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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律师协会会员及职员（含家属） 

参加团购车险的优惠方案 

 
关注二维码-了解最新优惠 

“南方保险”微信服务号 

尊敬的各位广州律协会员及职员： 

广州南方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保险”）是 2003 年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批正式批准的专业保险中介公司。公司除了具有保险代

理职能外，还具有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企业风险管理等，

也就是具有了代理、经纪双重职能，我司秉承诚信、专业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以客户利益最大化为服务宗旨。 

“南方保险”是广州市律师协会（以下简称“律协”）长期合作单位，律

协的团体补充医疗保险就是我司长期服务的。我司目前还与人保、平安、太平

洋、众诚、安诚等多家保险公司（含寿险、财险）有着长期良好合作关系，以

下是我司专门针对律协会员及职员（含家属）量身定做的车险团购优惠方案，

此方案不但价格优惠而且更有多项增值服务以及后续的 VIP 绿色赔付通道。此

外，还有律师责任保险、团体住院补充医疗保险、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等众

多商业保险。总而言之，我司作为保险超市向导，无论产险还是寿险都能够提

供相应服务，给您推荐最适合的保险产品。另外，我司还免费为您提供所有的

商业保险咨询服务，为您作好前期报价咨询以及后期承保服务。如有需要可以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满足您的需求，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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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保险” 团购车险方案如下（以平安、人保、安诚为例） 

1、车险投保基本要求：参保车辆需为律协会员及职员（含家属）车辆，

费用自理; 

2、车险投保优惠：根据个人车辆情况的不同，商业险保费折扣最高可

以享受 3.8 折优惠，并赠送车用精美礼品（具体计算

方法详见以下对比表）； 

保险公司（单台）车险与南方保险团购车险对比表 

举例说明：有一台车在保险公司出单系统正常报价是：交强险保费 665 元，商业险的

保费是 4000 元，保险公司（单台）车险与南方保险团购车险的对比如下： 

报价/车险项目 保险公司（单台）报价 南方保险团购车险报价 

车辆交强险 665 元 665 元 

车辆商业险 4000 元 ≦3400 元（新投保客户享有更多折扣） 

对比项目 

保险公司单台的特点 南方保险团购车险的优势 

A.基本服务 A.基本服务 

1、送保单（邮寄） 1、送保单（邮寄或专人送单） 

2、自助式收集、递交理赔材料 

2、理赔专员提供咨询、收集、递交理赔

材料 

B.售后理赔服务 B.售后理赔服务 

1、单方事故、总损失金额在 2000

元内的，保单年度内一次可免现场查

勘、免交警处理 

1、快捷方便的勘查服务，包括单方事故、

总损失金额在 5000 元内的，保单年度内

两次可免现场查勘、免交警处理 

2、正常流程定损服务 2、专业无忧的定损服务 

 

3、为 VIP（服务协调小组）客户提供绿色

赔付通道，单方事故 5000 元以下免发票

赔付。 

C、增值服务 C.增值服务 

1、非事故道路免费救援服务 1、非事故道路免费救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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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门收集索赔资料服务 2、上门收集索赔资料服务 

 3、酒后代驾 

 4、免费酒店或交通服务 

 5、困境脱离紧急救援 

 6、代办违章、年审 

 7、钥匙问题，优先协助取备用钥匙 

D.特色服务 D.特色服务 

1、“资料齐全，当日结案” 1、“资料齐全，当日结案” 

 2、大额赔款预先支付 

 3、第三者损失直接赔付 

 

仅需拍摄驾驶证、行驶证、被保险

人身份证等索赔资料，减免律协会员

及职员（含家属）上门提缴索赔等资

料环节 

4、仅需拍摄驾驶证、行驶证、被保险人

身份证等索赔资料，减免律协会员及职员

（含家属）上门提缴索赔资料环节 

“全国通赔” 5、“全国通赔” 

