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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MDRT
成长之路

个人荣誉

2006.4 - 2007.7  杭州口腔医院

2007.7 - 2012.7  中宏保险浙江分公司

2012.7 - 至今  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17.7  晋升至业务副总

2012年 荣获鑫山保险代理“开业功勋”称号

连续5次入围高峰会议： 韩国、台湾、泰国、日本、沙巴

连续5次入围环球会议：夏威夷、意大利、拉斯维加斯、

西班牙、澳大利亚

连续5届巨星风云会会员

连续4届全球国际龙奖IDA会员

多次荣获鑫山五杰、年金五强称号

2017年达成MDRT会员

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业务副总 丰燕兰

会员专刊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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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RT的信念
与生命价值

MDRT（国际寿险百万圆桌会议）是一家全球公认的由优秀寿险

与金融服务从业人员组成的国际性协会组织，是所有寿险精英

孜孜追求的荣耀殿堂，是金融理财专业人士的最高组织，也是

由全球最成功的人寿保险专家与金融服务专家组成的独立的

国际性协会。MDRT成员拥有卓越的专业知识、严格的道德操守

和出色的客户服务，被公认是金融服务行业内最优秀的专家。

MDRT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它却已成为中国庞大

的寿险营销队伍的向往所在。据悉，国际寿险百万圆桌会议成

立于1927年，当时32名销售业绩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寿险营销员

希望组成一个论坛，致力于扶植高标准的寿险销售概念，树立

寿险营销人员的形象。MDRT会员资格已被公认为保险事业的

里程碑。全世界只有不足5%的营销员达到MDRT会员资格。

我本人在海峡两岸保险界工作逾40年，创办鑫山保代就是要

努力为志在保险业长期发展的营销精英提供一个实现梦想和

创造价值的平台，全员成为MDRT，打造一家拥有“精致、人文、

高端、高效”之管理文化的企业，通过“高品质、高专业、高产

能”（简称“鑫三高”）的营销团队，为广大国人提供高效的财富

管理工具，携手实现财务与心灵的共同富裕。令人欣喜的是，

鑫山成立五年来，我公司已经培育了几十位MDRT，成为业界

的标杆与榜样。

恭喜鑫山浙江分公司业务副总丰燕兰2017年达成MDRT会员资

会员专刊
member

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林重文

格，作为国际寿险业的至高荣誉，这表明了丰燕兰副总在

保 险 服 务 领 域 拥 有 的 渊 博 知 识 和 高 尚 的 职 业 道 德 足 以

令客户信赖，同仁支持！

希望丰燕兰副总秉承MDRT的会员理念，再接再厉，关注成

长，完善专业。努力在健康，家庭，信仰，教育，财务，社区服务

和事业七个生活部分中打造更加平衡而有意义的人生！

林重文
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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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专刊
member

十年晴雨 翠蘭长香
自从进入保险行业
她始终认真学习、见贤思齐
从与优秀的人同行
到追求卓越 志在顶尖
十年晴雨
她迎来了绽放的时刻



会员专刊
member

【青春热血 下定决心】

丰燕兰从小就有个警察梦，警校毕业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一家事业单位做普通职员，每天重复相同的工作，这让骨子里

青春热血的她有些迷茫。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朋友参加了一家保险公司的说明会，台

上的讲师出口成章，专业自信，让燕兰十分钦佩。她暗下决心：

我要与这些优秀的人同行。

【无声发芽 积聚力量】

十年前保险还未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但燕兰在下定决心后就

不曾动摇，她说保险行业有这么长的历史，有这么大的作用，

她愿意以微薄之力，为改变保险行业声誉贡献一份力量。

所以在进入保险公司的五年期间，她从未为了业绩而盲目销

售保单，而是踏踏实实，从基础保险知识学起，完全了解保障

内容后再向客户介绍。她说：“大多数客户不愿意花时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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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专刊
member

