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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吉利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准
妈妈，但是工作起来丝毫不降低标
准，每天依旧早出晚归，在厅堂忙前
忙后。她身上总是透着爽脆的干
劲，脸上总是挂着自信的笑容。

支行理财经理杨阳看在眼里深受
激励，“虽然她怀孕了，但依然还和我们
一起加班，有时候要加到晚上九十点

钟。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准妈妈都能做
到这样，那我们就更不能懈怠。”

在入职民生银行之前，吉利也曾
在其他单位工作过。提及在民生银行
这7年的收获，吉利低头想了想回答
道，民生银行这个平台其实是很公平
的，如果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游刃有余
时，其实都不需要自己去跟领导说，领

导早已注意到这块“金子”，下一个更重
要的岗位已经在等着你了。

对于今后的工作，吉利早已制定
了明确的目标，并抱有十足的信心。
相信在她的精心耕耘下，员工成长能
够催化厅堂成长，厅堂成长能够催化
客户成长，这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就是吉利的终极目标。 薛凯

她有一套银行厅堂的管理“哲学”
——记民生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厅堂主管吉利
在民生银行西安经开支行的厅堂里，总能看见一位酷似网络红人PAPI酱的姑娘在忙前忙后，无论什么时候遇见她都有一种精神爽利、如沐

春风的感觉，她就是同样“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经开支行厅堂主管吉利。
毕业于南京大学金融系的吉利虽然有着南方女子的娇小外形，但骨子里却有股闯劲。2013年，名校出身的她放弃在南京的工作，为了爱情来

到西安。七年来从柜员、实物管配、理财经理到厅堂主管，多个岗位的历练，使她迅速成长为行业的标杆和榜样。
看到她在每个岗位都能干得风生水起，想必已内炼出一套独门“心法”，不熟悉的人慕名请教，她却笑了：“哪有什么秘诀，我只是努力做最好

的自己。”

勇挑重担 面对质疑迎难而上

2019年，鉴于在理财经理岗位
上的出色表现以及所展现出的发
展潜质，吉利升任经开支行厅堂主
管，升职的背后接踵而来的是全新
的压力。

吉利笑称以前是“一人吃饱全
家不饿”，现在“拖家带口”就要考
虑整个团队的绩效。“做厅堂主管
以后，更多地是要统筹管理整个厅
堂，一方面要管理厅堂的员工，一
方面要管理整个客户群体。”对于
没有管理经验的吉利来说，刚一上
任就面临着客户化厅堂升级改造
和带团队的双重压力，那时的她经
历着阵痛期。

“一开始，我就以自己的工作
标准去要求厅堂团队的每一个小
伙伴。”吉利表示，自己在担任理财
经理时养成了一些良好的工作习
惯和服务技巧，这使她逐渐积累起
客户的信任和口碑。所以她就要
求厅堂员工每天要把这些“标准动
作”做好，比如建立专门管理客户
信息的台账日历本、每天翻阅台账
处理客户当天要事等。此外建立
了“传帮带”分组机制，要求每位理
财经理带动两名服务经理或运营
柜员，通过开展分组劳动竞赛来提

升整体目标达成。这些行动都无
疑增加了员工工作量。

“在大家付出了许多辛苦努力
而成效却没有显示出来的时候其实
是最痛苦的。2019年上半年，员工
们纷纷向我反映，觉得工作为什么
突然变得这么辛苦，为什么每天加
班时间要比以前长很多，为什么给
客户提供的服务跟之前相比提升这
么多，但是各项业绩指标却没有太
大变化。”吉利回忆道。

面对质疑，吉利在坚持工作思路
的前提下，想方设法调动大家的积极
性。她鼓励员工做零售业务其实就像
做面包一样，需要一个“发酵”的过程，
它不是出一个大单就能一蹴而就的事
情。坚持一天容易坚持每一天难，积
累过程短期来看可能会比较辛苦，但
是坚持下去量变一定会引起质变。

