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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本一：增员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背景： 

    王娟，33岁，有一6岁男孩，在一家收费较高的私立幼儿园上大班。王

娟6年前辞去办公室文员工作，专心照顾孩子。先生是一家企业的部门经理，

年收入约10万。已买一套三居室住房，贷款8年。

    艾太平通过客户转介绍，电话约访后，来到王娟家中做增员。

   （寒暄、赞美，切入主题）

    业：王太太,您好!家里装修得好别致呀，看得出您是一个挺有艺术品

味，懂得生活的人。

    准：哪里哪里！这多半是我先生的功劳。

    业：是吗？！您先生是搞室内设计的吧？

    准：不是，他是一家企业的部门经理。

    业：王太太，您真好福气呀。先生事业有成，而且还这么顾家。

    准：嗯，还不错吧。

    业：照片里的是您的小孩吧？长得真可爱，长大后肯定像他爸爸一样

能干。

    准：呵呵，孩子今年6岁了，在读幼儿园大班，有时挺让人操心的，很

调皮。

    业：孩子嘛，都这样。

   （挖掘新工作需求）

    业：王太太，白天您先生上班，孩子上幼儿园，您都怎么消遣时间呢？

    准：能有什么消遣呀，每天送完孩子上学后，就主要在家搞搞卫生、

做做家务。偶尔跟邻居一起打打牌什么的。

    业：王太太，不知道您有时候是不是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点空虚，

没有什么寄托呢？

    准：是啊。白天他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家里空洞洞的就剩下

我一个，有时候是觉得没意思。

    业：哦，是难免哪。王太太，您离开工作单位这么长时间，会不会觉

得越来越与社会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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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会啊。平时每天接触的都是一些在家照顾家里的太太，聊的都是

一些油盐酱醋的琐碎小事，与社会接触越来越少了。但是也没有办法，我

先生工作很忙，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只有我做出牺牲了。

    业：那也是啊，为了一家人高高兴兴，和和美美，我们女同志总是要

做出许多牺牲。但是,现代女性都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自由的

财务空间,不会完全依靠自己的先生，所以我们女人一定要独立。像您这

么好学历、有文化的女性，肯定不甘心一辈子呆在家里做主妇。如果有一

份工作既可以赚钱又可以照顾家里，而且上班时间又很自由，您愿意尝试

吗？

    准：是嘛，有这样的工作吗？

   

   （行业）

    业：有哇。王太太，您在家也看书看报，不知对保险行业目前的状况

有多少了解?

    准：了解得不多,不过我听说这行已经发展了好几年，竞争很激烈。

    业：您说得很对！现在的新闻媒体经常谈到保险这个话题，看得出来

国家、社会对保险行业挺关注，挺重视的。不过保险行业在国内还是刚起

步，是一个市场前景被看好的朝阳行业。在日本、美国、台湾这些地方，

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一张保单。举个例子来说吧。日本人每个人有七张保单，

我们国家每六个人才有一张保单。所以啊，这个行业市场潜力和空间很大，

会给很多人提供成功的机会。已经有不少人在这个行业里白手起家取得了

很大的成就。

    准：是嘛？可是现在满大街都有很多业务员在推销保险，我有不少同

学和朋友做过这一行，不过他们都做不下去了。

    业：哦，他们可能各有各的原因吧。不过，您看我，我是八年前入行

的，现在还是做得很带劲，感觉这一行非常能发挥我自己的潜力，不只在

收入方面，而且在个人成长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如果您也来做的话，肯

定也能成功。

    准：您这么能干，我可没法跟您相比。

   （公司） 

    业：您就别谦虚了。我觉得个人要想在这个行业中成长,必须选择一

家优秀的公司，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您说呢？

    准：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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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太平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公司，是国内经营时间最长的名族保险品

牌，也是公认的人员素质最高，人均绩效最好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行业和

社会上都有很好的口碑和评价，您知道吗？

    准：嗯，好像听说过。

    业：太平是直属于国资委的副部级央企，寿险行业只有两家公司属于

这一级别。注册资本及达到252亿，由财政部全额出资。 2012年，公司提

出三年再造的战略目标，发展上了加速轨道。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总保费

和新单保费增长率位居前十大寿险公司第一名。

请您看一下我们公司的实力（播放视频，或展示资料）我想这样的一家公

司应该是非常值得您信赖的吧!

