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崇明区市民最满意服
务窗口”、“2018年崇明区市民最满意
服务窗口”、“2017年度中国电信集团
优秀服务营业厅”、“2017年度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崇明局‘营业先进集体’
称号”……数不胜数的荣誉，每一个
都闪亮亮、沉甸甸的。崇明电信局堡
镇工农路营业厅在上海电信营业厅
服务测评中，排名始终位列前三，保
持同行业领先。最近，从这里走出的
2名员工，又同时获得了崇明局“微笑
服务大使”奖。工农路营业厅是崇明
最大的营业厅，也是唯一一家二级营
业厅。这个由10名姐妹组成的巾帼
团队，到底拥有着怎样的力量，记者
来到营业厅一探究竟。

走进堡镇工农路营业厅，厅内
装饰了花球、欢迎光临气球，从迷你
音箱中流淌出的音乐轻柔曼妙……
等候区的软座上，坐着几位客户，有
的在喝厅内免费供应的茶水；有的
在看书架上的免费借阅书籍。

上午九点半刚过，一位顾姓中
年男子急冲冲进了营业厅。见他满
头大汗，站在门口戴着红色绶带的
引导员朱雪琴，微笑着迎了上去：

“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
帮您的吗？”原来顾先生的手机才买
了没几天就被锁住了，而他正有急
事要用手机。朱雪琴连忙帮助他进
行了手机解锁。为了让顾先生再碰
到这种情况时，能自己解决，朱雪琴
便拿出纸笔，把操作方法写了下来
交给他。见顾先生看不清字，值班
长郁春娟连忙从身旁的爱心便民箱
内，拿出了100度和200度的两副老
花眼镜，让顾先生选择适合自己度
数的眼镜。戴上老花镜的顾先生，
看到朱雪琴写的解锁攻略，眼神里
流露出来的赞赏和感激，正是对电
信导办服务的最好回馈。“微笑服
务，是一种形象，是一种修养，也是
一种工作态度。”这是堡镇工农路营
业厅所有员工恪守的诺言。

店长顾珺是堡镇人，她眼睛大大
的，开朗健谈，浑身透露着热情和阳
光。今年是她在电信营业厅工作的第
18年。她告诉记者，在营业厅，最棘
手的是处理客户情绪的问题。“一旦顾
客有情绪，就会影响整个营业厅的氛
围。”顾珺说，微笑服务不是挂在嘴边
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方
法。她每天都会利用开晨会和班会的
时间，提醒员工们要时刻注意微笑，

“只有把‘要我做’，变成‘我要做’，才
能化被动为主动，笑容也是发自内心
的。”

然而，窗口服务不总是风平浪静，
也不是仅凭微笑就能赢得所有人的认
可。对营业厅的姐妹们而言，被无理
责骂、受委屈是时常碰到的。“很多时
候，客户发脾气都是对事不对人的。
作为一名客户服务人员，关键是要学
会换位思考，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客户
心理，把‘不理解’变为‘理解’。”顾珺
常常这样对姐妹们说。

顾珺还是崇明电信局邱莉娜劳模
创新工作室的核心成员。在工作室负
责人邱莉娜（党的十九大代表、崇明电
信局实体渠道运营中心销售组织与
现场管理员）的眼中，“顾珺心态好，又
细心。管理团队十分有一套，常常会
有金点子。”为了更好地服务顾客，营
业厅还专门创建了一个微信群，有需
要的客户都可以入群。营业厅每天会
安排两位休息的员工担任微信“店小

二”，随时解答客户的问题。

前台共有5个席位，其中一位名
叫茅庆的员工在这里工作了8年。她
正在帮客户办理话费业务。她把找零
放在账单上，账单正面朝上，双手递交
给客户。“我们不希望客户有一种捡钱
的感觉。”顾珺说，这是营业厅的新创
意，接下来会使用信封来装零钱，这样
更便于顾客收纳。

在崇明区电信局的支持下，前台的
5个席位都配了桌面收纳柜，用来放置
营销规则，收纳柜有5层，每层上分别贴
有不同营销活动规则的标签，方便区分；
还配了贴有员工名字的收纳箱，用来放
日常用品，以及放文具的收纳盒。

前台的里侧有一间 18平方米的
房间。很难想象，这么有限的空间，却
承担着如此多的功能。这里既是仓
库，又是更衣室。要放监控设备，还要
腾出地方放微波炉，店长办公和大家
休息的的地方也在这里。“我们把这里
当作自己的家，任何时候来都是这么
干净。”郁春娟拿起贴有自己名字标签
的杯子说，“你看，这是我的专属杯
子。”因为杯子、杯垫都是统一的，所以
杯垫上也有姐妹们相应的名字标签，
这样不会搞混。

