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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分公司“优秀女性”系列故事（十）

戴泽军：用心经营，迈步寿险青云路

用心经营，获取客户信任
跟很多保险销售人员不同，

戴泽军从来都不怕对陌生客户的

拜访。在她眼中，保险销售首先

是自身的销售。“市场上这么多保

险企业、保险从业人员，为什么

人家要在你手上购买保险产品而

不找其他人？这最重要的就是信

任问题。”戴泽军认为，信任感是

需要用心经营才能建立起来的。

长期以来，她始终坚持在优质服

务上下功夫，无论身处何地都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炜）为继承和发扬“五·四”

光荣传统，在打赢“蓝天保卫战”

中彰显机关志愿者担当，近日，

长沙市妇联机关以及二级机构

全体党团员志愿者、青年志愿

者开展了“守卫蓝天碧水·共

建美丽星城”环保公益宣传骑

行活动。骑行队采取共享单车

出行方式，沿咸嘉湖路和西湖

文化园骑行，沿路发放环保宣

传资料，开展绿色出行公益宣

传。同时，志愿者在人员密集处，

开展公共场所捡拾垃圾、垃圾

分类示范提醒和公交站台文明

劝导等志愿服务活动。

妇联星空>>

长沙：环保骑行，传递公益力量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黄莉）近日，郴州市妇联在

宜章县君泰大酒店召开 2018

年农村适龄妇女“两癌”免费

检查工作现场推进会，市妇联

领导、县市区妇联主席、各乡

镇（街道）18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下发了《郴州市 2018 年农

村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

实施方案》。

会上，市妇联主席尹海莲

就如何更好地推进“两癌”免

费检查工作发言。她指出，广

大妇女的身体健康，关系到社

会的和谐发展，各级妇联要统

一思想，高度重视“两癌”免

费检查工作，让广大妇女同胞

真正得实惠、普受惠、长受惠。

据 了解， 郴 州 市 计 划 在

2018 年完成“ 两癌” 免费检

查 69562 人。截止目前，已有

8155 名农村妇女进行了检查。

阻击两癌，大爱三湘

株洲：总结经验，开展“两癌”培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朱新艳）为进一步提高农村

妇女“两癌”的早诊早治率，

降低死亡率，确保 农村适龄

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顺

利实施，近日，株洲市农村适

龄妇女“两癌”筛查工作培训

班在株洲市妇幼保健院举办。

来自全市各县 ( 市）区卫计局

及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项目负责人、项目管理人，各

级医疗保健机构参与“两癌”

筛查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等共

76 人参加项目培训班。

本次培训全面总结了 2017

年 项目的完成情况与存在问

题，并就 2018 年“两癌”项目

的职责分工、技术路线、质量

控制等做了进一步要求和部

署。为确保项目工作质量的提

高，培训采取理论与实际操作

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两癌

筛查流程、质量控制等相关内

容进行集体讲课。

郴州：180 人参会，推进“两癌”工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周
纯梓 通讯员 杨璐璐）在轻快活

