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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在这样的信念下，这位来自北方
的气质女孩焦杨来到了 “领读中
国”的舞台，
用她的声音带来书本
的力量，
充实大家的情感。在“领
读中国 晨念厦门 看见未来”大
型公益诵读活动中，让我们来领
略一下交通银行厦门分行 “招牌
主持人”焦杨的声音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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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荣获交通银行总行
!公 司 机 构 客 户 金 融 服 务 方
案"优秀奖#荣获!闻声如面"
交银朗读大使评选广东赛区
个人一等奖$总决赛季军$最
佳台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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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特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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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理论创始人艾)里斯
和特劳特先生用轻松幽默 的
语言向读者讲述了通向 成功
的方法% 面临人生转折点时要
采取 的态 度**
*机 会 来 了 就
要奋不顾身地抓住它% 人生中
有 ! 匹马+ 找到一匹好马+你
的人生将会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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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杨是一个地道的北方女
孩，从小就对银沙碧浪的海滨城
市充满向往，因此毕业后便加入
了交通银行厦门分行，先后从事
综合柜员、理财经理、对公客户经
理、
监察等工作。经过不同工作岗
位的锻炼，焦杨拥有了良好的工
作心态、踏实努力的工作作风、交
行招牌式的微笑和贴心服务。
“心中有服务，以客户为中
心，
自然也能收获回报”。在工作
中，焦杨用心对待每一位客户，成

为许多客户的朋友。记得刚刚从
事柜台工作，由于不太适应工作
环境，她脸上过敏红肿，这对于一
个爱美女孩来说，可谓是雪上加
霜。但是，让焦杨感动的是，那段
时间里，许多客户主动为她提供
药方，送来药膏，帮她想办法解决
过敏红肿的问题。焦杨说，
虽然是
小事，但客户带来的温暖一直感
动着她，她一直铭记在心，心中多
了一份感恩，也多了一份进取，让
她在工作中更加用心服务每一位
客户。
工作上认真细致，业余爱好
主持、朗诵的焦杨还积极参与厦
门交行的各种文化活动，她多次
主持行内开业、技能竞赛、晚会等
大型活动，
成了厦门交行的“招牌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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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父亲影响，焦杨从小就喜
欢看书，尤其偏爱历史类的书籍。
父亲从小就给她讲述历史故事，
陪她一起看《雍正王朝》《康熙王

朝》等历史大剧。焦杨说，
长大了
慢慢发现，每本书都藏着一种情
怀，一种令人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的情怀。
“好看的面孔千篇一律，
有趣
的灵魂万里挑一”，焦杨认为，气
质不同于外貌，是岁月长期积淀
而成的，也会随着我们的阅历、心
态、
眼界而改变。阅读能够提高我
们放眼世界、明辨是非的能力，很
多时候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解
决问题的办法，常常来自于我们
的知识储备和阅读积累。焦杨说，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读书不是
为了应付外界需求，不是为了别
人，而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明白事
理的人，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
人，
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现在很多人用手机看明星八
卦、社会热点、传奇故事，但真正
吸取的营养并不多。焦杨认为，
领
读中国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
重新拾起书本，用声音去感受书
中流露的情感、揭示的真谛，不断
沉淀和充实自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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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各大企业提供专业的全球化
通信服务，以及互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产品服务的高新技术
企业。
“目前集微科技自主研发的
<HIJ cde
自助式企业通信服务平台——
—大
象能力平台，
可以为用户提供自助
拨打客服热线寻求帮助，已
使用、充值、查询账单及调用详情
成为解决商品服务问题的常用方
等云通信服务。
”厦门集微科技有
式之一；短信信箱里，也常收到第
三方平台的短信取件码、验证码、 限公司负责人胡淑清告诉记者。
集微科技提供的以物联网
活动优惠信息等；快递员只要扫
卡、物联网平台、物联网产业支撑
描电子面单，物流信息和配送人
的一体化物联网服务，目前已被
员信息就能实时追踪、
查询……
应用在移动POS机、扫描枪、出租
足不出户，却可以360o无死
车调度及智能抄表等多个领域。
角欣赏博物馆珍藏的文物，仿佛
截至目前，集微科技已为多
文物就在手中；网购时，只要轻轻
家知名企业提供企业通信服务，
点击和移动鼠标，就能将商品的
有效推动了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
细节和材质看得一清二楚，仿佛
的跨界结合。集微科技基于互联
商品就在眼前……
网、物联网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今天，我们走进这两家第十
对互联网科技、电商、游戏、视频
七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等众多企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支
的参展企业，一起探秘企业的高
撑作用。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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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集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虚拟现实（VR）是当下一项

炙手可热的仿真技术。厦门翔安
的十一维度（厦门）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出一个在线虚拟
现实（WebVR）开放平台，在线
即可体验VR技术。
在平台上，小到一颗苹果、一
朵花，大到一栋建筑，每个物品都
有一个二维码，手机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全方位查看该物品。
“通过这个平台，
即使没有学
过VR技术的人，也可以快速上
手、
快速创作出VR产品。
”公司创
始人余海箭表示，该平台可以提
供快速学习通道、快速创作工具、
在线数据共享及在线分发接口等
功能，目前已聚集大量虚拟现实
内容，可广泛应用于VR文博、
VR
电商、
VR教 育 、
VR医 疗 、
VR地
产、
VR展馆、
VR旅游、
VR广告及
创意设计等。
在VR文博方面，目前十一维
度公司已为甘肃省博物馆、青海
省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搭建了数
字展馆；在VR医疗方面，已为多
家高校、企业创建数字医学资源
库；
VR电商方面，与京东、淘宝等
电商巨头合作，打造AR视界；
VR

教育方面，与厦门大学生命科学
院联合开发漳江口红树林植物学
实习虚拟仿真项目，入选国家级
虚拟仿真项目。

据介绍，该公司正在创建全
球最大的VR商品展示库和全球
最大的VR内容素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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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前到账） OPQRM云顶北路 842号市行政服务中心
四楼信息发布大厅 21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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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 1万元 /套
需在 7月 1日 16
:
30前到账） OPQRM云顶北路 842号市行
政服务中心四楼信息发布大厅 20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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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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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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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mnM体育中心综合楼 4楼、5楼、7楼，每层独立招租，
面积均约 5
44m2，底价均为 2
7
401元 /月，期限均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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