在营业厅的意见本上，写满了来自

客户的表扬，但是为了保护隐私，顾
客的名字都被遮盖了。顾珺清晰地
记得，有一位客户把钱包忘在了营业
厅，当时大家都不敢打开，只能干着
急。等了很久，还是没人来认领。他
们只能打开他的钱包，找到了身份
证，并到系统里查出了客户的电话。

“客户特别激动。原来皮夹里的银行
卡加上一沓厚厚的美金，竟然价值几
百万。”失而复得以后，这个客户送了
一面锦旗给营业厅，并邀请全体员工
吃饭，但是顾珺微笑着婉拒了：“这是
我们应该做的，吃饭就不需要了。”

中午，是大家一天中最放松的
时刻。姐妹们把两张桌子拼在一
起，边吃午饭，边聊工作和生活，其
乐融融。顾珺说，“我们营业厅的流
动性非常低。大家朝夕相处，情同
姐妹。”说起营业厅的姐妹们，顾珺
总是抑制不住脸上的笑意。

她清晰地记得，副店长孙丽君家
住南门，每日上下班路程不短，加上
有小孩要照顾，顾珺怕她太辛苦，便
问她是否想调换到南门去。“孙丽君
听我这样问，特别着急，说她不愿意
换，一定要留在堡镇营业厅，还问我
是不是不要她了。”孙丽君工作8年，
没被人投诉过。她不仅业务能力优
秀，画海报的水平更是一绝，店内大
大小小的海报都是出自她手。每当
营业厅急要海报，孙丽君都会主动要
求带回家赶工，第二天总能交出满意
的“答卷”。

在顾珺看来，“平时大伙可以嘻
嘻哈哈打成一片，但是该严格的地
方必须严格。”营业厅的考核机制十
分严格：吃到一个投诉扣50块，第
二个100块，以此类推。“如果罚得
不痛不痒，其实没有什么用的。”

为了更好地提升团队的综合素
养，顾珺会定期组织姐妹们去图书馆
看书充电。每月还会开展不同主题
的活动，比如，去年七夕节，姐妹们扮
成七仙女，为客户献花。接下来，营
业厅计划在重阳节那天，联合崇明区
电信局邱莉娜工作室，一起去月亮湖
老人院，为老人进行手机使用讲解。

一个相互支撑、你追我赶的团
队，一个不满足于既有成绩、不断寻
求新挑战的团队，注定会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

微笑服务微笑服务：：专业的工作态度专业的工作态度

□ 记者 郭杨如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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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窗口有点这个窗口有点““暖暖”” 让公益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
□ 记者 姚红梅

本报讯 近日，由区民政局主办的
“2018崇明公益伙伴日”主题活动在
城内宝岛世纪园广场举行。

本届公益伙伴日以“不忘初心，为
爱前行，让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
主题，现场邀请9家行业领军社会团
体参加，通过公益服务、公益展示、公
益互动等形式进行宣传。

活动伊始，志愿者队伍就出发了，
沿路以公益宣传的方式在中心城区往
返骑行。而在广场搭建的展位及展板
前，展示了富有趣味的爱心公益小故
事、精巧的公益手工艺品，不时有市民
前来咨询交流。来自新华癌痛转化研
究所的工作人员更是在现场做起了公
益——免费为市民测血压、测血糖。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
动共分 3个模块，时间持续一月左
右。除了当天主会场的活动外，还将
在各个区域推行“公益四进”，即公益
进商区、公益进校区、公益进社区、公
益进园区，陆续开展张贴宣传标语、开
展各样公益活动等不同形式的活动。
这一系列的活动，旨在倡导“人人公
益、处处公益、随手公益、快乐公益”的
公益生活方式，营造“公益是一种生活
方式”的良好社会氛围。

区民政局开展“2018崇明
公益伙伴日”主题活动堡镇工农路营业厅：2018年崇明区市民最满意服务窗口

今年8月，崇明区农业委员会执
法大队举办了“依法治市，共建生态
岛”崇明区农药管理知识竞赛。活动
开展以来，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响应，踊
跃参与。根据竞赛规则，现将获奖名
单予以公布。