泼的音乐声中，近百名来自长沙

市岳麓区雨敞坪中心小学的孩

子，跳起了体育舞蹈。5 月 9 日，

湖南省 2018 年“温暖微行动·

舞蹈公益百校行”调研暨启动仪

式在长沙举行。省妇联、省妇女

儿童发展基金会、长沙市妇联

等有关部门以及部分高校体育艺

术学院的专家等近 600 人参加了

启动仪式，省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萍为项

目授旗，省妇联副主席卢妹香出

席活动并宣布项目正式启动。

卢妹香在启动仪式上指出，

本次活动是省妇联、省妇女儿

童 发 展 基 金会 携 手社会 各界，

推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

设的有力举 措。她强调，关爱

儿童不仅要从物质上进行援助，

更要从精神上进行关爱，通过

艺 术 扶 贫、 文化 扶 智 等 帮扶，

让孩子享有平等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的权利。

周萍介绍，省妇女儿童发展

基金会专门成立了“温暖微行动

·舞蹈公益百校行”项目专家团，

聘请了湖南农业大学体育艺术学

院教授李骅担任主席，集结 62

名爱心专家，为项目服务。

长沙市岳麓区雨敞坪中心小

学校长邓凯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目前该校有留守儿童近百

名，体育老师只有一名，公益项

目解决了学校缺乏舞蹈老师的难

题，丰富了留守儿童的业余生活。

据了解，“温暖微行动·舞

蹈公益百校行”项目实施以来，

已有 100 多名教师组 成 爱心团

队， 深 入 到 全 省 27 个 县（ 市、

区）100 所中小学。目前已完成

近 1000 个学时的免费舞蹈培训

课程，惠及 10000 多名农村留守

儿童。

特聘 62 名爱心专家，为留守儿童送“精神食粮”
省妇联启动 2018“舞蹈公益百校行”活动

戴 泽 军， 是

新华保险益阳中支

2017年年度业绩

总量排名第一、团

队人力排名第一的

优秀营业部经理。

其成功的秘诀就

是用心经营。

耐心细致地为客户解答保险方面

的问题，并经常回访客户，提升客

户的满意度。即使客户请她帮忙

做与保险无关的事情，只要力所

能及，她都会尽心尽力去做。

有一次，一名客户因销售人

员突然离职且未做好后续衔接

工作，心生疑虑准备退保。恰好

在一旁的戴泽军了解情况后，立

马上前，热情服务，不仅打消了

客户的疑虑，还让他更加明晰了

保险的功能，主动找她购买更全

面的保险保障计划。后来，该客

户还介绍了至少 6 名客户给她。

凝心聚力，
为团队成员规划成长 

因为这份真诚与热忱，戴泽

军的团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志

之士加入。从单打独斗到近 70

人的队伍，这是戴泽军用心经营

的结果。生活上，她始终记得每

一位主管的生日，及时为他们庆

生。工作中，为了让成员有更好

的发展，她会认真地为每一位

准晋升成员制订详细的成长规划

路径，并分享自己的经验心得。 

在这种团结的氛围下，戴泽

军与团队主管积极组建功能组，

自主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

丰富团队文化，领着大家互帮互

学，不断地成长、蜕变、翩跹。

十年光阴，戴泽军用自己的

点滴汗水凝聚出事业上的不断发

展，逐渐成长为新华保险益阳中

支一名优秀的业务精英。在保险

这个温暖的大舞台上，用心地呵

护着她的客户与团队，通过一张

张保单的传递，带领团队为客户

搭建起一座座爱的桥梁。

姜欣在邵阳市调研妇联改革强调——

增强执委履职能力，更新联系妇女方式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

者 李立）“你们村里有两千多名妇

女，那你平时如何联系服务她们

呢？”“我建立了执委微信群和‘半

边天’工作群，只要群里一声号召，

就可以实现一呼百应的效果。”5

月 9 日，在面对湖南省妇联党组

书记、主席姜欣提问妇联改革后

该如何联系和服务更多的妇女群

众时，邵阳武冈市湾头桥镇泉塘

村妇联主席刘国梅自豪地说。

5 月 8 日至 9 日，姜欣率队在

邵阳市调研妇联改革工作。邵阳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迎春，省

妇联兼职副主席周志梅参加调

研和座谈会。

在邵阳市调研期间，姜欣一

行先后到隆回县山界回族乡架枧

村、武冈市湾头桥镇泉塘村和荆

竹铺镇光荣村，下乡村、入农户，

与最基层的妇女工作者进行交流。

在 隆回县山界回族 乡架 枧

村，姜欣调研了该村“会改联”

后妇联组织运行情况，对村妇

联执委带领妇女群众成立手工

编织协会的做法表示肯定；在

邵阳武冈市湾头桥镇泉塘村和荆

竹铺镇光荣村，姜欣详细了解村

妇联改革后执委发挥作用情况，

当地妇联推行执委轮值制和联

系工作制度，周末定期为本村留

守儿童开展集学习、游戏、娱乐

于一体的关爱辅导活动，姜欣对

此表示高度赞赏。

在邵阳妇联改革工作调研座

谈会上，邵阳市妇联主席杨锡

英就邵阳市妇联改革工作总体情

况，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作了详

细汇报；邵阳市委组织部、市委

改革办、市编办、市财政 局等

单位有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能等

做好改革配套工作发言；部分县

（市、区）、镇（街）、村（社区）

妇联主席代表参加座谈会并就各

地工作畅谈体会、交流经验。

座谈会上，姜欣对邵阳市妇

联改革工作给予肯定。她强调，

各级妇联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推

进妇联改革，积极探索妇联改革

中的新路径新办法，推动改革落

地见成效，团结带领广大妇女

听党话、跟党走。

姜欣指出，在邵阳市委、市

政府的重视下，邵阳市妇联改革

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创新了好经

验和好做法。她希望邵阳能继

续大胆探索，推进妇联改革向纵

深发展。她要求，各级妇联组织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

化群团组织改革的决策部署，以

开拓创新的精神、坚持不懈的韧

劲抓好改革，增强执委履职的能

力，更新联系妇女群众的手段和

方式，使新时代妇联改革迸发出

更大活力，让新时代妇联工作更

好地服务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大

局。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曾晶）5 月 3 日、5 月 7-9 日，

省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

邵刚率省群团改革督察第四组

一行到株洲、常德、益阳，督

察调研群团改革进展情况。

此次督察由省委改革办牵

头，省总工会、共青团湖南省

委、省妇联、省科协参与，组

成 5 个督察组分赴 14 个市州

开展群团改革督察，采取随机

督察与综合调研相结合，通过

查阅资料、座谈调研、现场看

点等形式，督察调研工会、共

青团、妇联、科协等领域群团

改革方案的落实情况、存在的

问题以及取得的工作成效。

目前， 全 省 14 个市州正

式印发市本级妇联改革实施

方案，各区县（市）的群团改

革实施方案正在陆续出台，各

项改革措施正全面铺开。

王邵刚在督察中指出，群

团组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

握强“三性”、去“四化”群团

改革的正确方向；要狠抓改革

进度，指导县级改革方案的出

台，推进群团改革任务按时完

成；要创新工作机制，全力巩

固群团改革成果；要找准工作

的切入点和结合点，紧跟党中

央省委的决策部署、紧扣党委

政府的中心工作、紧贴基层群

众的所急所盼，真正将群团改

革的作用发挥出来、效果显现

出来。各级党委要深刻理解

群团改革的重要意义，把群团

改革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负起组织推进

群团改革的责任，及时了解情

况、认真解决 难题，加大 对

群团改革的支持保障力度，夯

实群团工作基层基础，以改革

推动群团组织提高工作和服务

水平，努力开创党的群团工作

新局面。

省群团改革督察第四组
到株洲常德益阳督察调研
王邵刚率队督察调研工、青、妇、科等群团改革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