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朋友聊天我喜欢使用固定电
话，朋友们都说我落伍，还说“固
定电话现在没什么用了，手机、电
脑都可以通话、聊天”。但对我来
说，固定电话的作用大着呢，它帮
我“固定”了一批又一批客户，不
仅让我小小的美容店生意兴隆，而
且让我成为客户心目中最可靠、最
有诚信的小老板。

话得从四年前说起。我大学时
学的是管理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公
司上班，但不甘寂寞的我却对美容
十分感兴趣，常常在家里研究，业
余时间便看书学习，好几次还偷偷
跑到美容店去“偷师”。2014 年我
辞掉工作，在一个高档小区租了一
间门面，开了一家小小的美容店，
自己当起了老板。开业没多久，电
信公司的人就上门来了，问我要不
要装宽带和固定电话，宽带肯定要
装的，没有网络怎么了解天下大
事。固定电话？我想已经有手机
了，还是算了。电信公司的人还向
我推荐了套餐，说是宽带、手机和
固定电话打包十分优惠。我有手
机，装固定电话有什么用？再优惠
也不装。

亲戚朋友知道我开店了，纷纷
前 来 捧 场 ， 还 介 绍 一 些 客 户 过
来 。 我 的 美 容 店 迎 来 了 “ 开 门

红”，但让我纳闷的是，来我这儿
做美容的客户很少办包年卡。我
介绍了许多包年的好处，如价格
优惠、产品免费等等，她们就是
不动心，都以“先做吧，看看再
说”而推脱。

一次，一位老客户无意间说了
这么一句话：“你的产品好，手法
好，我们很愿意到你这儿来，不办
包年是因为对你有些不放心，因为
你没有固定电话，不知道你在这儿
能不能做长久。以前这儿开过理发

店、干洗店，都是时间不长就关门
了，干洗店关门时还把人家的衣服
给卷走了。”我说：“既然开了，就
不会轻易关掉的。”她说：“你这家
美容店连固定电话都不装，给我们
的感觉是说走就走的店，如果办了
包年，钱不就扔到水里了？”

经这位客户点拨，我才知道，
一部固定电话在客户眼中竟然如此
重要。我上大学就有手机，工作后
单位有固定电话，但自己从来都觉
得固定电话可有可无，没想到由此
带给客户的感觉是“不固定”。当
天我就到电信营业处申请装固定电
话，营业员知道我开店的，还帮我
选了“吉祥”号。回来后，我请广
告公司制作了有醒目的固定电话号
码的新招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装了一部电话后，我的包年客户数
猛翻了两番，营业额也不断上升。
不仅如此，固定电话还方便了我与
客户的沟通联系，有的客户来之前
喜欢和我预约，免得等候时间过
长，有的客户有事不来也会打个电
话告诉我，或另约时间。总之，一
部固定电话对我来说投入不多，我
办了宽带、手机、网络电视三种业
务合起来的融合套餐，固定电话与
手机共享通信费，花费极少，但固
定电话却为我带来了固定的客户，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中国电信固定电话系列报道之四：

固定电话帮我“固定”了客户

1、1913 年，由王匡伯等集资创
办的宁波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四明
电话公司）首装 200 门磁石电话交
换机开通，标志着宁波市内电话诞
生。

2、1929 年 ，宁 波 开 通 长 途 电
话，并成为长途电话分局。

3、1931 年，乡村电话所成立，
并开通 20门磁石电话，专营乡村电
话。

4、1972 年，宁波首次引进 2500
门步进制交换机，固定电话开始进
入自动化。

5、1985 年，宁波首轮引进程控

电话交换机，拉开了建设现代电话
通信网的序幕。

6、1991 年，引进长途自动交换
机 4010端，从此固定电话实现了传
输数字化、交换程控化。

7、1993 年，鄞州区 660 个行政
村实现了村村通电话目标，属全省
第一。同年宁波固定电话升 7位，成
为国内率先实行固定电话升 7位的
城市之一。

8、2001年，宁波固定电话升8位。
9、2016 年，宁波固定电话接入

全面使用光纤传输，程控电话退出
历史舞台。

宁波固定电话发展历史

客户正在体验固定电话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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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城电子区经营产品涵盖 IC集成