团购车险备注说明： 

1、南方保险团购车险优势：发票金额和折扣前保费一致，律协会员及职员（含家属）在南方保险团

购车险可享受最高可享受 3.8 折优惠，折扣后的价格比在其他渠道购买更低，不仅价格优惠、购买

方便，而且选择范围广，并赠送车用精美礼品。 

2、可以为律协会员及职员（含家属）提供贴切、周到的售前咨询、售后理赔服务，免去一切后顾之

忧。有专门的理赔服务经理跟进，同时提供更加完善的 VIP绿色理赔通道。 

特别提示：考虑到律协有比较多高端车辆，例如奔驰、宝马、奥迪等这些德系车。针对这部分德系

车，南方保险专门签约几家专做高端车的保险公司，例如安联、太平洋等。其中签约的安联财险（全

球 500 强企业，欧洲排名第一），签约安联公司，因为安联公司采用专业的翱特理赔定损系统与 4S

店系统无缝对接。一旦出现理赔情况，安联能够做到零差价、无差额、赔得足的定损赔款服务。 

考虑到个别律师事务所也有单位车的，针对单位车，南方保险签约几家做单位车比较有优势的保险

公司，例如太平洋、人保、安诚等。数量在 5 台以上的单位车，就可作为一个单位团队车辆来投保，

不仅价格上具有优势，而且还享有优质理赔服务，VIP 理赔服务协调小组全程跟踪处理理赔案件，

并赠送车用精美礼品。 

（请关注“南方保险”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优惠） 

 

3、车险投保流程： 

（1）提供车险投保资料报价： 

个人：身份证、行驶证复印件 

企业：营业执照、行驶证复印件 

过户车：身份证（或营业执照）、行驶证、车辆登记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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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保车辆为新车，需提供新车发票。 

（2）“南方保险”工作人员根据收到的资料和信息录入业务系统，按照律

协会员及职员（含家属）需要车险（险种）报价，经核实确认投保信息后购险。

  

（3）车险缴费：按照保监会“见费出单”的要求，律协会员及职员（含

家属）需向保险公司缴纳保单全额保费后，保险公司方可出具保单。 

车险缴费方式可以通过银行、网银直接转帐或者通过 POS 机刷卡缴费，具

体操作方式如下： 

如选择直接转帐：保险公司设立车险保费专用账号，为保证保险公司及时

确认保费到账，转账方必须要与车主、投保人的姓名一致 

举例：现提供三家合作公司的车险保费专用账号如下： 

平安车险保费专用账户： 

户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红棉支行 

帐号：  3602-0143-2920-0046-626  

人保车险保费专用账户： 

户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一支行 

账户：9558 -8536-0200-0477-645 

安诚车险保费专用账户： 

户名：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广州新城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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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4411-6713-1018-8000-1158-1 

如选择通过 POS 机刷卡缴费： 

★律协会员及职员（含家属）可以选择任何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到“南

方保险”办公地点通过 POS 机刷卡缴费。对于部分规模较大及投保车辆较多

的客户，“南方保险”上门提供 POS 进行刷卡缴费。 

★对于个别不方便的、地址偏远的律协会员及职员（含家属），也可通过

任何银行转账到“南方保险”专管员，再由“南方保险”专管员全额向保险

公司垫付保费。   

   （4）保险公司确认保费到账后出具保单和发票，“南方保险”将保单和发

票送达律协会员及职员（含家属）手上。 

4、凡参加该项保险优惠项目的，请联系投保服务团队及电话：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QQ 号 

服务团队--南方车险热线 87621350 87629290 1525762349 

报价咨询—余映 87629290 15900167251 616454193 

服务咨询--梁红玉 87621350 13662408774 1525762349 

监督协调—赵鑫海 87621350 13560142225 13560142225 

项目经理—蔡周 15521111687 15521111687  

项目经理—杨瑞承 13710686075 13710686075  

以上理赔人员：蔡周为理赔指引 

主要联系人：内勤：余映    外勤：赵鑫海 

5、车险理赔流程：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拔打（XX 保险公司报案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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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查勘→车辆定损→收集资料→理赔划款 