解那么厚的投保书条款，她们因为信任我才愿意购买产品，所以我一定要当好他们的眼睛，为每位客户提供最中肯的建议”。五年来，

她认真参加培训，认真向前辈学习，认真对待每一位客户，未曾一鸣惊人，却像兰花，无声抽芽，积聚力量，等待绽放。

【追求卓越 志在顶尖】

5年前，燕兰接到了一位保险前辈的邀请，请她加入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我之前认识这位前辈，他在行业内有很高的声誉，专业

和人品也令人信服，如果能跟着这样一位老师，如果能有一个新的平台，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我愿意加入”。

在随后的4年里，鑫山科学规范的管理和系统完善的培训，让燕兰如鱼得水，让原本就热爱学习的她成长更快，让她服务客户更加专

业而富有品质。团队伙伴的强大支持和她的努力终有回报，她每年都入围公司的高峰会议、环球会议、TOP进修营，也带领出一支优

秀的团队，但是距离MDRT，总是差那么一步。她笑着说：“前九年没有达成MDRT，确实有点遗憾，但是我实现了最初的愿望，前五年与

优秀的人同行，到了鑫山之后，开始追求卓越，这九年时间，没有白费”。

【MDRT之梦】

2017年，这是燕兰进入保险行业的第10年，她想给自己举办一个仪式，一来回顾10年的收获和成长，并以此为新起点，追求更高远的

目标，二来更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支持信任她的师友和客户。

带着这样的想法，燕兰提前半年多就准备起来了，这时她才发现原来要办一个像样的仪式，真的很不容易，主题设计、场地安排、邀请

名单等等，每样都要亲力亲为。

可能当一个人全心投入到一件事的时候，正能量会感染身边的人，团队伙伴会主动帮忙；朋友们看她这么乐此不疲地准备，也纷纷献

计献策；而很多客户也有感于她十年的坚持，对她更加信任。有人说“看你现在这个充满激情的状态，感觉你十周年一定能冲刺达成

MDRT”。 果然，2017年4月刚到，燕兰就达成了年度MDRT。

不管是客户的信任、鑫山的平台优势、团队的支持、个人的成长，还是想送给自己一个仪式的心愿，很难说清楚，究竟哪个才是让她达

成MDRT的关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她对这个行业的信心，对职业的信念，对梦想的执着，对客户的负责和那股

傻傻的认真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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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专刊
member

【生活中的燕兰】

生活中的燕兰喜欢跑马拉松，这项运动不仅帮她排解了工作上的压力、度过了人生的低谷，还让她结识了新朋友。燕兰说，马拉松和
保险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贵在坚持。跑马拉松，你的每一步都更加接近目标，而从事保险事业，走过的每一步也都算数！

除了跑步，燕兰定期会练练瑜伽；只要有时间，也喜欢自己下厨，做几道可口的小菜；她偶尔会追个剧，喜欢孙俪和刘涛两位实力派演
员：“虽然我们在不同的行业，但同样需要勤奋和自律”。她的自律，除了为了更好地工作，也为了更好地引领孩子的成长，“儿子今年6
岁了，希望给儿子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还有一种榜样的力量。”

【10年晴雨 翠蘭长香】

燕兰说，10年保险从业经历，带给她太多改变：10年期间，她从羞涩内向、不善言谈，到现在台上的娓娓而谈、妙语连珠，她说，这要感
谢保险行业对我性格的重塑；10年期间，从一个人孤军奋战，到带领20余人的团队，她说，这要感谢鑫山的培育，前辈的支持；10年期
间，从陌生拜访，到现在60%的客户来自转介绍，30%来自主动加保，她说，这要感谢每一位客户的信赖。

最关键的是，这10年，燕兰见过世事变化，依然内敛真诚，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愿燕兰如兰，长年绽放，永葆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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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专刊
member

鑫山
MDRT的摇篮

孙海英
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助理副总裁兼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 

[主管寄语]