电路芯片、二三极管、可控硅、电阻、

电容、电感、电线、线束、接插件、继

电器、IGBT、MOS管、机箱、电源、焊锡

材料等电子元器件及仪器仪表、工具、灯

具、安防等相关产品，欢迎惠顾！

地址：宁波市新天路555号

（宁穿路与世纪大道交汇处）

电话：87805777

华东城电子区

为配合世纪大道高架快速路主体结构施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有关
规定，决定自 2017 年 5 月 3 日起至 2017 年 7 月 15 日止
(预计)，禁止机动车在世纪大道(环城南路-兴宁路)由南
往北通行。受限车辆可通过东苑立交匝道、环城南
路、海晏南路或沧晦南路绕行。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
和生活，并根据现场交通标志及管理人员指示自觉遵
照执行。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2017年4月25日

关于世纪大道(环城南路-兴宁路)高架
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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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王
璐）打赢“蓝天保卫战”，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是关键。宁波率先在全省开
展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去
年投入 11.2亿元，治理企业 212家，
削减 VOCs6568吨，“泄漏检测与修
复”（LDAR)技术实现石化、化工企
业全覆盖，杜绝废气“跑冒滴漏”，年
检测点位超过 184 万个。这是记者
从昨天召开的全省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现场会上获得的消息。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宁
波 VOCs治理率先迈入深度治理阶
段。”市环保局副局长郑玉芳说，去
年开始宁波 VOCs 治理“再升级”，
计划用 3 年时间，对全市石化、化

工、印刷、涂装等12个行业的700家
企业开展新一轮治理。到 2018 年
底，全市工业企业 VOCs 污染物排
放量较 2014 年削减 30%以上，实现

“化工企业厂界无异味，重点行业
全覆盖”的目标。

“苯乙烯储罐尾气利用液氮的
低温将产生的尾气液化冷凝然后回
收再利用”“塑机喷漆废气采用水旋
除漆雾、活性炭吸附浓缩、催化氧化
等处理达标后通过一根 20 米高排
气筒排放”……昨天，省环保厅和各
地环保部门负责人分别参观了宁波
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海天塑机
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的 VOCs 治
理。“宁波 VOCs治理经验值得在全

省推广。”省环保厅一位负责人说
道。

VOCs治理的“宁波经验”究竟
是什么？郑玉芳介绍，宁波按照“五
个一流”的标准，从源头出发，开展
全过程治理，并将重点放在 VOCs
的无组织排放上，有针对性地在全
省率先实施 LDAR 技术的推广，并
将 2 亿元财政资金用于企业补助；
科技治污，采用国内最先进的在线
监测设备，24 小时实时监测，全市
已建和在建的 VOCs在线监测监控
装置 154 套；精准治污，700 家企业
实施“一厂一策”治理，33名国内专
家提供智力支持。

治理废气离不开环境监管。我

市已建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立
体式 VOCs监管体系。镇海、北仑和
大榭等化工集聚区已建成大气环境
特殊因子自动监测系统，其中镇海
建成了全国一流的监测监控中心。
今年年底该中心将完成约 260套企
业排放口及厂界 VOCs在线监测监
控装置建设，明年将实现对宁波石
化区全区域立体面源监控设施建
设。

据悉，今年我市将再投 15 亿
元，完成全市石化、化工、印刷、涂装
等 行 业 350 家 企 业 的 治 理 ，削 减
VOCs10000 吨。7 月 1 日前，全市石
油炼制、石油化工和合成树脂行业
将达到新标准的特别排放限值。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宁波经验”全省推广
今年我市将再投15亿元治理企业350家削减VOCs10000吨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米
兰 罗雨辰） 近日，宁波东力股份
有限公司的 3名专业技术人才通过
了企业自主评审，顺利获得工程师
职称。这是江北区继金田铜业企业
自主评审试点以来，首次在区内企
业进行推广。

江北区通过开展企业职称自主

评审，把选才、用才的“指挥棒”
交到了企业手里。需要什么样的人
才，企业可以比照自定的标准进行
筛选，“拿到了这个评价权，企业就
会更加注重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
设。”市人力社保部门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金田铜业是全市

首批开展自主评审的试点企业之
一，近年来累计有 26 名企业内部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通 过 评 审 获 得 职
称。金田杰克龙公司副总工程师
黄水清于 2015 年通过企业自主评
审取得工程师职称，此后，由黄
水清主导和参与的实用新型专利
达 17 项 ， 主 导 开 发 的 前 置 过 滤

器、轴流式减压阀等产品顺利通
过卫生部检测，填补了国内该类
产品的空白，主导开发的球阀、
闸阀、截止阀等六大系列产品，
近两年销售额超过 5000 万元，为
公司的持续增长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

江北区人社部门负责人认为，
“职称评审要以促进人才开发使用
为目的，要克服传统‘唯学历、唯
资历、唯论文’倾向，科学客观公
正评价专业技术人才，让专业技术
人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耕专业，
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和获得
感。”

