们国寿是非常重视客户服务，有 24小时服务热线，平时还有各种各

样的客户活动，每年还有 6.16 客户节。最重要的是国寿的销售服务网点遍布

全国大小城乡，这是其他公司根本没办法比的。如果国寿的服务真的不好，

怎么可能有 4.5 亿的客户都选择国寿，你说是吧？



P 提出方案
既然选择保险创业，咱们就要选客户信赖的公司，而国寿是客户购买保险的

第一联想。

A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4. 中国人寿理赔难、理赔慢，我怕伤害客户的利益！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点头回应）嗯，是遇到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中国人寿的理赔难、理赔慢吗？

S尊重理解 小李，我理解你的顾虑，其实我在进国寿之前也有这样的顾虑。

C澄清事实

实际上，国寿的理赔服务是相当方便快捷的，国寿网点遍布全国大小城乡，

办理理赔很方便，还开通了微信、APP 快捷理赔服务。2016 年平均理赔时效

只有 1.62 天，国寿累计提供超过 863 万人次的专业理赔服务，总计赔付金额

247 亿元，赔付金额占行业赔付总额的 5%，在保监会服务评价中排名第一。

P提出方案 既然选择保险创业，咱们就要选理赔有保障的公司，中国人寿值得托付。

A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讲自己—标准话术

1. 加入国寿前的经历（建立同理心）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职业背景
我加入国寿之前跟你一样，也是一名普通的上班职工，天天要准时上下班不说，

偶尔还要加班，还要看老板脸色。

家庭地位 但是没办法，要养家糊口，只能努力去做好一份不怎么喜欢的工作。

自我感觉
那时感觉真的是收入又低、工作又忙、还看不到前景，感觉工作压力、生活压力

都很大！

2. 为什么来国寿工作（勾起好奇心）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以前观点 一开始我对保险也没有什么概念。

机缘巧合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介绍我去听了国寿的“创业说明会”，让我了解到

保险这个行业发展不错，在中国人寿做保险挺有前途的。

认同工作 做保险，不仅可以帮助别人，还可以成就自己，赚到不菲的收入。

尝试一下 当时我想反正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了，还不如换个环境试一试。

3. 加入国寿前后变化（引发对比心）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职级晋升
国寿有公平的晋升机制，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我已经是主管了，还建立了一

支属于自己的团队。

收入丰厚
以前我的收入不高，加入国寿后，我的收入比之前翻了好几番，买了房、买了

车，家庭生活品质也大大提高了。

荣誉无数
除了物质上的改善，在国寿我也收获了很多荣誉，还是国寿的星级导师，我感

觉自己整个人都变得更自信了。

人脉拓宽 而且，做保险让我认识了很多人，朋友越来越多，人脉越来越广。

能力提升 个人的专业能力、综合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4. 同类型的成功案例（树立自信心）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介绍别人 在我们团队中，也有一个伙伴，他当初的情况和你现在差不多。

入司担忧 一开始他也担心自己做不好。

现在收入 但通过努力，他现在已经很优秀了，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树立信心
跟以前相比，他跟换了一个人一样，状态比以前好多了。你比他还优秀，肯定

能比他做得更好的。



 讲自己—异议处理

1. 能力不行，怕做不好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又有谁的能力是天生就有的呢？都是靠后天的学习才具备的。

S尊重理解 我知道你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想把这份工作做好所以才会这么想。

C澄清事实
但你不用担心，我们公司会提供一系列的培训，帮你解决各个阶段遇到的问题，

同时我也会帮你的。

P提出方案 公司会帮你，我也会帮你，你还担心什么呢？

A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2. 我性格不适合做保险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嗯，其实很多人最初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S尊重理解
小李，我理解你的顾虑，这表明你想把这份工作做好，你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

人。

C澄清事实

其实，保险做得好不好关键不在于性格，而在于专业制胜。进入公司以后会有

一系列的培训来帮助我们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我们公司有很多人最开始

也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保险，但现在都很专业，都做得很不错。

P提出方案 很多事情只有去做了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

A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3. 我没有人脉，做不到保险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嗯，创业都会担心客源的问题。

S尊重理解 我理解你的顾虑，你有这个想法表明你有上进心是想做好的。

C澄清事实

其实，现在老百姓对保险的需求是很大的，我们要担心的不是没有客户的问题，

而是如何拓展人脉找到客户的问题。这方面，公司有专项的培训体系，而且还

会组织多种多样的客户经营、客户活动平台，来帮助我们找到客户，做好客户

经营。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P提出方案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迈出第一步。



A 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4. 来做保险的话，我怕别人看不起我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现在谁都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S尊重理解 所以，我理解你的想法。

C澄清事实
刚开始我也觉得做保险没有面子。但后来我的想法就改变了，当客户发生风险，

我给他们送去理赔金的时候，我觉得特有面子。

P提出方案 这么有面子的事情我们干嘛不做？

A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5. 现在做保险太晚了，而且听说很多人都做不好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看来你对这方面非常关注啊。

S尊重理解 我也很理解你有这样的疑惑，毕竟保险在中国发展也有一段时间了。

C澄清事实

在国外寿险营销虽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但现在还是在不断的增长，我们国内

的寿险营销才不过 30年时间，可以说是刚刚起步，发展的空间还很巨大，随

着百姓观念为不断改变，买保险的人会越来越多的，现在做正是时候，不晚。

一些人说做不好，那是因为不够专业，在国寿有一系列的培训，来帮助我们解

决各个阶段遇到的问题，提升专业能力和个人素质。这点你不用担心。

P提出方案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迈出第一步。

A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6. 我现在生活的不错，没必要来做保险

讲解逻辑 讲解话术

L用心聆听
是的，你现在的生活真的好让人羡慕的。

S尊重理解
我理解你现在的状态和想法。

C澄清事实

但是，在过安逸日子的同时也应该找点事做，有自己的价值。一直待在家里，

容易与社会脱节，而且你收入高了，在家里的地位也会不一样的。做保险，不

会太累，还能赚到不菲的收入，同时还可以交很多朋友，社会接触面也会越来

越广泛。

P提出方案
做保险只会让你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A 请求行动
这样吧，我先给你报个名参加公司的创业签约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