   （工作）

    准：听您刚才讲到保险行业和你们公司我都感觉不错，这到底是什么

样的工作呢？

    业：我来给您大致介绍一下吧。我们的销售就是帮助别人的工作，每

天就是会见朋友，帮助大家理财、规划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解

决生活的后顾之忧。其实，做保险是一份充满爱心和责任的工作。有很多

的家庭经济上都只靠一两个人去支撑，万一经济支柱发生意外，整个家庭

的生活就会成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份保险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了。您是不

是赞同这一点？

    准：嗯，您说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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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准：那收入到底能有多少呢？ 

    业：收入就取决于您的工作努力程度了。其实寿险营销工作是一个典

型的收入与付出成正比的工作，您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您付出多

少，收获就有多少。

  

 从试用业务员到业务总监，最高有21项的奖金或者津贴。只要您善于学

习，努力工作，如果每天能坚持拜访3位客户，您一年收入5万没问题。而

且，只要坚持不断做销售，第二年的收入可能是第一年的2倍，第三年可

能是第一年的3倍。您完全可以和您先生一样分担孩子的教育费，房子贷

款也很快可以还清了。

   （职涯规划）

    准：是嘛，可是我这个人不愿意到公司去上班。我很讨厌公司那些复

杂的人际关系，感觉好累呀。我当初离开我原来的单位，就是这个原因。 

    业：王太太，这个问题在太平您就大可不用担心了。太平为每个人都

设定了清晰的职涯规划，按照大家的贡献大小，有畅通的晋升渠道。不管

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太平的，只要您取得的工作成绩符合晋升的规定，您都

可以明明白白地晋升，用不着考虑什么人情世故呀、关系呀这些方面的问

题。您看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要我的业绩达到晋升条件，就能自动

晋升。我们很多同事都很喜欢太平透明的晋升渠道，大家的关系也都非常

单纯，相处得非常愉快！

    准：那到底有什么晋升渠道呢？

    业：我正要向您介绍呢。太平的职涯路径非常清晰。

    如果您想在管理方面发挥自己，您可以选择组织发展路线，管理团队。

您最高可以晋升到区域总经理这个级别，专门进行团队发展和管理，这样

您不光有很高的管理津贴，还有让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和成就感。

    总的来说呢，您将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将来是做职业经理

人呢，还是做业务高手。两边的发展空间都大得很！

   （培训介绍）

    准：听起来挺不错的。但是我对保险一窍不通，怎么去推销保险呢？

    业：这您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公司有专业化的培训，可以培养您呀。

太平有八大体系，为你寿险生涯的各个阶段提供强有力的训练支持，这在

保险行业是享有盛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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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您准备加入太平到正式加入，一直到晋升到各个不同的级别，您都有机

会参加公司提供的各种培训，您的能力和知识都会不断地提高。在您刚加

入的时候，您也不用担心。除了课堂上的培训，我们还会有人陪同新人去

见客户，帮助处理实际工作当中的问题，观察新人的表现，看是不是掌握

了课堂上学到的技能。您觉得怎么样？ 

    准：听起来还不错。

   （解决困惑）

    准：可是我每天还要送孩子上学，买菜做饭，做家务，可能没有多少

时间去推销保险。

    业：您知道吗，从事保险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工作自主性很高，时间

上可以弹性自由分配，只要您合理安排时间，家庭工作两不误！还有哇，

从事保险工作，又能学习新的知识，多认识一些朋友，这样，我们才能赶

得上时代，不被时代抛弃。

    准：我的先生可能不赞成我从事保险工作。

    业：我觉得您先生反对，一方面是不愿您承受压力，另一方面，是不

是在怀疑您的能力呢？作为妻子，应当与您丈夫共同分担起家庭的责任和

义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平等的家庭地位。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自己

独立的经济收入。经济独立，才能人格独立和精神独立。我认为您应该拿

出勇气和决心，走出家庭，既在工作中获得收入，又能照顾家庭，还能让

自己生活得更精彩，这是一举几得呀。

   （提出要求促成）

    准：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

    业：王太太，我现在并不要您马上决定，这份资料（增员彩页）留给

您作参考。正好24号我们公司有一个创富分享会，您到时抽空去听一下，

了解太平保险公司的情况及保险行业的前景，到时再做决定也不晚。为方

便我们安排座位，麻烦您先将这张表填一下。（填写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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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二：增员普通上班族

被增员对象背景：

杨小磊，某单位部门主任，现年35岁，有一女儿，年龄3岁，因单位效

益不稳定，每月只发基本工资。业务员的叔叔与准增员对象是同一单位，

通过叔叔的介绍，了解到杨主任的情况。

见面地点：准增员对象家中。

（寒暄、赞美，切入主题）

业：杨主任，您好！我叔叔×××介绍我来认识您。我叫艾太平，是

太平保险公司的寿险代理人（递名片），很高兴认识您！

准：哦，请坐。

业：谢谢！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咱们很有缘分，谢谢您今天给我了一

个机会，让我认识您这个朋友。

准：您找我有什么事？我可没钱买保险！

业：杨主任，是这样的，前两天我去过你们单位找我叔叔李××，聊

起过您，都说您能力强，为人又好，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拜访您，想认识

一下您这个朋友。

准：呵呵，他们是胡说，别听他们的！

业：听叔叔说，杨主任当时来单位的时候，可是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哦！

准：呵呵，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算算，来这个单位工作都差不多十

年了。

业：真不简单，十年了，杨主任一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技术上一

定是非常出色！

准：哪里哪里。 

（挖掘新工作需求）

业：杨主任，上次我路过你们单位，好像很清静哦！

准：是呀，现在单位效益不稳定。

业：在这工作了快十年了，想必杨主任一定对单位很有感情吧！

准：是啊。

业：现在这种情况对你们的生活是不是有影响？

准：当然有影响啦，现在物价那么高，这点工资，只够吃饭。

业：哦，杨主任，听说您父母现在也和您一起住？他们身体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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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还可以。他们都60多岁了，目前身体还挺好的。