MDRT，是寿险专业人士的最高规格组织，全世界只有不到5%

的顶尖寿险服务专业人士可以入会。它代表着丰富的专业知

识、严格的道德标准、优秀的客户服务、出色的业绩和快速的成

长。这与鑫山【高品质、高专业、高产能】的营销文化完全符合。

鑫山致力成为一家不一样的保险代理公司，这种不一样集中体

现在提升“人”的价值：一是通过系统的培训帮助代理人提升专

业价值，二是通过跨界战略联盟为客户带来多种体验式服务，

提升附加价值。

浙江分公司通过五年的深耕经营，已经沉淀了一批优秀的代理

人，预计2017年达成A标MDRT人数占有效人力的20%左右，而

业务副总丰燕兰仅用四个月的时间就达成MDRT，也成为浙江

分公司2017年第一个MDRT会员！今年她有望达成COT，这样的

殊荣与她坚持专业与优质的服务是分不开的。仔细回顾燕兰一

路走来的情形，发现成功者总有一些相同的特质：

一、 自律。有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从不给自己懈怠的机会。她

会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工作，处理每件事都井井有条，执行到位。

除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她对团队也落实严格的基础管理。

二、 专业。不断学习，除了公司的各种培训外，积极参加外部专

业培训，同时把知识运用于实践。

三、 良好的服务。从一开始由陌生拜访积累第一批客户后，她的

客户基本都来自转介绍。这一切均来源于她的专业与服务。

四、 健康的生活。她是马拉松运动的爱好者，这项运动不但要

求体能，更要求毅力。现在，她越来越热衷于运动，也吸引了越

来越多优秀的人才加盟她的团队。

鑫山是MDRT的摇篮，每年都有更多的鑫山人进入MDRT的殿

堂，期待越来越多的同道中人、有志之士了解鑫山，一起加入

快乐的团队，实现富裕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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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的祝福
[在职场中，丰燕兰点滴积累，积跬步终至千里。她也成为伙伴们的榜样，激励并且带领团队
共同向着保险企业家的方向迈进 。]

会员专刊
member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

犹记得，十年前，2007年，初识燕兰，颀长高挑，美丽文静，满身校

园气息。

初次招聘面谈，燕兰全程认真聆听，话语却不多。落笔评估时，我

喜欢之余不免担心：内向不喜言谈、在杭资源有限的燕兰真的适

合做销售吗� �

新人培训ITC结束当日，办公室里，我与燕兰对面而坐，第一次新

人面谈，一起规划半年目标、制定周工作计划，燕兰认真记录、一

丝不苟� �

回部第一天，早会一结束，燕兰带着《工程100》、《AAH》,静静坐到

业务部靠墙位置的第一部电话机旁，开始打邀约电话。从此，每日

早会后50个陌生邀约电话，雷打不动。这个习惯燕兰一坚持就是

三年，期间没有一日间断过� � 

转眼，十年后，2017年，个人业绩团队发展双优、升任业务副总的

燕兰美丽文静依然，但眉宇间多了知性和自信。

回顾起她的十年成长历程，从“四阶段”客户经营、“盒装时间”高

效管理、“职域开拓”助新拓客，到“坚持马拉松长跑”健康管理平

衡身心，燕兰侃侃而谈，执着坚定，除了感恩鑫山平台带给自己的

机遇和培养，谈及下一步规划，燕兰早已蓝图在心，对未来从容不

迫，信心满满。

祝福燕兰和她的团队：在斯乐斯！有志竟成！

何群英
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助理副总裁兼培训长

何群英 & 丰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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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专刊
member

