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移动电话、互联
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业务的不
断推出，人们对通信产品的选择日
益多元化，传统的通信方式和使用
习惯面临极大冲击。但随着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的流行,传统的固定电话
凭借其日益凸显的综合优势，重新
被大众认识，且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与喜欢。

对于个人用户，固定电话不仅
低碳环保，而且还是一种体现家庭
温情、亲情关爱的重要通信模式，是
其他通信方式不能取代的；而对政
府、企事业单位来说，固定电话因其
信号稳定、话音清晰、保密性强等优
势，成为办公不可缺少的通信助手，
对于个体经营户来说，固定电话更是
可靠、诚信的标志与名片。

固定电话
——联结亲情的纽带

家住东湖花园的陈女士，不久前
特地跑到电信营业厅给父母装了一部
固定电话，她说：“爸妈都快八十了，虽
然也给他们配了手机，还按时给他们
缴费，但老人要么出门忘了带，要么放
在一边听不到，给他们打电话经常没
人接，让人担心，还是给他们装部固定
电话省心。”家住天一家园的李先生也
有同感，他说：“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

越来越差。我坚持每天打电话问候，打
家里的固定电话，他们接了，说明都在
家，我就放心了。哪天家里的电话响了
半天没人接，我就担心了。固定电话是
固定在家里的，给了我一种踏实的感
觉，固话在，家就在。”

固定电话
——绿色环保合乎主流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准备造
人了，我家里和办公室都有固定电话，
为了保证下一代的质量，欢迎大家打我
的固定电话，谢谢支持！”这是王女士刚
刚收到她外甥女的一条短信。王女士说，
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一旦家中有了孕妇，
都会尽量避免使用手机，怕辐射对孕妇、
小孩不好。说起固定电话的好处，正在电
信营业厅缴费的张先生也感触颇深，他
说：“除了外出带手机，在家或上班基本
不用手机，怕辐射，感觉还是固定电话安
全。尤其是与家里的小孩通话，更觉得固
定电话健康、安全的重要性。固定电话
没有辐射，聊久了很放心。”

固定电话
——保密安全一致公认

陈先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
总，在他的办公桌上除了固定电话、
电脑，还放着一个摄像头。他说：“上

级公司传递政策、方案，都是通过固
定电话传送，因为行业竞争十分激
烈，涉及商业机密，怕一不小心方案
泄漏，集团上下多少人的心血白费
了。偶尔以多方视频通话形式召开
小型电话会议，开展业务上的沟通
与工作汇报。目前，社会上流行一些

‘手机窃听器、手机监听王’，只要截
流移动基站的信号就能监听，毕竟
固定电话是通过有线传输，稳定、安
全、保密性强，为此，公司有严格的
规定，工作上的事必须通过固定电
话传递。”

固定电话
——诚信企业的“安全品牌”

在市区一菜场旁开了十多年干
洗店的王老板，给客户联系单上印的
电话一直是“8”字头的固定电话，且
生意十分兴隆。他说，他的客户就认
准这个固定电话，为此，他特意到电
信营业厅办了“一号双机”业务，打他
的固定电话手机也会响，怕漏接客户
的电话。他还说，旁边的几家干洗店
生意就不如他，因为他们的招牌上印
的都是手机号码，没有一个固定电话
给人感觉不稳定、不诚信，“因为装固
定电话必须要有地址。”

固定电话
——企业宣传的“E名片”

吴先生在市区开了一家教育培
训机构，并装了十几部“8”字头的固
定电话，且生意红火。去年，他特意
跑到电信营业厅为公司的所有固定
电话办了“商务彩铃”“挂机短信”

“来电名片”三项增值业务，没想到
给公司带来许多惊喜。一是有了个
免费宣传员。客户打公司电话，商务
彩铃都能准确地通过智能语音和短
信将公司的动态信息和优惠活动告
知客户；二是多了张企业 E 名片。商
务彩铃和挂机短信同时还起到企业
形象宣传的作用，使公司的知晓度
越来越广、越来越高；三是省钱省
力。三项增值业务，大大降低了企业
的宣传成本，同时也减少了宣传策
划的人工支出。

中国电信固定电话系列报道之二：

固话电话绿色安全通信强手
——这些优点，您了解吗

中国电信送温暖，免费电话报平安。

位于药行街、碶闸街，沿街一、二层商

铺，面积 123-721平方米 （一楼层高 6.6米,二

楼层高 5.4 米）。本商铺位置佳，非常适合经

营银行、通讯、医药、美容健身等商业项

目。欢迎实地看房，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

87323666 13071979607 许先生

天一广场旁
商铺业主直租

地址：宁波市兴宁路1188号 电话：87403188 日期：2017年04月13日

物资名称
热轧薄板

中板
冷轧薄板
不锈钢板
镀锌管
镀锌板
镀锌板

H62黄铜带
T2紫铜板

规格型号
Q235 3m/m
Q235 6m/m

ST12 1.0×1250×2500
304 0.5× 1000 ×C

1寸
2.0mm
0.5mm

（0.2-1.0） ×200
（1.0-6） ×400×1500

产 地
鞍钢
鞍钢
本钢
太钢

天津友发
江苏
江苏
芜湖
永康

价 格
3400
3400
3900
15000
4000

4200~4300
4500
42500
52000

联系电话
87802754
87802754
87801090
87808547
83050222
87403456
87403456
87403307
87403307