终于，吉利和经开支行厅堂团队
迎来了蛰伏后的开花结果。2020年
一季度，支行贵宾客户数新增350户，
同比多增100户；金融资产新增2.1亿
元，同比多增1亿元；主要考核指标排
名均由中游水平提升至前三名。

做难事必有所得，时间从不吝
惜给执着的人以回报，在吉利身上
便是最好的体现。

专业为王 扎实开展客群经营

客群经营是银行零售业务的核
心工作。老客户如何维护？新客户
如何引进？外宣外拓工作该如何开
展？在加强团队精细化管理的同
时，吉利开足马力，以客群经营的思
路谋划厅堂发展上台阶。

把客户的钱当成自己的钱来珍
惜,把客户的事看作比家人的事更重
要，这是吉利经常向团队成员强调的
一句话，也是做好客群经营的基础。

“做好客群经营，首先要树立一
个目标，那就是要做就做最专业的。
客户为什么来银行？无非是两个目
的：一是希望自己理财收益更高，能
赚更多的钱；二是希望在赚取收益的
同时把风险降到最低，这就需要以我
们整个厅堂团队的专业性来帮助客
户实现金融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吉

利分析道。
“除了提升专业性，我们也希望

了解客户的兴趣爱好、家庭情况以
及需要解决的生活痛点等，这样才
能真正了解客户，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为其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
能为更多客户提供一对一管家式服
务，让他们把我们当做自己的私人
财富顾问。”吉利说道。

在做好基础工作的同时，吉利提
出“零售工作批发做”的经营思路，即
存量客户要形成客群维护的标准动
作；流量客户要通过各类活动触发实
现引客；外宣外拓工作要通过绘制网
点经营地图明确重点开发客群。

这当中，吉利对运用“事件营
销”思维做好营销规划颇具心得。
用她的话来讲，事件营销需要对时

事新闻、热点事件有敏锐的洞察力，
挖掘老百姓的关注焦点，通过开展
互动活动，营造情感共鸣，从而提升
客户参与体验。

这样灵活的互动模式也得到客户
的一致认可。在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
期，由于银行网点暂停营业，无法接触
客户，经开支行转换思维，建立客户线
上服务群，首创“民生伴你行，抗疫我
最行”系列客户活动，先后举办了“宅
家云理发”“宅家云健身”“宅家云摄
影”“宅家云旅游”等7场线上活动，群
内客户达到450余人。三月复工后又
推出“花开想见您，3月复工礼”活动，
通过群内推送、朋友圈宣传、店内营销
触点设置等全渠道宣传，为复工复产
造势，将线上客户向线下引流，实现单
月新增贵宾户70户，系统排名第一。

年轻人要多吃苦 是金子总会发光

新城区
民办小学计划招生1170人

记者了解到，城六区中新城区4所民办
小学招生1170人（含直升384人），其中西安
新知小学360人（新城区户籍及符合新城区
入学条件的其他适龄儿童）、西安黄河实验
小学225人（西安市户籍及符合西安市入学
条件的其他适龄儿童）、西安建大华清小学
405人（业主子女、剩余计划招收新城区户
籍及符合新城区入学条件的其他适龄儿
童，直升 318人）、西交康桥紫薇东进小学
180人（业主子女、剩余计划招收新城区户籍
及符合新城区入学条件的其他适龄儿童，直
升66人）。

雁塔区
民办小学计划招生4205人

雁塔区 14所民办小学招生 4205人（直
升2338人），多数为雁塔区招生，其中西安市
雁塔区高新路小学270人，西安特立实验小
学360人，陕西师范大学金泰假日花城小学
315人（直升 300人），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
学南校区 354人（直升 354人），西北工业大
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494人（直升494人，雁
塔碑林两区招生），西安莲湖中华世纪城小
学270人（直升234人，雁塔碑林两区招生），
西安兴华小学270人（直升51人），西安博迪

