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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服务为客户解决燃

眉之急，将“银行柜台”搬到企

业，让群众少跑腿……近日，

工行宝鸡分行引导辖区支行

以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坚

持在为民服务的“小事”上精

耕细作，获得群众一致好评。

3 月 9 日，一客户行色匆

匆地赶到工行宝鸡金渭支行

咨询社保卡密码重置事宜，在

了解到是为家里 85岁高龄的

老人办理后，支行立即派两名

员工上门服务，经过身份验证

核实，于当日成功办理了密码

重置及养老金支取业务，解决

了客户的燃眉之急。当天，工

行宝鸡政府广场支行也将“银

行柜台”搬到了辖区一工地，

为 15位工友提供可“一站式”

工资卡开立服务（见右图）。针

对周边商贩线上收款需求，他

们还为 15户商户现场办理了

“e 支付收款码”业务，拓展了

商户线上支付结算通道。此

外，工行宝鸡红旗路支行主动

前往代发工资单位，为 11 名

新入职员工办理工资卡，同样

得到企业负责人及员工的高

度称赞。

在诠释新时代雷锋精神

的道路上，工行宝鸡分行始终

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以常态化金融优质服

务推动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在金融为民的具体实践中，

全力打造老百姓心中的放

心银行、贴心银行！

今年 3 月 5 日是全国第 60

个“学雷锋纪念日”，连日来，邮

储银行宝鸡市分行开展了系列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号召青

年职工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

争当“追锋人”。青年志愿者们

踊跃报名，他们活跃在街头巷

尾，宣讲金融知识、义务打扫卫

生……用志愿服务传递温暖，

向社会展示大行担当。

3月 3日至 4日，邮储银行

宝鸡市分行组织10余名志愿者

走上街头，积极向市民发放各种

金融知识宣传折页（见左图），讲

解消费者权益保护、反假币、防

电信诈骗、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

知识，介绍各项金融产品及优惠

活动，受到过

往群众的认可

与欢迎；邮储

银行宝鸡市分行营业部党支部

联合东岭物业开展“奋进新征程 

携手志愿行”学雷锋主题活动，

16名青年志愿者为东岭社区及

周边群众义务理发、免费磨刀

具，同时向周边居民普及金融知

识，引导群众理性投资、合理进

行资金配置，树立正确的金融消

费观；邮储银行开发区支行党支

部联合广元路南社区开展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对渭

河沿岸及太白路周边公共区域

进行了清扫，获得群众称赞……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

献爱心，处处可为。”邮储银行宝

鸡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

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号召

广大党员及青年团员积极参加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履行社会责

任，奉献邮储青年力量，以实际

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践

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

浦发银行陈仓小微支行

暖心服务获赞扬
“错怪你们了，我的 500

元钱找到了。”近日，在浦发

银行陈仓小微支行，一对老

人带着瓜子花生上门道歉，

并对该行的优质服务表示

赞扬。

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

间崔阿姨和老伴到浦发银行

陈仓小微支行办理定期存款

业务，由于该行属于社区银

行，没有现金柜台，所有业务

都需要在自助柜员机上操

作，老两口也是第一次在机

器上办业务，很不放心。当天

晚上崔阿姨和老伴算钱的时

候发现果然少了 500 元，他

们怀疑钱被机子“吞”了，

当晚就联系了陈仓小微

支行的工作人员。该行客

户经理王萌了解情况后，

一边安抚老人帮他们回

忆离开银行后都去了哪里，

一边给行里报备进行业务监

控查询，还联系了清机人员

进行清机申请，经过多方核

实，现场并未出现机器“吞

钞”的情况。为了说明白，第

二天王萌带着自家的面粉和

网点负责人前往老人家中，

为其解释整个业务流程，看

到银行如此重视，老两口虽

然丢了钱但也很感动。没想

到，解释完的第二天，崔阿姨

和老伴就带着瓜子花生上门

道歉了。原来崔阿姨想起来，

那 500 元钱自己换成零钱放

起来了，这才有了误会。 

福彩刮刮乐新票“非常有戏”全省上市——

我市开展奖上奖惊喜双倍
近日，福彩刮刮乐新票

“非常有戏”在我省全面上

市，为提高游戏影响力，市福

彩中心从3月6日起开展“奖

上奖”回馈活动，活动计划派

奖 23 天，派奖奖金 12 万元。

活动期间，市福彩中心

将对全市所有福彩投注站入

站销售的刮刮乐“非常有戏”

