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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痛点

车主

车辆服务商代理人

车主与车辆服务商
• 车主专业知识不足，基于现有车辆服务市场的宰客乱像，
对于车辆服务商普遍持不信任或怀疑态度。车辆服务商在
迫切需要更多业务的同时，又无法说服车主信任己方。大
量优秀车辆服务商得不到优质客户资源，生存状态堪忧。

车主与代理人
• 传统联结关系，代理人没有高效的信息化的客户管理手段，
客户资源获取方式单一。车主在有需求的时候，少有长期
合作具备一定信任关系的代理人为其提供服务。

车辆服务商与代理人
• 没有提供规范化整体服务的第三方管理平台进行资源共享
和整合。造成客户资源的极大浪费。



市场特点

市场规模巨
大

信息化水平较
低

资源分布分散

◼ 巨大的代理机构、代理
人团队。

◼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9
亿台

◼ 全国近2万家各类各级别
车辆服务商

◼ 代理人、车主、车辆服
务商三者没有统一使用
的服务平台，多以各自
为主的平台软件提供单
独的功能性服务，数据
没有互通，没有高效利
用。

◼ 客户、代理人、车辆服
务商地域性明显，少有
全国范围的一体化平台
提供商



速信保平台的意义

速信
保

车主

车辆服
务商

代理人

1、提供便捷的服务通道。
2、经过技术及服务双重质量考核
的车辆服务商。
3、更多更全更专业的保险公司代
理人
减少沟通成本和试错成本

1、完整的客户导流及管理体系。
2、提高自身素质和竞争力。
3、售后沟通平台，提高客户感受。
4、减少客户沟通成本

1、信息化客户管理手段。
2、利用微信端与签约车辆服
务商，为客户提供更多服务手
段，提高客户满意度和粘性。
3、每一分利益可见，保证自
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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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信保平台简介

速信保平台是一个将车主、
车险代理人、保险公司、车
辆服务商进行资源整合的平
台，能够协助多方及时的获
得与车相关的服务，并且通
过多方信息的对称获得价格
上的优势，实现多赢的局面