恒大城小学 180人（直升 114人），西安雁塔
区艺林小学 360人（直升 158人），西安交大
阳光小学 225人（直升 94人，雁塔碑林两区
招生），西安雁塔区陕西师范大学铭城小学
387人（直升 387人），西安第二外国语学校
（小学部）270人（直升 112人），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校区（小学部）180人
（直升40人），西安北大新世纪学校（小学部）
270人。

莲湖区
民办小学计划招生1440人

莲湖区 5 所民办小学计划招生 1440
人（直升 664人），在莲湖区招生。其中陕
西师范大学大兴新区小学 360人（直升 126
人），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450人（直升
360人），西工大锦园实验小学 225人（直升
143人），西安外国语学校附属第二小学部
135人，西安莲湖德杰实验小学 270人（直
升 35人）。

未央区
民办小学计划招生2187人

未央区 6所民办小学计划招生 2187人
（直升1314人），招生范围为未央区。其中西
安市未央区新华小学225人，未央区陕西师
范大学凤凰城小学564人（直升564人），西安
市未央区经英小学360人，未央煜星外国语

小学 270人，陕西师范大学锦园小学 453人
（直升453人），西安市未央区华远君城小学
315人（直升297人）。

灞桥区
民办小学计划招生990人

灞桥区 3所民办小学招生 990人（含直
升604人），招生范围为灞桥区（包含灞桥区
移交浐灞生态区各小学2019年学区），其中
西安市灞桥区西安高新第一小学麓湾分校
招生 270人（含直升 217人）、灞桥区黄河锦
绣小学招生 270人（含直升 243人）、西安铁
一中滨河学校（小学部）招生450人（含直升
144人）。

西安高新区15所民办小学招生，其中高
新第一小学计划招生 720人，直升人数 488
人。高新第二小学计划招生540人，直升人
数441人。

其他区县及开发区民办小学招生情
况可登录区县及开发区网站，或关注三秦
都市报秦闻客户端查看。民办小学报名
时间为 7月 1日 8时至 7月 5日 18时。报
名结束后，7月 6日 12时，各区县、开发区
公布各民办小学报名人数。7月 12日，各
区县、开发区使用全市统一的电脑随机录
取系统，组织实施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电脑
随机录取工作。

本报记者张彦刚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按照西安市今年义
务教育入学政策规定的要求，6月29日晚间，
西安市教育局公布了今年全市民办初中招生
计划。全市48所民办初中计划招生26976人
（含直升4594人），招生范围是西安市和西咸
新区。

在市民关注的城六区民办初中招生中，
新城区西安爱知初级中学、西安汇知中学、西
安行知中学分别计划招生1200人、900人、500
人。碑林区6所民办中学招生，其中西工大附
中分校招生1500人（含直升416人）、西安铁
一中分校招生1600人（含直升206人）、西安
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招生1100人（含直升
296人），西安尊德中学招生600人。

莲湖区益新中学招生900人。灞桥区西
安铁一中滨河学校招生 1350 人（含直升312
人）。未央区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招生
400人（含直升122人）、陕西师范大学凤凰城
初级中学招生 700人（含直升 242人），雁塔
区8所民办初中计划招生3600人，其中西安
交通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南校区计划招生500
人（含直升75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
学太白校区招生700人（含直升31人）、陕西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分校招生 500人（含直升
56人）。

高新区4所民办初中，计划招生2800人
（含直升1710人），其中，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初
中校区招生1500人（含直升990人）、西安高
新逸翠园学校招生700人（含直升632人）、西
安高新第一中学初中校区东区初级中学招生
400人（含直升88人）。

另外，记者获悉，西咸新区教育局昨天同
时公布民办初中招生计划，可在西安和西咸新
区两地招生，7所学校计划招生2980人。上述
两地具体招生计划可登录西安市教育局网站
或关注三秦都市报秦闻客户端查看。

按照西安市今年义务教育入学政策规定的要求，6月29日西安市相关区县公布了今年辖区民办小学招生计划。记
者发现，部分民办小学业主直升招生计划与学校招生计划持平。

西安48所民办初中
计划招生26976人

西安市今年民办小学招生计划公布

看看你关注的学校咋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