    业：哦，杨主任，老人年龄会越来越大，开支也会越来越多，您说是

吗？

    准：是啊。

    业：杨主任，如果钱不是问题，您想做些什么？

    准：要做的事很多啦！买套好房子，送小孩子上好的学校，如果可能

的话，每年带家里人出去旅游一趟。

    业：按您现在的收入做得到吗？

    准：比较难。

    业：杨主任，您有没有想过改善目前的状况呢？

    准：想过啊。现在竞争压力那么大，单位虽然不景气，但怎么说还有

稳定的工资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

    业：是的，杨主任，我理解您的想法，在现在这种环境下，找一个稳

定的，又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不容易，但是，杨主任，目前的工作您想干

一辈子吗？

    准：我没想那么多……

    业：还有，将来教育孩子、赡养老人、房子按揭、看病、养老等等，

支出会越来越高，而且需要我们现在就做好准备，是不是这样？

    准：您说得对。

    业：按您现有的收入，要解决这么多问题恐怕很难！您肯定不希望将

来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吧？不希望自己将来没有能力孝敬父母吧？您也不

希望自己有一天连工作都没着落吧？

    准：……

    业：如果有一份工作，付出的努力一样，但是收入是您现在的三到五

倍，您会考虑吗？

    准：您说的是做保险吧，我恐怕不适合……

    业：是的，杨主任，每个人在不了解保险之前心里都没底。不知道杨

主任对保险行业目前的状况有多少了解？   

   （行业）

    准：了解得不多,不过我听说这一行发展的挺好，但竞争很激烈。

    业：您说得很对！现在的新闻媒体经常谈到保险这个话题，看得出来

国家、社会对保险行业挺关注，挺重视的。是一个市场前景被看好的朝阳

行业。在日本、美国、台湾这些地方，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一张保单，我们

国家每六个人才有一张保单。所以这个行业市场潜力和空间很大，会给很

多人提供成功的机会。已经有很多人在这个行业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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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是吗？但是，我觉得要做好，还是不容易。

    业：是不容易，但要真正用心做的话，这个行业还是很有优势的。您

看，我也是个普通人,不是做得挺好吗？我感觉这一行非常能发挥我的个

人潜力，为人处事、工作能力等各方面都成长得非常快，我的奖励、奖品

拿了不少。去年我买了车，今年下半年房子也快落实了。而且，今年三月

份，我就升为业务主任了，带着五、六个人呢。比起我的那些同学，各方

面都算是略高一筹吧，他们都挺羡慕的。我看您条件不错，性格开朗，人

缘又好，如果也来做的话，一定比我更成功。

    准：我能力可不行。

   （公司） 

    业：您就别谦虚了。我觉得个人要想在这个行业中成长,必须选择一

家优秀的公司，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您说呢？

    准：那当然。 

 业：太平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公司，是国内经营时间最长的名族保险品牌，

也是公认的人员素质最高，人均绩效最好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行业和社会

上都有很好的口碑和评价，您知道吗？

    准：嗯，好像听说过。

    业：太平是直属于国资委的副部级央企，寿险行业只有两家公司属于

这一级别。注册资本及达到252亿，由财政部全额出资。 2012年，公司提

出三年再造的战略目标，发展上了加速轨道。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总保费

和新单保费增长率位居前十大寿险公司第一名。

请您看一下我们公司的实力（播放视频，或展示资料）我想这样的一家公

司应该是非常值得您信赖的吧!

（工作）

    准：听您刚才讲到保险行业和你们公司我都感觉不错，这到底是什么

样的工作呢？

    业：我来给您大致介绍一下吧。我们的销售就是帮助别人的工作，每

天就是会见朋友，帮助大家理财、规划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解

决生活的后顾之忧。其实，做保险是一份充满爱心和责任的工作。有很多

的家庭经济上都只靠一两个人去支撑，万一经济支柱发生意外，整个家庭

的生活就会成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份保险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了。您是不

是赞同这一点？

    准：嗯，您说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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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准：嗯，那收入到底能有多少呢？ 