票种的第 2 级至第 6 级，共

五个奖级进行派奖，即单张

中1000元，奖500元刮刮乐；

单 张 中 500 元，奖 200

元刮刮乐；单张中 200

元，奖 100 元刮刮乐；单

张中 100 元，奖 50 元刮

刮乐 ；单张中 50 元，奖

10 元刮刮乐。需要提醒

的是，本次派奖活动仅

限投注机扫描兑奖，凡符合

中奖条件的彩票，投注站必

须通过投注机扫描兑奖（手

机兑奖视为放弃派奖）派送

刮刮乐，并收回中奖彩票。

据介绍，“非常有戏”游

戏设计创意来自于中国京剧

戏曲，全套4张分别对应生、

旦、净、丑四个画面，面值 10

元，最高奖金 10 万元，8次

中奖机会，8个奖级，中奖面

34.08%，返奖率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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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私域增长师’？”

骤然听到这个问题，广东

佛山的几位门窗企业老板面

面相觑，似乎没人能准确说清

楚。但他们都已觉察到，这个

新职业在近几年很热门。

今年 1 月，中国人事科学

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私域增长师”已成为五大热

门数字新职业之一。

瞄准客户留存，新领
域更有“发力点”

3 年前，就职于合肥一家

乳业公司的倪露，在自己负责

的电商部门开始尝试做“私域

增长”。

她每次跟本地同行交流

时，对方都是满脸疑惑，很多

人压根不知道“私域”这个词。

她 不 得 不 经 常 做“ 科

普”——公域运营，就像企业

通过电商平台把商品摆满一个

个“货架”，顾客在平台买完即

走；私域运营，则是企业找到

一个个顾客，通过企业微信，为

顾客直接提供服务和货品，真

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

“现在说起我在做私域，

很多人都投来羡慕的表情。”倪

露说，随着社会认知度的提升，

企业对“私域增长师”的需求激

增，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多。

此前，有招聘猎头找到

她，开出 1.5 万元至 4 万元

的月薪。在合肥本地，这算是

一份高薪职业。如果在一线大

城市，稀缺的“私域增长”负责

人，还能拿到 10 万元月薪。

这个新职业的火爆，不是

一天炼成的。从 2020 年开始，

中小企业纷纷投入私域布局，

坊间将 2020 年定义为“私域

元年”。

倪露接触到“私域增长”

这个新鲜事，却颇有些误打误

撞的意味。

那年 6 月，她所在的公司

经营着一项“订奶到家”的传

统业务，家庭客户往往只跟送

奶工联系，一旦送奶工跳槽，

就会带走一大批客户。

“他们都是长期优质客

户，客单价和复购率都很高，流

失一个都是损失。”倪露说，刚

好企业微信提供了“离职继承”

功能，如果把客户都转移到这

个平台上，即便员工离职了，公

司也能把客户留存下来。

实际上，客户流失是各行

各业的普遍焦虑。尤其这几

年，电商平台、信息流广告等

公域流量逐渐见顶，一些中小

企业获客成本高涨、销量增长

乏力，且多见“一锤子买卖”，

客户留存变得日益艰难。

站在数字化转型升级的

十字路口，很多中小企业瞄准

“私域增长”空间，尝试挖掘存

量市场的潜力。在此过程中，

企业需要有效连接客户，进而

留住客户、服务客户，实现“以

客户为中心”。

摸清增长门道，新人
才更加“有底气”