把选才用才的“指挥棒”交给企业

职称自主评价激活人才资源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周浩） 全球知名的高等教育评估机
构 Eduniversal(环球教育)近日发布
了全球最佳商学类硕士项目排名，
麻省理工学院供应链管理硕士项目
被评为供应链领域的世界第一。宁
波 （中国） 供应链创新学院作为市
政府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建立的中
国第一个供应链创新学院，其硕士

课程体系与麻省理工学院获评世界
第一的供应链管理硕士项目完全一
致。

麻省理工学院供应链管理硕士
项目在过去 20 年培养了众多优秀
的供应链管理人才，并成为麻省理
工学院全球供应链与物流卓越网络
研究生课程的典范。该项目之前已
经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运输和物流

中心、西班牙萨拉戈萨物流中心和
马来西亚供应链创新学院开设，宁
波 （中国） 供应链创新学院的研究
生课程也将于今年秋季正式启动，
项目核心课程全部由麻省理工学院
全球供应链与物流卓越网络的一流
师资担任。

从麻省理工学院供应链管理硕
士项目 2016 级的就业数据来看，

超过90%的学员在毕业时得到多个
工作机会，有的学员甚至在就读的
第一个学期就收到了 3 至 4 个工作
机会，应聘后年薪与他们入学前相
比平均增长了85%，国际学生的年
薪平均增长更是高达200%。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比
以往更需要供应链领域的人才帮助
他们在竞争中保持优势。随着越来
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拓展业务，
并将中国作为其供应链的重要组成
部分，高素质的供应链管理从业人
员 将 是 未 来 国 内 急 缺 的 人 才 之
一。”宁波 （中国） 供应链创新学
院院长刘少轩教授表示。

麻省理工供应链管理硕士项目获评世界第一
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硕士课程体系与该项目完全一致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沈琼云 沈媛） 近日，北仑梅
山街道顺利通过“宁波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特色小镇”创建资格评
审，以梅山舞狮为特色非遗项
目，成为市首批非遗特色小镇创
建单位。

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充分发挥典型的示
范、带动作用，不断提升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水平，市文广

局开展首批“非遗特色小镇”创
建，增强非遗活动和文化产业融
合。

梅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匡新泉
表示，借助新兴旅游休闲文化发展
的时机，梅山将深度融合民间文化
与海岛休闲文化，实现“非遗特色
小镇”与“滨海休闲小镇”“海洋金
融小镇”同步发展，提升传统文化
的时代高度，让非遗项目成为梅山
新区的一抹亮色。

梅山通过市首批
“非遗特色小镇”创建评审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海曙
记者站张黎升 通讯员舒沁） 昨
天下午，海曙区青春治水“河小二”
先锋志愿基地成立，宁波大红鹰学
院、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
万名“河小二”加盟，为该镇剿劣攻
坚战注入了新生力量。

据悉，在今年年底前，高桥
镇要完成辖区 18个劣 V 类小微水
体的剿劣任务，完成辖区 189 个
入河排污口的全面整治，明显改
善辖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时间紧

迫、任务艰巨。这次成立青春治
水‘河小二’先锋基地，是希望
能借助大学生团体这一坚实的青
春力量，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助
力高桥加快绘就一幅青山绿水的
画卷。”高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能亲身加入到这场剿劣
攻坚战中，来自宁波大红鹰学院
大二的学生朱雯铟感到责任在
肩，她说：“我们一定要当好治水
护水的践行者、推动者、宣传者和
监督者，开展一次植绿护绿，提出
一个治水建议，做一场护水宣传，
甚至从自身做起倡导绿色环保的
生活理念，并且结合自己的专业特
长，在治水志愿行动中贡献自己的
青春力量。”

高桥成立
“河小二”先锋志愿基地

昨天上午，在海曙区信谊小学第十二届运动会上，全员广播
体操、风火轮、跳大绳等团体性比赛项目，让全校870多名师生及
近百位家长兴奋不已，一起享受家校互动带来的快乐。图为301班
师生与家长一起进行集体跳绳比赛。 （严龙 吴晨媚 摄）

家校互动乐融融

“河长助理”
剿劣忙

昨天，浙江纺织服
装职业技术学院环境监
测与控制技术专业的大
学生“河长助理”与北仑
区小港街道下邵社区志
愿者在直下河采集水样
检测水中的氨氮含量，
为该辖区剿灭劣Ⅴ类水
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通 讯 员 索向鲁
记者 厉晓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