    业：收入就取决于您的工作努力程度了。其实寿险营销工作是一个典

型的收入与付出成正比的工作，您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您付出多

少，收获就有多少。

    从试用业务员到业务总监，最高有21项的奖金或者津贴。只要您善于

学习，努力工作，如果每天能坚持拜访3位客户，您一年收入5万没问题。

而且，只要坚持不断做销售，第二年的收入可能是第一年的2倍，第三年

可能是第一年的3倍。这样，将来您可以先买套房子，让女儿上贵族学校，

每年还可以出去旅游一趟。 

   （职涯规划）

    准：那其他方面呢？

     业：我正要向您介绍呢。太平的职涯路径非常清晰。

    如果您想在管理方面发挥自己，您可以选择组织发展路线，管理团队。

您最高可以晋升到区域总经理这个级别，专门进行团队发展和管理，这样

您不光有很高的管理津贴，还有让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和成就感。

    总的来说呢，您将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将来是做职业经理

人呢，还是做业务高手。两边的发展空间都大得很！

   （培训介绍）

    准：听起来挺不错的。但是我对保险一窍不通，怎么去推销保险呢？

    业：这您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公司有专业化的培训，可以培养您呀。

太平有八大体系，为你寿险生涯的各个阶段提供强有力的训练支持，这在

保险行业是享有盛誉的。

     从您准备加入太平到正式加入，一直到晋升到各个不同的级别，您

都有机会参加公司提供的各种培训，您的能力和知识都会不断地提高。在

您刚加入的时候，您也不用担心。除了课堂上的培训，我们还会有人陪同

新人去见客户，帮助处理实际工作当中的问题，观察新人的表现，看是不

是掌握了课堂上学到的技能。您觉得怎么样？ 

    准：听起来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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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困惑）

    准：听说做保险，没有稳定的收入，我担心如果我前几个月做不到保

险，那不是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啦？

    业：我很理解您的担心，所以公司为刚刚加入公司的同事提供辅导。

只要工作努力，收入就会有保障。我相信以您的能力，很快就可以赚到大

笔钱，改善全家人的生活。

    准：听说加入保险公司还要考试？我能通过吗？

    业：是这样的，目前寿险行业是非常热门的行业，政府也很重视，所

以没有通过代理人资格考试，取得销售资格的话，是不能销售保险的。太

平保险有优秀的讲师进行培训，同时还有考试教学VCD和相关的教材来帮

助您通过代理人考试。只要您努力准备，是很容易通过考试的。

   （提出要求促成）

    准：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

    业：杨主任，我现在并不要您马上决定，这份资料（增员彩页）留给

您作参考。正好24号我们公司有一个创富分享会，您到时抽空去听一下，

了解太平保险公司的情况及保险行业的前景，到时再做决定也不晚。为方

便我们安排座位，麻烦您先将这张表填一下。（填写回执表） 



学员笔记

【五大人群增员剧本】

剧本三：增员专业销售人士

被增员对象背景：

张婷，28岁，大学毕业，已婚，暂无小孩。原来在内地一家企业工作，

后为寻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来到了杭州，担任某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人员。业

务员小艾是在一次看房的过程中和张婷认识的。

通过观察，小艾认为张婷很适合在寿险业发展，决定增员她。某周六

的下午，小艾和张婷约好在一家茶社见面，请张婷向她介绍一下某楼盘的

户型。

（寒暄、赞美，切入主题）

业：张婷，久等了吧！

准：没有，我也刚到一会。请坐。

业：我们喝点什么？

准：菊花茶吧。

业：我最喜欢喝的就是菊花茶，难怪咱们这么投缘，连爱好都这么相

像。

准：是呀，我也这么觉得。

业：听说你们公司的那个楼盘新推出了二期的一些单位，很多朋友都

向我推荐，我一想，您不正好就在那儿吗？所以今天就约您出来了解一下，

顺便和您聊聊天，不会耽误您休息吧？

准：不会的。李姐，您真是太客气了。您是我的客户，您主动和我联

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您看，这是我们公司这批单位的宣传资料……

业：（翻看资料）都是大户型的吗？

准：二期的单位都是中大户型的，南北通透，户形方正实用，实用率

很高，位置也不错，我觉得很适合您。

业：现在卖得怎么样？ 

（挖掘新工作需求）

准：还可以，这次推出的共有300多套，现在已经卖出快100套了。

业：那看来您的业绩还不错啊！

准：还马马虎虎，不过都是看房的人多，买房的人少。

业：这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房地产太热，房价炒得很高，现在国家

宏观调控，大家都在持币观望。房地产是没有以前好做了。

准：嗯，现在房地产难做啊！

业：那您有没有想过换一个行业呢？市场前景看好，收入不会受季节、

市场景气的影响，与自己的努力程度成正比，而且工作时间还非常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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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有这样的行业吗？哪有这么好的事！

   