2022 年初，企业微信工作

人员在做客户调研时，发现中

小企业普遍渴望借助“私域增

长”来破局，却面临市场上专业

人才短缺，而让原有团队转向

私域业务时遭遇“水土不服”。

当年 8月开始，腾讯平台

在“学习园地”推出“私域增长

师”课程与认证体系，致力于培

养中小企业急需的专业人才。

出生于 1969 年的张明

武，瞅准了私域业务的新机

遇，通过学习成为第一批“私

域增长师”。这位山东威海明

榕数字科技公司创始人，有着

多年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的

经验，这两年果断选择业务转

型，推出私域咨询的新服务。

“有了平台的权威认可，

我们提供私域服务更有底气，

企业也更加信任我们。”张明

武说。

通过系统培训，倪露也拿

到了“私域增长师”的认证，慢

慢摸清了“私域增长”的门道。

比如，通过把客户引入企业微

信，使用一些数字化工具，4

名员工就能为 7 万多名客户

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服务；站

在客户角度做“温和的触达”，

避免频繁发消息造成打扰；做

好客户服务的同时，适时提供

更多的福利或专属权益。

数字技能“傍身”，新
职业更具“含金量”

去年 10 月，倪露通过私

域运营业务，已为上家公司带

来可观的效益。但她还是决定

换一份新工作，在其他行业验

证自己的经验。

一位眼镜店老板曾找到

她，诉说店里日常流动客户很

多，但对长期用户运营一筹莫

展。倪露觉得，客户一般几年

才换一次眼镜，这家店看起来

在做低频生意，但私域运营仍

能带来镜片清洁、视力检测与

太阳镜等高频服务和销售。

在她看来，“私域增长”更

像“慢工出细活”。虽然不是“大

主播一场带货上百万”的模式，

但企业可根据行业和客户特点，

做服务或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设

计，通过细水长流的服务，为中

小企业创造更长期的价值。

“耕耘私域是一件特别考

验定力的事，需要一位又一位

的用户沉淀，一天天的时间推

移，一次次的交互触达，是日

积月累的过程，而不是某个单

点爆发所带来的结果。”张明

武也深有同感。

最终，倪露选择入职合肥

一家高端烘焙品牌公司。她更

像一个谨慎的职场人，虽然跨

了行业，却没有迈出更大的步

子——新公司以女性为主、追

求品质生活的客户画像，与老

东家的客户群体相近。

今年 2 月，她向记者摆出

一组数据：2022年1月至9月，

新公司的社群私域销售额为 1

万元，她接手后 3 个月内，销

售额达到 20 万元；此前一年，

仅有8000多位私域客户下单，

她入职不到半年，这个数据便

增长到 18000 人。

成本的下降同样显而易

见。倪露举出公域销售的例子

说，如果找知名大主播带货，公

司不仅要出“坑位费”，每卖一笔

还得支付一定佣金，产品也免不

了打折卖，最后综合算下来很难

有赚头，“私域运营除去人工成

本，几乎没有其他费用。”

除了直观的效益增长，“私

域增长师”还能直接了解到客

户反馈，通过快速反应，帮助企

业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体验。

“以前想了解客户需求，都要花

不少钱请外部公司做调研出报

告。”倪露说，“相比之下，现在

的效率和质量都高了不少。”

有一次，这家烘焙公司研

发了一个新品蛋糕，客户反馈口

感有点油腻。倪露把信息传递

到生产部门，公司马上把新品下

架，重新改进蛋糕做法再上线。

作为经验丰富的“私域增

长师”，倪露很看好这个新职业

的前景，同时坦言入行门槛虽

不太高，但成为行内专业人才

也并非易事——他们不光要

实战能力过硬，还需不断提升

数字技能，适应企业打造“全域

运营”能力的趋势。（据新华社）

工行宝鸡分行

服务无小事  细微显真情

数字经济催生私域增长师

（本组稿件由李晓菲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