华东物资城（钢材）价格行情
锡磷青铜带

角钢
钢轨

螺纹钢
线材
槽钢

普通元钢
不等边角钢

工字钢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

（0.15-0.8） ×200
40×4
24公斤
直径20

A3，直径6.5
40# Q235
A3，直径12

75×50×6 6米
14

芜湖
唐山
永洋
沙钢
中天
包钢
永钢
唐钢
唐钢

53000
3550
4000
3520
3520
3720
3770
3570
3570

8740330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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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周
骏） 三年一共“增亮”378 个小区
20507 盏路灯。昨天，市城管市政
部门发布消息说，“照亮百姓回家
路”专项行动圆满收官，百姓的回
家夜路不仅变亮堂了，感觉也更安
全了。

我市于 2014 年起启动“照亮
百姓回家路”三年专项行动，对市
区功能性路灯进行升级改造。其中
2014年改造了117个小区的5442盏
路灯，2015年改造了 110个小区的

6043盏路灯，2016年改造了151个
小区的 9022 盏路灯。改造范围包
括原海曙区、原江东区、江北区的
大部分住宅小区路灯。

改造过程中，城管市政部门
根据实际情况，对路灯原有可用
的基础和管线进行保留，对老旧
灯杆和高能耗光源进行了替换，
通过调整灯杆高度、延长路灯挑
臂 等 ， 有 效 解 决 了 树 木 遮 挡 路
灯、登高车无处停放导致路灯维
修不便等问题；在光源上，采用

LED 光 源 替 代 传 统 的 高 能 耗 灯
具 ， 大 大 提 高 小 区 路 灯 照 明 质
量，起到了改善社区治安、降耗
减排的作用。

据悉，小区路灯升级改造后，
不但路灯亮度得到了显著提升，照
明功率也下降了近 50%。以 20507
盏的改造数量计算，每年可节约
用 电 约 300 万 千 瓦 时 ， 相 当 于
1000 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节 约 电 费 近 200 万 元 。 换 算 后 ，
相 当 于 每 年 可 节 约 标 准 煤 1200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000 吨、
二氧化硫排放 90 吨。同时，还能
够减少传统节能灯、钠灯废弃时
造成的汞污染。

结合专项行动，城管市政部门
还深入社区征集居民意见建议，对
市民提出的中山广场、镇明路、紫
薇巷、翠柏一里、汪弄社区等部分
区域照明不足问题，都一一给予回
应和解决。三年来，共为公园广
场、道路、社区义务增补路灯 233
盏。

“照亮百姓回家路”专项行动圆满收官
三年“点亮”378个小区20507盏路灯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海曙记
者站朱尹莹 通讯员池瑞辉 董
一） 什么是新样态学校？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给出的答案是：有人
性、有温度、有故事、有美感。昨
天，作为全国首批新样态学校联盟
实验区之一，海曙区启动“中国新
样态学校联盟实验区”项目，希望
通过探索，让教育回归本真，让学
校发展呈现出新样态。

中国新样态学校联盟是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组织
发起的全国公益性学校联合体，今
年 3月，海曙区入围全国首批“新

样态学校联盟”实验区，成为全国
18 个实验区之一。宁波市实验幼
儿园、宁波市实验小学、宁波市东
恩中学等 16 所学校被批准为首批
联盟项目实验学校。

“过去二三十年，我国的教育
在取得诸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三
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急功近利、
不讲科学和违背规律”，中国教科
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陈如平在启
动仪式上说，“新样态学校”的提
出，就是依托学校内在的文化基
因，结合学校自身的优势条件，在
能力范围之内，整体突出学校的优

点，打造属于自己独特样态的学
校，最终目标是为学校寻找一条基
于“整体育人、文化内生、课程再
造、系统建构”的发展新路。

近年来，海曙推出了不少措施，
让教育生态回归到“新样态”。在教
学方面，推出了规范中小学教学的

“新 38条”：提出重视学生的综合素
养，不要变相进行成绩排名；要求每
天至少安排 40分钟的午休时间，不
要总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要开放学
校的阅览室、图书馆等场所，鼓励学
生开展阅读等有益身心的活动。在
德育方面，强化品格教育，探索德育