九年前，在老公司第一次认识你，你给我们部门做个人成长分享，那时就

被你的气质和毅力深深吸引。很幸运在鑫山这个平台再次相遇，并且有

幸成为你团队的一员。正因为你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鑫丰部才会变得如

此优秀。感恩有你，并祝你早日达成COT。

亲爱的丰燕兰，从之前在中宏一起共事，到后来一起转战鑫山，我们已经

相识相知了七个年头了。在这期间，我们还一起孕育了可爱的宝宝。

今年你进入保险行业已满十年，可以说，我亲眼看到你一步一个脚印的

成长。在你美丽的外表下，有一颗认真、勤奋、执着的心。从事保险事业的

起步阶段，论人脉、背景、能力，你其实并不占优势，但是你就是凭着“听

话照做”这样的认真劲儿，从一个保险白板，一路成长为团队长和MDRT

会员，并且成为鑫山最年轻的业务副总。多少人羡慕你取得的成绩，却不知

道，这骄人的成绩背后，你付出了多少努力：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你却非

要靠勤奋，多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客户拜访量；多少次

你也碰到各种挫折，身心疲惫，但仍然不抛弃，不放弃，不动摇。

人说，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你就是有志于保险保障事业的人，

因为你稳扎稳打，厚积薄发，咬定目标不放松，所以你的个人业绩从IDA

到MDRT并且再向COT进军；团队也从一人到现在的二十余人，并且还在

不断发展壮大中。在你从事保险行业十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

衷心地祝福你，祝你在保险事业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伙伴 王玉梅

伙伴 纪松

燕兰，由衷地恭喜你成为2017年度MDRT会员。五年的相处，在生活中我是

你的姐姐，在工作中你却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见证了你的成长，被你追求

梦想永不放弃的精神所感动。

你具有强烈的目标感、行动力及事业心，美丽聪慧又有韧性。你的勤奋，你

的专业换来了傲人的成绩，我为你骄傲！作为鑫丰部的团队长，你引领大

家学习成长，提升专业能力；带领我们做职域开拓，收获颇丰。在你的带领

下，团队的凝聚力越来越强，氛围也越来越好了，相信我们都会成为更

好的自己！

愿未来的你越来越好，COT&TOT在向你招手哦，加油！ 伙伴 刘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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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支持
前行的动力
[丰燕兰为人谦逊温和，真诚专业，客户因此而欣赏她、信任她，并成为
她的好友。以下是客户送来的祝福。]

会员专刊
member

初次认识燕兰，是在2006年的夏天。那时我是杭州口腔医院的医生，她是行

政管理人员，我们俩都比较内向，不爱说话，偶尔碰面时，她总会朝我甜甜

地微笑。一年后，燕兰离开医院，说是加入了保险公司。当时我有点诧异，因

为保险公司的社会声誉不是很高⸺现在想想，主要是保险从业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造成的。

令我奇怪的是，整整三年，燕兰从来没有找我谈过保险。等到三年后再见到

她的时候，感觉整个人的气质、形象，跟以往完全不同了⸺更加亲切、更加

温和、更加自信。而且她所描述的保险，让我感到非常靠谱，所以很快，我就

成为燕兰的客户，配置的险种也越来越丰富。这些年来，我看着燕兰不断地

成长，为她今年成为MDRT会员感到高兴。 

仔细想来，保险业和口腔医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首先要足够专业，然后

要处处为客户着想，再加上亲切、温和的沟通，有了这些，想不成功都难。正

是遵循上述的原则，这些年来，我领衔的数字美学牙科工作室，已经成为杭

州口腔医院城西分院最具特点的团队之一。也希望未来和燕兰一起努力，

一起迈向事业更高峰。

客户 黎曙光  杭州口腔医院城西分院  副院长

家人的祝福
温暖的力量

妈妈是我的好榜样，祝妈妈身体健康，

工作越来越好！妈妈加油！我爱你！

儿子 邹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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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专刊
member