6 、车险售后理赔亮点包括：单方事故损失 5000 元以下，保单年度内可两

次免现场等待查勘、免交警处理；免费救援；单车损失 5000 元以下免发票，

万元以下免验车；2000 元以下小额人伤案件现场调解，无需医疗资料索赔；

“资料齐全，当日结案”；  

7、专为律协会员及职员（含家属）提供 VIP 绿色赔付通道等及其他车险特色

服务、增值服务（详见附件一）。 

8、案例分析在我司购买车险的优势与购买电销、4S 店购买的区别（详见附

件二） 

 

附件一：车险理赔亮点、特色服务及增值服务 

附件二：在我司购买车险与电销、4S 店的区别以及案例分析 

附件三：车险承保流程图 & 理赔流程图 

 

 

 

 

 

                                   

广州南方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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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车险理赔亮点、特色服务及增值服务 

一、车险理赔亮点 

1、单方事故（不涉及人伤和第三者财物的损坏），出险原因清楚、保险责任

明确、总损失金额在 5000 元以内的，保单年度内可两次免现场等待查勘，免

交警处理。（免除现场等待之忧）。 

2、专门理赔客服经理，可以为律协会员及职员（含家属）提供贴切、周到的售

前咨询、售后理赔服务，免去一切后顾之忧，为您的后续理赔服务提供更加

完善的绿色 VIP理赔通道。 

3、赔得足：力荐 4S 原厂配件服务，维修质量有保障。采用先进的 Audatex

定损系统制定最佳维修方案：图形定损、零件价格、工时价格系统自动带出，

使定损价格言出有据，免除车主维修有差价的后顾之忧。 

4、索赔时效：万元及以下资料齐全，一个工作日内赔付。 

5、快捷理赔服务：设置快捷通道，达成协议，无需客户填单，现场赔付。 

6、赔的比修的快：5000元以下无异议车损案件免发票，资料齐全，报案后 6

小时赔付。 

7、划痕险免证明：划痕险 1000元以内免派出所证明。 

8、免旧件回收：配件单价 500 元以内免旧件回收。 

9、人性化理赔定损服务：车主可自主选择维修单位，提供上门定损服务。 

 

  二、车险增值服务 

1、非事故道路救援服务。针对 9座以下非营运客车且购买商业险的车主，提

供拖车、搭电、援油、换胎和现场抢修等 5 项 30-200 公里免费救援服务。 

2、一袋式递交理赔资料，可通过邮寄、上门收取等多种方式递交索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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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办违章、年审。 

4、酒后代驾（投保商业车险且保费 8000 以上专享）。 

5、车险小额损失补偿（划痕补漆）增值服务以及全年免费洗车 12 次。 

6、钥匙问题：优先协助取备用钥匙；也可建议车主拨打 110 协调开锁，或车

主自取备用钥匙，报销同城 100 公里内出租车费。 

7、免费酒店或交通服务（“居住地以外”机动服务：抛锚发生在居住地以外

的地区。维修车辆在当天无法完成修理时，提供免费享受长达三晚 4 星级酒

店的住宿或继续旅程的交通服务）。 

8、困境脱离紧急救援、医疗救援服务电话医疗咨询、外旅行救援服务。 

9、继续旅行（仅为事故导致故障提供、仅为非事故导致的机械或电子故障提

供、需要将不能行驶的享权车辆拖至维修厂处维修，并且在当天无法完成修

理时提供、继续旅行的距离不超过从故障地点到返回居住地的距离、服务覆

盖人数上限为车辆法定限座人数、飞行距离在 1,000公里以内，报销火车票、

飞行距离超过 1,000 公里，提供经济舱机票、如果出租车比火车更为便捷经

济，则报销出租车、保险公司将承担取票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出租车，公

共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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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险特色服务 

 