   （行业）

    业：有啊！

    准：您是说去推销保险啊！？

    业：是啊！您一定经常在电视、报纸或网络上看到新闻媒体谈到保险

这个话题，看得出来国家、社会对保险行业挺关注，挺重视的。不过保险

行业在国内还是刚起步，是一个市场前景被看好的朝阳行业。在日本、美

国、台湾这些地方，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一张保单，我们国家每六个人才有

一张保单。所以这个行业市场潜力和空间很大，会给很多人提供成功的机

会。已经有很多白手起家的人在这个行业成功了。

    准：但是现在做保险的人这么多，竞争激烈，市场空间很小了，估计

我现在才去做已经太晚了。

    业：看得出来，您考虑问题是很周全的。其实寿险事业就是人的事业，

只要有人出生、长大，这个市场就永远不会枯竭。还有，一个人面临的风

险、承担的家庭责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这个行业是永远不会饱和的。

   （公司）

    业：您看我，加入保险公司才3年，现在不也干得很好吗？五月份我

刚买了辆车，出门就方便多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准备买房了。

    准：您是在哪家保险公司？

    业：太平保险。您一定听说过吧？

    准：哦，太平啊，经常看到你们的广告。

    业：太平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公司，是国内经营时间最长的名族保险品

牌，也是公认的人员素质最高，人均绩效最好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行业和

社会上都有很好的口碑和评价，您知道吗？

    准：嗯，好像听说过。

    业：太平是直属于国资委的副部级央企，寿险行业只有两家公司属于

这一级别。注册资本及达到252亿，由财政部全额出资。 2012年，公司提

出三年再造的战略目标，发展上了加速轨道。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总保费

和新单保费增长率位居前十大寿险公司第一名。

请您看一下我们公司的实力（播放视频，或展示资料）我想这样的一家公

司应该是非常值得您信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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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困惑）

    准：我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听说卖保险就是先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

亲戚朋友卖完了，这份工作也就结束了。 

    业：您有这样的顾虑我很理解，主要是因为您对这份工作还不了解。

我们做的虽然是销售，但是销售的不仅仅是保险产品，更重要的是一份爱

心和责任。亲戚朋友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当然会把这份爱与责任传递给

他们，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需要这样的爱心和责任，其实

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潜在客户。只要运用您原有的销售经验和客户资源，您

一定会在这个行业获得成功的。

    准：嗯，听起来还不错啊！不过我还是先和先生商量一下吧！

    业：和先生商量一下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现在也不要您马上决定，

而且要加入太平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测试。 

   （提出要求促成）

    业：对了，我现在并不要您马上决定，这份资料（增员彩页）留给您

作参考。正好24号我们公司有一个创富分享会，您到时抽空去听一下，了

解太平保险公司的情况及保险行业的前景，到时再做决定也不晚。为方便

我们安排座位，麻烦您先将这张表填一下。（填写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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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四：增员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准增员对象背景：

夏天，男，酒店管理专业毕业一年半，任一家三星酒店大堂副理。工

资收入为2500-3000元。女朋友为大学同学，在另一家酒店任职。

业务员艾太平在为亲戚订房时认识了夏天。夏天为人热情，处理事务

落落大方。艾太平瞄上了这颗好苗子，第二次登门，决定约夏天以吃饭为

由做增员。

（寒暄、赞美，切入主题）

业：夏经理，您好！正忙着哪！还记得我吗？我是太平保险的艾太平，

上次我表哥他们临时从北京过来，还多亏您调出两间房，帮我解决了大难

题呢！

准：哪里哪里！这都是应该做的。以后帮我们多介绍一些客人吧。

业：那是肯定的。就看您夏经理的高品质服务，我们也要帮忙啊！快

到中午了，请您吃个便饭，行吗？

准：别这么客气。

业：不是客气，我觉得咱们挺投缘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准：谢谢。不过我中午只有一个小时休息时间。

业：不要紧，肯定不会耽误您。

（挖掘新工作需求）

业：夏经理，您大家毕业也就一、二年吧。您觉得酒店的工作怎么样？

准：还行吧。反正我就是学这个的。不过，经常要倒班，有时候女朋

友要我陪她逛街，时间都凑不到一块。

业：哦，您女朋友是做哪一行的？

准：也在另外一家酒店。

业：那你们共同语言很多嘛。

准：还好，谈的都是相似的话题。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总有一些

有意思的事情一起聊一聊。 

业：你们感情肯定不错，以后结婚用的房子大概也在考虑了吧？

准：嗨，早着呢。我们年轻人，不急着结婚。再说，按我现在的工资，

买房的事也只能想想而已，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了。

业：是嘛？买房子是结婚成家的大事。我听说做酒店这行的，因为一

天到晚都在酒店，就像呆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您是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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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其实每个人性格不同，感觉可能不一样。我大概比较好动一点。

一个大男人，天天坐在大堂里，总觉得天地有点小，也做不了什么大事。

说实在的，有时候心里真有点不踏实，也很无奈。

    业：您有没有打算长期做现在这份工作？

    准：说不上。现在这份工作虽然比较稳定，但是要想再往上走，不知

道要何年何月。

    业：是吗？ 如果有一份工作，收入比现在高，工作活动范围大，又

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前途完全可以自己把握，还有时间陪女朋友，您愿不

愿意去呢？

    准：有这么好的机会当然愿意去尝试了。

   

   （行业）

    业：夏经理,不知您对保险行业的情况有多少了解呢?