课程的“年级定制”。在课程改革方
面，推动课堂转型，打造“主动、互
动、灵动”的“三动”课堂。

“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是为了改
变旧有的教学生态，将师生从‘分
数’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好
的发展。而这些与‘新样态’的理
念不谋而合。”海曙区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区首批 16 所实验
学校将深入贯彻“新样态”理念，
全力实施美丽校园、智慧教育、课
程再造、魅力课堂、创新管理、家
校共育六大项目，加快创建“四
有”的新样态学校。

海曙启动“中国新样态学校联盟实验区”项目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崔雨） 前晚，一组“2017 全国高校
最早最惊艳的毕业照”走红网络。宁
波本土网络大 V 纷纷转发热评，数
小时点击量高达4万人次。

网上曝出的这组毕业照来自宁
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前天，连绵
多日的春雨模式悄然而去，宁波卫
生职院护理学院学生早早拍起了毕
业照，“美小护”的毕业照或新

颖，或卖萌，或可爱，许多网友直
呼“太给力”“神速”“秒杀”。

据悉，在宁波卫生职院，护理
专业一直是香饽饽。2017年是浙江省
高考综合改革全面实施的第一年，宁
波卫生职院作为全省高职院校提前
招生首批 39所试点学校之一，护理
专业的火爆程度创全省高职院校提
前招生新高：计划招生25人，报名人
数1300人，比例高达521。

宁波一高校毕业照走红网络

一袭白衣，万朵白云。前天，宁波高教园区南区变成了准白衣天使的
乐园。 （严龙 摄）

各有关单位：
自4月17日起，我单位搬迁至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办公，原办公电话及传真均保持不变。由此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2017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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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实习
生孙佳丽 通讯员蔡朝晖） 4 月
13 日上午，阿里巴巴零售通于北
仑区中远海运仓配宁波分中心举
行宁波城市仓试运营仪式，标志
着我市与阿里巴巴的全面战略合
作进入新阶段。

阿里巴巴零售通于去年 9 月
启动城市仓项目，目前已在浙江
省设立 8 座城市仓。其中，宁波
首座城市仓于今年4月试运营。

据阿里巴巴零售通宁波地区
负责人钱成舜介绍，城市仓是集
储存、订单收发货等功能于一体
的短途配送仓储中心，能够有效
提升配送时效，保障进货商店的
优质体验，为零售店提供高效
率、有保障的一站式物流配送服
务，帮助入驻品牌商打通“最后
一公里”。

“阿里巴巴零售通宁波城市仓
的建立，将为宁波线下零售业态
注入新活力。”市商务委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未来，宁波城市仓
将为本地零售店提供性价比更高

的商品组合和及时、高效、精准
的配送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多样
化、个性化需求，推动甬城传统
零售业转型升级。

阿里巴巴零售通
首设宁波城市仓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应
红燕)病人忽然大出血，医生头戴
额镜，双膝跪地进行紧急抢救。
近日，一张李惠利东部医院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医生跪地抢救大出
血病人的照片，在我市医护人员
的朋友圈里广泛流传。

前天，这位病人的家属马女
士带着感谢信走进医院办公室，
诉说了近一年来陪丈夫在该院就
医时享受到的无微不至的医护关
怀，并对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邬振华表示特别的感谢。原
来，照片中跪地抢救病人的医生
就是邬振华。

照片中被抢救的病人老李，
因为晚期下咽癌在李惠利东部医
院接受了手术治疗。十多天前的
那个午后，老李正在病房窗台边
晒太阳读报纸，忽然他的嘴巴和
鼻子血如泉涌。“如果止血不及
时，病人有可能因失血性休克而
危及生命，也有可能因血块堵住
气管导致窒息。”闻讯赶到的邬医
生来不及思索，双膝跪地边往病
人的鼻腔里放止血药边压迫止
血，这一跪就是40分钟。

2016 年 5 月，一直身体很棒

的老李突然声音嘶哑 1 个多月，
在邻居的推荐下，他们找到了李
惠利东部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主任邬振华，病理报告显示老
李得了下咽癌，而且已是晚期。

放疗、化疗一段时间后，邬
振华对他施行了手术治疗。手术
很成功。“出院后老李需要隔天换
药，邬医生每次下班后开着车到
镇海家里来帮忙换药。”说到这
里，马女士哽咽了。

今年过年前，老李病情复发
再次入院。2月 9日凌晨 2时，他
的伤口忽然大出血，接到科室电
话，正在家中睡觉的邬振华和助
手黄医生立刻飞一般地赶到医
院，抢救 1 个多小时后，老李脱
离生命危险。那几天，邬振华需
要回舟山老家看望父母，因不放
心老李，临走他还特别同马女士
加了微信，要求她每天实时把老
李的情况传给他。“那天我发微信
稍晚了一点，邬医生就发来信息
询问了。”马女士感动地说，以前
一直认为医生和病人有隔阂，但
现在我认为医生是最值得我们信
任的，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们
病人的朋友和家人。

医生跪地40分钟
成功抢救大出血病人

图为邬振华医生跪地抢救病人。 （本报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