一等奖 陆雅琴
二等奖 施杨英 黄钰峰 沈琦安
三等奖 陆超 宋真锴 陈明涛 沈

熙 沈庆丰 苏佩华 施振标 龚品朝
刘培菊 沈佳

优胜奖 袁品玉 沈婕 陆玉兰
顾玉芳 杨晓君 陆慧丽 黄洪星 袁品
娟 张林亮 陈卫丽 袁静 吴秀兰 伏
玉莲 陈浩 沈形忠 沈雅英 黄纤茜
袁永平 彭琴琴 杨皓天 邬利明 袁永
安 吴川 邬士煊 袁瑜 陆宇一 苏德
培 董亚亚 杨浩 施美芳 杨伟伟 张
兵 沈旦忠 施玉华 黄益琴

（竞赛工作人员会与获奖者联系，
送出奖品）

（上接1版）区政协成立了6个专项民主
监督工作组，组织政协委员分赴全区18
个乡镇开展3轮集中监督视察。政协委
员们走访了村居民代表、垃圾分类收集
员代表、市容市政管理等一线工作者，听
取了各乡镇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和主要
做法，以及在推进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察看了村居、企业、商业街、菜场、

湿垃圾末端处置站等点位110个，座谈
35场。共有260人次政协委员参与监督
视察活动，收集有关问题、意见建议100
多条。

6月下旬，区政协各监督工作组
又分赴各乡镇开展暗访监督，进一步
查找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中存在的
隐性问题，形成了专项民主监督报

告。报告肯定了本区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存在缺
乏全局统筹、规划布局不够科学合理、
运作模式面临持续性考验等问题，并
提出工作建议。

李政在听取情况通报后说，区政协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民主监督立足大
局、主题鲜明、视野宽广、建议务实、针对
性强，对政协委员认真履行监督职能表
示感谢。他指出，各级政府部门和乡镇
要认真吸纳专项民主监督的成果，对照

短板，排摸分析，抓紧成果落地生花。
李政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

作是民心工程、民生工程、名片工程，
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崇明要有更
大的责任担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工作，做到建管并举，广泛动员，创
新机制，努力取得工作新实效。希望
政协委员们发挥自身优势，为崇明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开展积极建言
献策，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贡献
更多智慧力量。

（上接 1版）到 2020年，一个以水、
土、林、气态势综合研判为特征的
生态智脑基本建成，全岛生态流程
决策从标准化向智能化转变，实现
水、土、林、气等关键自然资源的全
领域统计，绿色生产全过程监管，
绿色生活全天候感受，绿色生态全
要素对标。

李政在听取介绍后说，横沙率
先启动“生态智联大脑”建设，具有
标杆和示范意义，今后，崇明三岛
将陆续开展智能管理平台建设，把
生态智联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纳
入到统一的平台，实现智慧联网，
更好地实现城乡智能化、精细化管
理，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崇明三岛将陆续开展
智能管理平台建设

把民心工程做得更好更到位

“依法治市，共建生态岛”
崇明区农药管理

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 崇明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

（上接1版）学校操场等场地，了解师资、
硬件等资源配置以及学生学习、住宿生
活情况。2016年，崇明在全市率先试点
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工作，为
孤儿、留守儿童等家庭教育严重缺失的
学生构筑一个温暖的新“家”。今年新学

期，三烈中学和竖新小学成为新一批寄
宿制学校，至此，崇明本岛寄宿制学校达
到6所，实现了东、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的全覆盖。

唐海龙走进教室，与学生亲切交
谈，“住得习不习惯？”“学习怎么样？”

听到学生说学校为他们妥善安排好了
一切、在这里很开心，唐海龙勉励大家
努力学习、成长成才。考察中，唐海龙
表示，在全市范围内，义务教育阶段寄
宿制学校是崇明特有的。学生24小
时在校，学校责任重大，希望学校加强
学生教学、住宿管理，保障学生的身心
健康和学习质量。

随后，唐海龙一行来到上海市工
程技术管理学校竖河校区，详细了解
学校相关课程开展情况和学生学习情
况，仔细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学校教
学工作的介绍。考察中，唐海龙还向
学校教师代表张斌、姚永佳送上鲜花，
祝他们节日快乐，并通过他们向全校
教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祝福。

抢抓机遇 主动邀约生态岛建设世界级选手
（上接1版）加快生态发展面临的难得
发展机遇。他指出，当前生态岛建设
处处充满着生机与商机，希望这些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企业能够深度参
与到地铁小镇等重大项目中来，共建
共享生态岛建设成果。各家企业对崇

明坚持不懈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充分肯定，表示这与企业追求高质
量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并表达了开
展下一步合作的强烈愿望。

此次考察也取得了初步成果，崇
明与6家企业都形成了合作意向，并

与华润置地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初步确定了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盘活利用农村优势资源、发展都
市现代农业、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建
设、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合
作内容。

深情九月 难忘师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