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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接触前准备?

一、推销的特殊性

二、为正式接触做好事前准备



一、接触前准备的目的

1、减少和客户正式接触时犯错的机会

2、预期拒绝类型，拟订回应之道

3、为正式行动规划行动方案



平时的准备

Knowledge        丰富的知识

Attitude             正确的态度

Skill                    熟练的技巧

Habits                良好的习惯



K —— Knowledge知识

保险专业知识

相关金融知识

大众生活知识

相关行业知识



A —— Attitude心态

积极正面

乐观坚持

秉持专业

追求成功



S —— Skill技能

寻找准客户及约访的技能

销售面谈及促成技能

异议处理技能



H —— Habit习惯

计划的习惯

准时的习惯

聆听的习惯

学习的习惯

记录的习惯



二、接触前准备的要点

物质准备 1】客户资料准备
2】展业工具准备

行动准备
1】拜访计划的拟定
2】电话预约

心态准备
1】对寿功的认同
2】对公司的认同
3】对自己能力的认同



物质准备（一）

一、客户资料准备：

      1、自然状况          4、经济状况

      2、健康状况          5、工作状况

      3、家庭状况          6、保单状况 

      7、个人嗜好          8、其他
   



物质准备（一）

一、客户资料准备：

• 他的需求是什么？

• 他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

•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

• 我应该在拜访中穿什么衣服？

• 他的习惯是什么？

• 如何提问？



二、展业工具准备：

• （一）展业资料

• 1、个人荣誉             5、理赔案例

• 2、公司介绍             6、各种剪报

• 3、产片单页             7、各种数据

• 4、费率手册             8、已成交保单

物质准备（一）



二、展业工具准备：

• （二）签单工具

• 笔、计算器、记事本、白纸、名片、建议书、投保

单。。。。

• （三）展业礼品

物质准备（一）



1、拜访计划的拟定

（1）拜访时间和场所
（2）拜访礼仪：衣着要求、言谈举止

2、电话邀约

行动准备（二）



心态准备（三）

1、对寿险意义与功用的认同

2、对公司的认同

3、对自己能力的认同



三、接触前电话邀约

1、电话邀约的目的

       争取面谈的机会

2、电话邀约的要领

        （1）提前进行电话预约

        （2）目的明确

        （3）言辞简洁

        （4）坚定、连贯

        （5）二择一法提出会面要求



1、确认
2、寒喧
3、自我介绍
4、内容导入
5、提出要求
6、追踪

争取面谈！

电话约访步骤



电话技巧

自然、诚恳、热忱的口吻

使用适合准保户聆听的速度和音质

懂得聆听

适当的用辞、遣字

最重要的，在你的声音中“看得到”你在微笑



打电话的注意点

•  长话短说，一次通话时间5分钟为宜
•  温习客户资料，准确、自信地报出对方的称呼
•  不对问题作扩散处理，简洁扼要
•  多用二择一法，不作开放式提问
•  放松心情，始终面露微笑
•  适当地问候、赞美，清晰、明确地回答
•  千万别在电话中谈论有关保险的话题
•  一定记得预约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  受时间的限制，对应变技能的要求会更高一点
•  不必担心电话夭折，该来的总会来，勇于直面问题



电话邀约

缘故客户：

业务员：张姐，您好！我是***啊！有些日子不见你了，最近忙吗？      

客户：还可以，有什么事儿吗？

业务员：我有个好事想跟你说一下,你看你是今天有时间，还是明天有时间？

客户：你在电话里说吧！

业务员：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咱见面聊吧，你是今天有时间，还是明天有时间？



课程总结

话术背诵

1、掌握接触前准备的要点（3点）

2、背诵电话约访话术

3、不敢打电话约客户

4、客户提问就顺着客户的问题回答，切记不在电话里谈保险

要求： 1、每组2名学员上台，分别扮演营销员和客户，进行演练；

              2、2名观察员分别观察营销员和客户，进行观察反馈；

3、每组结束后学员互评+听众点评+老师点评

              



  邀约话术演练通关

台下一对一演练

要求： 1.全班学员共同参与演练

2.两个学员为一组，分别扮演营销员和客户，并交换角色

3.演练后相互点评

4.时间：10分钟



邀约话术演练通关

上台演练+点评

要求： 1.邀请3名学员上台，分别扮演营销员、客户和观察员，进 行话术演练

2.时间：每组结束后学员互评+听众点评+老师点评



专业化推销流程四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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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客户的信赖 搜集客户的资料 寻找客户的购买点