“有天然 , 蕙质兰心，美韶容 , 何啻值千金 ”。“ 蕙心”似的单纯，“兰

花”似的高雅，这是我眼中的燕兰。

认识燕兰，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跑马。我们在同一个跑友群里，燕

兰在群里话语不多，但每句话都很谦逊温暖，结尾总有一个微笑

的表情符号，满满的善意。后来我们由朋友、好朋友变成了闺蜜。

燕兰为人细腻真诚，和她在一起的感觉就是两个字：保险。保险是

人快乐时最容易忘记的朋友，也是痛苦时第一个想起的朋友，是

给你送来及时雨而不用说谢谢的朋友，还是你惊扰之后不用心怀

愧疚的朋友。有“保险”这个朋友相伴，我觉得幸福！

十年坚守、十年磨练，燕兰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所惠及的

客户终生受益。燕兰做工作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我从她那里真正

了解了保险的目的和意义，端正了认识，摒弃了偏见，为自己和儿

子买了人生中第一份商业保险。而且我会继续关注保险业的发

展，及时补充好的险种，因为保险于人生，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

送炭。

大凡跑马的女人做事都很坚持、坚韧。我常和燕兰开玩笑说，我拿

了播音主持界的最高奖全国金话筒奖，你也要拿保险业的“金话

筒”奖。如今她在一步步实现。我知道这背后的艰辛和付出，但是

她就是这样，傻傻的且笑且哭，且歌且行。作为知己，我愿意陪伴。

客户 王维琳  全国金话筒奖获得者 浙江之声主持人

认识燕兰快四年了，因为年龄相仿，一见如故。四年的时间，各自

经历了人生中一段小小的起伏，在陪伴中逐渐成长并自然的成

为朋友。坐着一起聊天，会感叹，会感动，会原谅自己，更会追逐

内心。感谢鑫山让我遇到燕兰，见证她成为一个更好的丰燕兰，

也感谢岁月，让我们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面对时间的流逝，我

们因为有所准备而不再惶恐踌躇，因为互相陪伴而倍感温暖与

坚强。面对将来，我们也饱含坚定与丰盛，而变得更为期许那些

未知的人生。

客户 刘蓝  太学眼科市场企划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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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疾风险+意外风险 家庭全方位保障
案例背景：
客户背景：

客户张先生，40岁，私营企业主，家庭年收
入300万，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太太是一
名医生。

客户需求：

重点考虑家庭责任保障，规避重疾风险/意
外风险带来的财物损失，因此在全球顶尖的
保险公司里筛选了中意人寿、中德安联，为
客户全家配置了全方位的高性价比的产品。

具体方案：
（一）身价保障

中德安联安顺汇福终身寿险，500万保额，缴费期20年，年缴保费149250元，保至终身。张先生特别爱太太和两个女儿，配置该保
障主要是覆盖家庭总负债额度，可以让自己在为事业奋斗时无后顾之忧。万一发生风险，可以给家庭创造500万现金，让其家人安
心地生活。这也是给子女准备的一笔免税资产，可规避遗产税。该保单有保额递增功能，身价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高。

（二）重疾保障
中意人寿悦享安康重大疾病保险，张先生200万保额，太太100万保额，双胞胎女儿各50万保额，年缴保费共计108636元。
为规避重疾风险，补充社保医疗不足的问题，解决罹患重疾后昂贵的医疗费用问题，在综合多家公司的重疾产品功能和性价比
后，为其全家推荐中意人寿悦享安康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兼具重疾和身故豁免功能，更可享受VIP绿色通道服务，保障至终身。

（三）意外保障

中意人寿百万护驾意外保险，夫妻各200万保额，缴费期10年，保障30年，保费3646元/年。该意外险产品专为有车家庭设计，驾车、
乘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均有保障，同时涵盖意外医疗保障。

特别说明：以上为保险产品特色简介，仅作参考，产品实际利益以保险条款为准。 

会员专刊
member

MDRT精选
产品设计案例分享

荣获2017年度MDRT丰燕兰 杭州
【鑫山专业保险理财顾问】

鑫山浙江分公司业务副总
手机：15906666981
E-mail：15906666981@163.com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186-1号美达丽阳国际3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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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专刊
member

[鑫理念]