车主

车辆服
务商

保险公司

车险代
理人



速信保销代理人系统

✓ 快速报价

✓ 客户维护

✓ 产品推荐

✓ 业绩查询

✓ 客户提醒

✓ 产品展示

✓ 业绩查询

✓ 组织管理

移动行销平台 分销体系

对于信息化管理的提高及提

供资源整合的平台。

代理人系统

费用结算 售后服务

◆ 分销层级。分销层级可以进

行自定义，可以存在多级分

销。

◆ 分销对象。分销对象多元化，

可以由简单的代理人组织关

系，也可以由客户推荐成为

分销关系。

◆ 计算方式灵活。计算方式可

以从同一级别结算，也可以

直接跨级结算。

◆ 分销费用计算。与费用中的

各类促销类似的结算体系契

合，可以满足各种复杂的费

用计算方式。

 正常手续费结

算

 活动手续费计

算

 促销活动结算

 一段时间的费

用通算

 保险产品和线

上商品的费用

通算

⚫ 提供代理人监控自

身客户的维修过程

和维修项目，让代

理人能够掌握客户

的车辆情况

⚫ 保险公司可以具体

了解到修理厂的修

理项目和进展情况

以及相关的采购价

格，控制理赔成本



速信保平台服务群体

车主 代理人 车辆服务
商

车险：询价、出单平台

汽车保养：定时提醒，保养管家

维修：维修推介，全程跟踪

客户：客户管家

政策：最新政策宣导

手续费：返利分成系统

车辆保养：保养预约

车辆维修：维修保养、库存管理

客户维护：客户偏好

速信保平台提供针对车辆相关主体的服务



速信保好保养平台——车主（微信公众号平台）

车主

车辆
保险

车辆
保养

车险
维修

车辆
相关



速信保好保养平台——代理人

政策推

送

分销营销

客户管

家

◼ 客户管家

• 帮助代理人管理自身客户，不光关注单个客户的保险本

身，而根据客户在平台的消费习惯，了解客户偏好。

◼ 政策推送

• 能够让最新的业务政策及时推送到所有用户手中，能够

方便代理人选择相关的保险公司。

◼ 分销营销方式

• 分销的营销方式，目的在于能够准确捕捉代理人、车

主等关系人周边的社会关系，能够充分挖掘用户的潜

在资源，能够使得平台上的产品迅速拓展。



速信保好保养平台——代理人报价管理

报价管理

速信保平台能够帮助用户（代

理人）进行客户的报价管理，

对于代理人的客户报价历史记

录，速信保能够随时调阅不同

客户在不同公司的报价记录。

能够协助代理人进行不同客户

的价格管理。



速信保好保养平台——客户管理

客户管理

速信保平台提供丰富的客户信

息关联字段，能够了解客户的

多重信息，在基础数据丰富的

前提下，能够更多的了解客户，

通过各种提醒功能，能够提供

丰富的客户关怀。



速信保好保养平台——礼包管理

礼包管理

风火轮平台提供多种优惠

方式，分别以“礼包”的形式存

在，方便代理将多种优惠封

装在一起，以给客户满意的

优惠服务。



速信保好保养平台——车辆服务商

客户发起：

客户发起服务要求本身，

对于修理厂来说不再是

偶发事件，而是可以预

计的事件。

客户互动：

服务商不再作为被动的服

务“被”要求方，可以主动

与客户沟通，并且可以将

信息精准推送至客户。

应用服务：

服务商无须面对业务的“峰值”

或“谷值”而无法合理安排自身

资源，可以根据客户的预约

数量来完成资源储备。



速信保好保养平台——车辆服务商

施工申请

接受定单

事后评价

• 给合作车辆服务商提供功能

全面，界面清晰易于操作的

综合管理平台。

• 终端用户从微信公众号发起

维修申请开始，涵盖整个维

修流程中的沟通、维修进度、

结算等流程，并将流程进展

实时推送至终端用户以及相

关代理人、车辆服务商，提

高服务感受和工作效率。



速信保好保养平台——营销模式管理

• 多样化营销模式。与费用中的

各类促销类似的结算体系契合，

可以满足各种复杂的费用计算

方式。

• 丰富的商品管理模式。在速信

保中，作为厂商的第三方可以

在接受普通维修定单的同时，

也能销售自身比较有优势的产

品，为车主提供多样化的产品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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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作用

保险
公司

速信
保

业务提升

◆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以通过速信保平

台的使用，使得闲散的业务人员拥有一

个成熟的销售平台，可以将自身的信息

快速的传递至终端，减少中介环节。

◆速信保平台。速信保平台为客户、保险

公司、汽车服务商提供一个中间平台，

能够协助多方及时的获得与车相关的服

务，并且通过三方信息的对称获得价格

上的优势，实现多赢的局面。

◆客户留存。速信保平台能够为保险公司

留存平台上的真实客户信息，极大的降

低来年客户的获取成本。



平台作用

速信
保平
台

车市
场主
体

◆速信保平台实现的是，从客户端出发，让客户能够在保

险、汽车保养维修、自身车市场购买上能够实现良好的用

户体验，并且能够跟踪消费进展。

◆其他车市场主体，在使用速信保平台的过程中能够实现

不同的诉求。保险公司，能够实现自身不依赖中介而发布

自身的业务信息，并且通过闲散的业务人员提升自身业务；

代理人，解决代理人没有电子化、专业化的服务平台更好

的管理客户、为客户服务的痛点；汽车服务商，能够在平

台中更好的接触到终端用户，扩大自身的销售渠道，为客

户提供更好的全面的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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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

大唐经纪：实现了前台销售、中台管理、后台费用结算的统一。为其管理带来了便利，
以极小的成本提升了公司信息化的水平，为公司奠定了数字化的基础，提升管理效率，
为精细化分析提供可能。

福瑞卡汽车售后：采用网上销售商城、服务定制和预约管理、赠品组合多样化等方式，
为车友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售后服务，为配件和服务厂商提供一个直接面向用
户的平台。

博维经纪：采用灵活的销售管理方式，对于销售人员进行管理和激励，有效的提升销
售人员的积极性及工作效率，能够使得产品信息及对应政策第一时间传导至对应人员，
简化出单流程，提升展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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