为向律协会员及职员（含家属）提供更高的服务水平，提升律协会

员及职员（含家属）满意度，减免小额案件的理赔程序，提供如下服务： 

1、资料齐全，5 万以下案件工作时间 8 小时内极速赔款到帐。 

2、网站自助查询，随时报告案件进展。 

3、“全国通赔”：无论何地出险，只需要将理赔资料快递到保险公司相关

理赔负责人即可进行赔付流程处理。 

4、大额赔款预先支付：若发生重大车损案件，保险公司可在定损后预赔

维修费，为车主提供资金便利，及时维修爱车。 

5、第三者损失直接赔付：双方事故，责任明确，保险公司可将赔款直接

支付第三者车主，避免辗转麻烦。 

 

 

 

 

备注：因各家保险公司车改政策不同，对此方案的具体条款及服务内容的细节，

如有疑问，请咨询“南方保险”服务热线：020-87629290（余映）020-87621350

（赵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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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在我司购买车险与电销、4S 店的区别以及案例分析 

一、 在我司购买车险以及案例分析 

    我司是专业的机构代理公司，除了上门服务，还可以根据客户车辆的

状况专门设计车险的搭配方案。为客户提供验车、审车等增值服务；提供全

过程服务，为客户提供多种产品保障及风险解决方案。一旦出现理赔情况，

可以委托我们办理相关问题。 

例如：在我司办理车险的某客户到期办理年审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购

买的车险保单不见了，后来联系我司相关负责人员，经相关负责人办理，把

新补打的保单给客户送上门，节约了客户着急办理年审的时间，方便、便捷。

当然，如果客户是在电销渠道购买的保险，这些事情的处理是需要客户亲自

上门办理。 

二、 购买车险电销以及案例分析 

（1）办理电销保险，相对而言风险比较大，车主在发生事故需要理赔的事后，

必须亲自办理，若有不了解，只能通过致电保险公司客服电话来寻求帮助，

如果处理不恰当，极易出现理赔纠纷。 

（2）电销业务员，只负责销售工作，他们所负责的工作，就是尽最大能力，

在电话中劝说客户投保，而对于以后的万一出险后的指导和理赔服务没有义

务或者有背当时允诺造成不理赔。而且他们更换频繁，对保险业务专业及对

投保人情况并不了解，不能给出合理的建议。 

（3）一个简单的比方：万一客户出险（不管是自已的责任还是第三人责任)，

电销的情况，客户只能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进行报案，而在我司办理车险，

客户除了选择客服电话外，还可以打专门客户经理电话进行专业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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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车险电销 

  例如：（1）王某某接到一个电话销售人员给他车险的报价，说现在公司正

在搞活动，购买车险可以赠送油卡等增值服务，由于电话销售员不用面对面

对客户进行销售，所以车险的很多细项都有可能存在潜规则，例如很多电话

销售员为了防止客户退保，给自己的业绩造成影响，往往有很多业务员会在

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投保人更改为自己的名字。 

（2）凡是在我司购买车险的律协会员以及职员（含家属），我们都尽所能及

的满足律协会员以及职员（含家属）提出的要求。售前售后都有专门的服务

经理，所有的服务一步到位，免去客户的后顾之忧。如果进入理赔阶段的，

只需要客户一个电话，我们将有专门的服务经理上门收取资料，然后交到公

司进行理赔，不需要客户跑前跑后。 

三、购买 4S 店车险案例分析 

    经常会听到一些客户朋友说 XX4S 店车险的价格才多少钱，还送的一堆

东西，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车行都是把保单的佣金抽取出一

部分的费用直接作为赠送礼品。 

案例分析—4S 店购买保险 

   例如：武汉晚报 2015 年 6 月 11 日的"60 万豪车 4S 店修了又修 一年换 3

次方向机",一切真相就大白于天下.4S 店的本行是修车和卖车, 4S 店通常都是

以购买车险赠送“免费保养”等服务，然后再从材料费或其他的维修服务中

高利润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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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车险承保流程图 

 

 

 

 

 

投保流程 

01 投保咨询 02 提供资料 

03 缴纳保费 

04 领取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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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理赔流程图 

 

 

 02 报案（XX

公司报案电

话） 

 

03 现场查勘 

 

01 发生交通事

故 

 

04 车辆定损 

 

05 收集资料 

 

06 理赔划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