    准：了解得不多，不过碰到不少保险业务员。

    业：是呀，我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今天可不是找您买保险的。您有没

有注意到，现在的新闻媒体经常谈到保险这个话题，看得出来国家、社会

对保险行业挺关注，挺重视的。不过保险行业在国内还是刚起步，是一个

市场前景被看好的朝阳行业。在日本、美国、台湾这些地方，每个人都至

少拥有一张保单。举个例子来说吧。日本人每个人有七张保单，我们国家

每六个人才有一张保单。所以啊，这个行业市场潜力和空间很大，会给很

多人提供成功的机会。已经有不少人在这个行业里白手起家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我看您就很有潜力。

    准：是嘛，不过我看做保险好像很不容易呢。

   （成功引吸成功）

    业：是不容易，但要真正用心做的话，这个行业还是很有优势的。您

看，我也是个普通人,不是做得挺好吗？我感觉这一行非常能发挥我的个

人潜力，为人处事、工作能力等各方面都成长得非常快，我的奖励、奖品

拿了不少。去年我买了车，今年下半年房子也快落实了。而且，今年三月

份，我就升为正式主任了，带着五、六个人呢。比起我的那些同学，各方

面都算是略高一筹吧，他们都挺羡慕的。我看您条件不错，性格开朗，人

缘又广，如果也来做的话，说不定比我还成功。

    准：哪里呀，您这么能干，我怎么跟您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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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业：您就别谦虚了。保险行业刚刚起步，正在走向专业化,不过个人

要想在这个行业中成长,必须选择一家优秀的公司，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

的命运，您说呢？

    准：那当然。

    业：太平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公司，是国内经营时间最长的名族保险品

牌，也是公认的人员素质最高，人均绩效最好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行业和

社会上都有很好的口碑和评价，您知道吗？

    准：嗯，好像听说过。

    业：太平是直属于国资委的副部级央企，寿险行业只有两家公司属于

这一级别。注册资本及达到252亿，由财政部全额出资。 2012年，公司提

出三年再造的战略目标，发展上了加速轨道。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总保费

和新单保费增长率位居前十大寿险公司第一名。

请您看一下我们公司的实力（播放视频，或展示资料）我想这样的一家公

司应该是非常值得您信赖的吧!

   （工作）

    准：听您刚才讲到保险行业和你们公司我都感觉不错，这到底是什么

样的工作呢？

    业：我来给您大致介绍一下吧。我们的销售就是帮助别人的工作，每

天就是会见朋友，帮助大家理财、规划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解

决生活的后顾之忧。其实，做保险是一份充满爱心和责任的工作。有很多

的家庭经济上都只靠一两个人去支撑，万一经济支柱发生意外，整个家庭

的生活就会成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份保险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了。您是不

是赞同这一点？

    准：嗯，您说得有道理。那晋升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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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如果您想在管理方面发挥自己，您可以选择组织发展路线，管理

团队。您最高可以晋升到区域总经理这个级别，专门进行团队发展和管理，

这样您不光有很高的管理津贴，还有让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和成就感。

    总的来说呢，您将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将来是做职业经理

人呢，还是做业务高手。两边的发展空间都大得很！

     （收入）

        准：嗯，那收入到底能有多少呢？ 

    业：收入就取决于您的工作努力程度了。其实寿险营销工作是一个典

型的收入与付出成正比的工作，您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您付出多

少，收获就有多少。

    从试用业务员到业务总监，最高有21项的奖金或者津贴。只要您善于

学习，努力工作，如果每天能坚持拜访3位客户，您一年收入5万没问题。

而且，只要坚持不断做销售，第二年的收入可能是第一年的2倍，第三年

可能是第一年的3倍。这样，将来您和女朋友可以先买辆车，出去旅游就

可以潇洒自驾游了。做得好的话，公司还会组织业务精英去国外旅游呢！

现在这个社会，男人成不成功很重要，为什么有些女孩子把找男朋友比喻

成找潜力股呢。 

   （解决困惑）

    准：听起来是挺吸引人的。不过，我听说做保险收入很不稳定，要看

天吃饭。 

    业：那您认为哪个行业收入又高又稳定呢？像夏经理您这样的人应该

不会下岗，但您一个人再能干，也不能保证这家酒店成为百年老店。再说

呢，如果一年能挣几年的钱，十年能挣一辈子的钱，对人生来说岂不是更

稳定？

    准：保险哪有这么好做。我还不知道上哪儿找客户呢。

    业：找客户您不用愁。您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吧，所有亲戚、朋友、

同学等等不都是客户吗？再说，我们公司有一整套训练方法，只要您用心

学习，大胆练习、使用，您的客户就会源源不绝。

    准：话是这么说，去卖保险总觉得没面子。东奔西跑的累人不说，还

要看别人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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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您说得很有道理。人活着是挺累的，普通老百姓都免不了看别人