一. 鑫山是一家全国性保险代理公司
保险代理公司是专业的保险中介机构，可根据客户的需求，甄选多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为客户提供最贴合需求的保险保障计划。形
象地说，保险公司是专卖店，只能专卖一家公司的产品，而保险代理公司则是可以销售多家公司产品的保险商城。在现代保险市场
上，保险代理公司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险企业开展保险业务的主要形式和途径之一。

为什么
要到鑫山买保险？

二. 到鑫山买保险的好处
保险是家庭必不可少的财富管理工具，买保险必须
找专业的保险代理人，才能做出最合理的保障规划，
实现抵御人生风险、完成资产保全、财富传承的愿
望。鑫山一直推崇“精致、人文、高端、高效”的管理文
化，以高专业的营销团队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深
得客户信赖。

第一 鑫山专业代理人为您货比三家
自从2013年保监会放开普通人身保险产品定价以来，保险市场上的优秀产品层出不穷，在保险责任类似的前提下，不同公司的价
格已经千差万别，仅从预定利率2.5%的产品和预定利率3.5%的产品来看，价格就相差25-40%。在这种情况下，可销售多家保险公
司产品的保险代理人就能提供多个方案供选择，最大化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

第二 优化组合 帮您做到利益最大化
不同的食物所提供的营养是不一样的，均衡组合才能满足身体的需求。保险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也一样，各有特色，如能组合起来，
一样价格，可以享受多重增值服务。
所以，通过鑫山专业代理人选择保险产品，可以实现最优的购买组合，获得各家保险公司的尊荣服务。

第三 中立立场 给您更专业的服务
鑫山的保险代理人，因为了解超过50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特点、投核保规则、理赔流程、增值服务，所以更能以大局观、中立观来配置
产品。鑫山还可平行比较各家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运营效率,给客户最中肯的建议。

第四 品质客服 为您提供尊荣体验
服务是鑫山最重要的“产品”，鑫山特别成立“鑫山尊荣会”，特设“健康生活助理”为广大客户提供健康管理、运动休闲、医疗养老等
贴心服务。您在鑫山购买的不仅仅是一份科学的保险规划，同时更享有了鑫山为您提供的尊荣服务。

专卖店 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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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专刊
member

[走进鑫山]

鑫山保险代理简介

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在上海成立，由国

内寿险营销界“教父级”人物林重文创办，他也是保险业

第一位创办代理机构的前保险公司总裁。目前，鑫山已在

全国建立了20多家营销机构，业务连续五年翻倍成长。鑫

山代理销售超过50家保险公司的近千种产品，全面覆盖

产、寿险，方便客户一站式购买，亦可同时满足个人与企

业需求，高效便捷。

鑫山创业愿景：

·为全球华人贡献专业、贴心、可靠的金融理财服务和健

康医疗养老保障规划

·打造保险理财从业伙伴实现梦想、创造价值的最佳平台

鑫山的战略定位：

·精致、人文、高端、高效的精品店经营模式

·专注高产能营销人才队伍的培育建设

·全国性销售服务网点的持续布局及全球华人市场的

开发

·互联网销售平台的建设与布局

·发展成为集金融保险、财富管理、医疗养老及健康管理

于一体的销售服务集团

鑫山品质客服：

·服务是鑫山最重要的产品，鑫山通过举办“鑫山人文讲

堂”、“养生讲堂”、“高端沙龙”，制作“鑫微刊”、“养生专

刊”等方式为客户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不仅帮助客户拥

有终身的财务安全感和生活幸福感，更与客户一同提升

生活的品质！ 

·鑫山特别成立“鑫山尊荣会”，通过建立战略联盟，携手

口碑卓越的合作企业，为客户提供健康管理、高端医疗、

运动养生、高端休闲等利于家庭身心健康的体验式服务。

鑫山积极布局大健康产业：

引资上市公司股东悦心健康（002162）积极布局大健康产

业，携手面向中国大陆一亿中产家庭，共同建立大金融-大

健康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值得信赖的品质服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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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山微信二维码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 096 3933
公司官网：www.gmfs.cn
总部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康路308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6号楼9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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