接触的目的



接触的原则

行为得当

A

寒暄适当

B

赞美得当

C

沟通真诚

D



接触的方法

开门见山法 讨教法 故事引入法 看望法

介绍法 推广新险种法 调查问卷法



接触的步骤

寒暄赞美

01

搜集客户资料

02 寻找购买点

03



 让彼此第一次接触的紧张心情放松下来

 解除客户的戒备心

 建立信任关系

寒暄赞美的作用



说：赞美，赢得客户好感

听：世界上成功的推销员和公关人员都是善 于倾听的人，       
而不是喋喋不休的人     

问：探求购买点，引导客户思考

看：仔细观察客户的表情神态

寒暄赞美的要领



1】你真不简单

当对方情况良好时：陈先生，你真不简单，这么年轻就

当上了总经理。

2】我最欣赏你这种人

陈先生，我最欣赏你这种人，处理事情果断细心，条理分明，真是难得！

3】我最佩服你这种人

陈先生，我最佩服你这种人，经历过大风大浪，仍然这么乐观自信！

三句赞美语



对于男士我们应如何赞美？

 （理想、事业、人格、尊严、财富、智慧、个性等）

对于女士我们应如何赞美？

（性格、容貌、身材、服装、烹调、缝纫、家庭、孩子等）

若在客户办公室见面，我们如何赞美？

（办公室的布置、文化、工作作风等）



q话太多——  自己说个不停，把客户撂到一边

q心太急——不专心听，急着谈保险

q太实在——切记不要反驳批评，先认同，赞美

q太直接——谈到保险就忘了寒暄赞美

注意事项



q家庭背景

q家庭成员

q单位提供的福利情况

q个人及家庭保单情况

q需求点的排序

搜集客户的资料
——通过提问搜集



提问技巧
开放式提问：陈先生，您平时的爱好是什么？

引导式提问：陈先生，作为一名企业家，您对“英国脱欧”有什么看法？

征询式提问：陈先生，这本书对我很有启发，能借我看两天吗？

暗示式提问：陈先生，天下父母没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您说不是吗？

锁定式提问：陈先生，受益人写您孩子，不改了是吗？

否定是提问：陈先生，您不会不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吧？

不确定提问：陈先生，很多人觉得炒股比保险好，我想听听您的高见？

选择式提问：陈先生，您看这份计划是单自己买呢，还是和您爱人一起买？

针对式提问：陈先生，您不会是不欢迎我来给您做服务吧？



  接触话术

一、营造氛围：

       简单的寒暄、赞美

       比如：王姐，您真勤快！家里收拾的这么干净，还是那么利索。

       比如：张哥，您真能干！您的生意做得这么好，还得多向你学习啊。

二、消除顾虑：
       今天过来是有个忙需要你帮一下，我现在到保险公司上班了，不过你别担心，今天

过来不是向你销售保险的。

三、说明缘由：
       是这样的，国务院要全面深化改革，所以要求保险公司不断的研发新产品，用来保

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到底研发什么还是需要市场调研的，所以我们公司有个要

求，第一个月工作必须完成50份市场调查，一共五个问题，你配合一下就行。

四、进入主题：
      开始进入市场调查问卷沟通与填写环节。



客   户：你怎么会做保险啊？听说不好做啊。

营销员：（介绍工作）还可以呀，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保险行业有发展
前景，还能学到很多知识。（引导需求）现在，人们的保险意识比过去强
多了，很多人都了解到保险也是一种理财方式，有机会你来听听我们的理
财讲座吧，多了解点对你没坏处。

客   户：说的也是。

营销员：张姐，你之前了解过保险吗

接触话术



1、表现出你对他说话感兴趣，使对方开口

2、全神贯注，保持眼神沟通。对方提出观点，应该点头，表

示你在听。

3、在恰当时机做出反馈

4、在适当的时机提出问题

通过调查问卷寻找购买点
——有效倾听的技巧



1、家庭保障金

2、子女教育金

3、健康医疗金

4、养老金

5、投资理财

以上五个方面，我看您选择的是。。。。。？

如果一个计划可以给您提供以上的资金，您觉得是否对您有帮

助？

保险的购买点



1、通过寒暄赞美活跃气氛拉近距离

2、通过提问来控制面谈

3、通过倾听来了解实情

4、通过观察来发现需求

5、通过引导来激发兴趣

总结接触要领



q  体现专业

q  注重细节

q  营造氛围

q  约定再访



课程总结

话术练习

1、明确接触的目的（3个）

2、学会寒暄赞美和提问

要求： 1、每组2名学员上台，分别扮演营销员和客户，进行演练；

              2、2名观察员分别观察营销员和客户，进行观察反馈；

3、每组结束后学员互评+听众点评+老师点评

              



邀约话术演练通关

话术背诵

要求：1.学员背诵话术

          2.时间：10分钟

难点：1、寒暄不要言过其辞，或者太假

2、不敢开口切入保险话题

要求： 1、每组2名学员上台，分别扮演营销员和客户，进行演练；

              2、2名观察员分别观察营销员和客户，进行观察反馈；

3、每组结束后学员互评+听众点评+老师点评

              



  接触话术

一、营造氛围：

       简单的寒暄、赞美

       比如：王姐，您真勤快！家里收拾的这么干净，还是那么利索。

       比如：张哥，您真能干！您的生意做得这么好，还得多向你学习啊。

二、消除顾虑：
       今天过来是有个忙需要你帮一下，我现在到保险公司上班了，不过你别担心，今天

过来不是向你销售保险的。

三、说明缘由：
       是这样的，国务院要全面深化改革，所以要求保险公司不断的研发新产品，用来保

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到底研发什么还是需要市场调研的，所以我们公司有个要

求，第一个月工作必须完成50份市场调查，一共五个问题，你配合一下就行。

四、进入主题：
      开始进入市场调查问卷沟通与填写环节。



客   户：你怎么会做保险啊？听说不好做啊。

营销员：（介绍工作）还可以呀，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保险行业有发展
前景，还能学到很多知识。（引导需求）现在，人们的保险意识比过去强
多了，很多人都了解到保险也是一种理财方式，有机会你来听听我们的理
财讲座吧，多了解点对你没坏处。

客   户：说的也是。

营销员：张姐，你之前了解过保险吗

接触话术



  接触话术演练通关

台下一对一演练

要求： 1.全班学员共同参与演练

2.两个学员为一组，分别扮演营销员和客户，并交换角色

3.演练后相互点评

4.时间：10分钟



接触话术演练通关

上台演练+点评

要求： 1.邀请3名学员上台，分别扮演营销员、客户和观察员，进 行话术演练

2.时间：每组结束后学员互评+听众点评+老师点评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