脸色。在外不看别人的脸色的话，在家里就得天天看家人的脸色，弄得一

家人都不好受。做保险就是好，个别客户真的脸色不好看，我可以不看，

去选择其他客户。而您在其它单位，假如领导的脸色不好看，那就由不得

您选择了。

      （提出要求促成）

        准：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

        业：夏经理，我现在并不要您马上决定，这份资料（《增员建议书》）

留给您作参考。正好下周一下午我们公司有一个创业说明会，您到时抽空

去听一下，了解太平保险公司的情况及保险行业的前景，到时再做决定也

不晚。为方便我们安排座位，麻烦您先将这张表填一下。（填写求职表，

递交创业说明会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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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本五：增员中小企业主

    背景介绍：

    准增员对象：李兰，女，35岁，大专毕业，3年前辞去银行的工作，现

在是一家茶叶店老板。有一个8岁的儿子，上小学。

    艾太平是通过在小区中李兰的茶叶店买茶叶认识了李兰。发现李兰性

格开朗，人缘很好，符合艾太平的增员标准。

   （寒暄、赞美，切入主题）

    业：李姐，您好！上次我在您这儿买的铁观音家人都赞不绝口，这不

朋友过生日，你再帮我推荐一款好茶。

    准：好啊，好啊！今天正好进了新茶，我给您泡一壶尝尝。

    业：好！谢谢您！看您气色不错呀，有什么美容养颜的良方呀？

    准：喝茶就美容养颜呀！呵呵！我倒挺羡慕您的身材的，一直那么苗

条。您看我，整天在这坐着，越来越胖了。

    业：我每天见一些朋友，和他们一起聊聊天、打打球，心情好身体就

更健康了。您为人很热情，人缘挺好的，您有空的时候，可以和我们一起

去健身啊，还可以给我们讲讲茶道。

    准：那太好了，没问题呀。 

   （挖掘新工作需求）

    业：对了，我看这条街上有好几家茶叶店，就你们家生意好哦。

    准：哪里，一般一般啦

    业：李姐别谦虚了，你这家店虽然不大，但一个月利润得有好几万吧？

    准：哪有呀，看着是当老板，租金、水电费、员工工资，还有那些应

付不完的人和事，以及很多看不到的开销，都得照顾到！

    业: 哦，也是啊，我有朋友开餐厅，也总会有不可避免的麻烦！

    准：可不是么！我们哪像老板啊，简直就是“债奴”！每个月大半利

润都给房东，我租赁这个店面三年的合同马上到期了，听说租金又要上涨，

想起来我就头疼。

    业：是啊，生意越好房租涨的越快啊。

    准：就是啊。

    业：那您有没有想过换一个生意做呢？

    准：我也想过是不是要转行，可现在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要资金还要

有客源。您没看有许多店开了没多久就倒闭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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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那如果有一项生意，您不需要任何前期投入、也不需要库存、

不用付员工工资。还是自己当老板，原有的客户资源不会丢掉，还可以

有源源不断的新客户。收入没有上限，您愿不愿意做呢？

    准：是嘛，有这样的生意吗？

   （成功吸引成功）

    业：有哇。就是保险行业呀！其实保险就是做生意，保险公司有很

多成功人士以前都是做生意的。李姐，我在太平保险已经工作三年了，

三年以来我结交了许多新朋友，迅速扩展了人脉关系，个人的沟通能力、

管理能力等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现在我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已经是

领导着七个人的优秀业务主任了，相当于我开了七家分店哦，今年我还

能参加公司的高峰会，免费出国旅游呢！

   （行业）

    业：不知您对保险行业目前的状况有多少了解?

    准：了解得不多，不过我听说这行已经发展了几年，竞争很激烈。

    业：您说得很对！ 现在的新闻媒体经常谈到保险这个话题，看得出

来国家、社会对保险行业挺关注，挺重视的。不过保险行业在国内还是

刚起步，是一个市场前景被看好的朝阳行业。在日本、美国、台湾这些

地方，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一张保单。举个例子来说吧。日本人每个人有

七张保单，我们国家每六个人才有一张保单。所以啊，这个行业市场潜

力和空间很大，会给很多人提供成功的机会。已经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

取得了更大成就，改天我可以给你介绍两个朋友认识一下啊。

    准：是吗？不过隔行如隔山，恐怕我做不来。

    业：我加入保险行业之前不也是在医疗行业嘛，也不是从事保险行

业的，现在我发展得很好呀。

   （公司）

    业：我觉得个人要想在这个行业中成长,必须选择一家优秀的公司，

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您说呢？

    准：那当然。

业：太平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公司，是国内经营时间最长的名族保险品牌，

也是公认的人员素质最高，人均绩效最好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行业和社

会上都有很好的口碑和评价，您知道吗？

    准：嗯，好像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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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太平是直属于国资委的副部级央企，寿险行业只有两家公司属

于这一级别。注册资本及达到252亿，由财政部全额出资。 2012年，公司

提出三年再造的战略目标，发展上了加速轨道。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总保

费和新单保费增长率位居前十大寿险公司第一名。

请您看一下我们公司的实力（播放视频，或展示资料）我想这样的一家公

司应该是非常值得您信赖的吧!

    准：听您刚才讲到保险行业和你们公司我都感觉不错,那保险到底是

什么样的工作呢？

    业：我来给您大致介绍一下吧。我们的销售就是帮助别人的工作，每

天就是会见朋友，帮助大家理财、规划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解

决生活的后顾之忧。其实，做保险是一份充满爱心和责任的工作。有很多

的家庭经济上都只靠一两个人去支撑，万一经济支柱发生意外，整个家庭

的生活就会成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份保险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了。您是不

是赞同这一点？

    准：嗯，您说得有道理。可以有哪些发展方向呢？

    业：李姐，在太平您不用担心论资排辈的问题，太平为每位业务同仁

都设定了清晰的职涯规划，按照大家的贡献大小，有着畅通的晋升渠道。

不管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太平的，只要您取得的工作成绩符合晋升的规定，

您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晋升，而不用考虑什么人情世故呀、关系呀这些方面

的问题。您看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只要我的业绩达到晋升条件，就能

自动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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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喔，这样挺好的。我原来在银行上班，我最讨厌原来公司的那些

复杂的关系，感觉好累呀。

    业：是呀，我们很多同事都很喜欢太平的透明晋升渠道，大家的关系

也都非常单纯，相处得非常愉快！每个人都有着很强的目标，每天干劲好

大呀。

    准：那到底有什么晋升渠道呢？     

    业：我正要向您介绍呢。太平的职涯路径非常清晰。

    如果您想在管理方面发挥自己，您可以选择组织发展路线，管理团队。

您最高可以晋升到区域总经理这个级别，专门进行团队发展和管理，这样

您不光有很高的管理津贴，还有让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和成就感。

    总的来说呢，您将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将来是做职业经理

人呢，还是做业务高手。两边的发展空间都大得很！

   （收入）

    准：嗯，那收入到底能有多少呢？

    业：收入就取决于您的工作努力程度了。其实寿险营销工作是一个典

型的收入与付出成正比的工作，您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您的努力

有多大，收获就有多大。从试用业务员到业务总监，公司设置了最高有21

项的奖金或津贴。只要您善于学习，勤于拜访客户，如果每天能坚持拜访

3位客户，您一年收入5万没问题。而且，只要坚持不断做销售，第二年的

收入可能是第一年的2倍，第三年可能是第一年的3倍。将来孩子出国留学、

结婚买房会变得更加轻松，您也可以做“有钱又有闲”的大老板啦。

   （培训介绍）

    准：听起来挺不错的。但是我对保险一窍不通，怎么能去推销保险呢？

    业：这您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公司有专业化的培训，可以培养您呀。

太平有八大体系，为你寿险生涯的各个阶段提供强有力的训练支持，这在

保险行业是享有盛誉的。

    准：还不错。

    业：除了课堂上的培训，我们还会有专人陪同新业务员出外工作，帮

助处理实际工作当中的问题，观察新人的表现，看他是不是掌握了课堂上

学到的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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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哦，是这样呀。

    业：我觉得您做保险是有优势的，那就是您以前在银行工作，肯定认

识不少高收入、高素质的金融人士。而且您经营茶叶店也认识了不少人，

您的人脉关系很广，这些都是您的优势呀。再加上公司对您专业的培训，

我觉得您在保险行业很有潜力。  

（解决困惑）

         准：听说保险很难做啊。

         业：李姐，其实说到难，任何事情都难，您这家店刚开张的时候一定

也很辛苦，现在看您也不轻松吧！但保险只是开始的第一年需要学习的东

西多一些，之后会越做越容易，你看保险公司有很多做的时间长的人，收

入又高，做的又很轻松，他们是不会离开保险公司的。

        准：但我觉得这不是永久的工作，人情卖完了，就没得做了。

        业：销售保险的对象不限于现在认识的人，因为保险是人人需要的，

如果您对保险功能了解的话，那每个人都是您销售的对象，您也就不必完

全靠人情来卖保险。而且一位优秀的寿险业务员，绝大部分的客户都是从

事寿险工作以后才认识的。

        准：我听朋友说拉人做保险只不过是主管利用新人赚钱。

        业：当然不是！比如说您开的这家茶叶店，您上面还有批发代理、工

厂、茶园等，您认为他们利用您了吗？我想您最是关心的还是您自己有没

有合理的利润，对吗？其实主管跟新人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寿险营销组织架构的建立，它的根本是“公平”，强调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否则也不会吸引那么多人加盟，在这个行业是否会有成就，并不

在于谁先加盟，而是看谁努力及能学到正确的方法，假使您比主管更努力

去做，您可以比您的主管更成功。

         

      （提出要求促成）

        准：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

        业：李姐，我现在并不要您马上决定，这份资料（增员彩页）留给您

作参考。正好24号我们公司有一个创富分享会，您到时抽空去听一下，了

解太平保险公司的情况及保险行业的前景，到时再做决定也不晚。为方便

我们安排座位，麻烦您先将这张表填一下。（填写回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