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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天手机连锁 持续潜心经营18年
铸就常州行业龙头

易天集团 立足常州放眼全国
战略布局卓越元年

易天集团旗下江苏易天手机连
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7 月 8
日，以“做最专业的手机零售商”为
宗旨，以全新的管理模式、完善的技
术、周到的服务、卓越的品质、优质
的售后为生存根本，旨在为客户提
供最优质的用户体验、最极致的购
物享受。十八年来，易天手机连锁
服务客户 330 万人次，全年服务客
户超 30 万人次。经过 18 年的市场
开拓及良好的运营，易天手机连锁
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两大运营商

及 iPhone、华为、三星、小米、荣耀、
OPPO、vivo、金立八大品牌厂商均
达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强强联
手开拓市场。易天手机连锁在常武
地区共设有南大街华为体验店、南
大街钟楼店、南大街苹果专卖店、常
州吾悦华为HES授权体验店、湖塘
新街店、湖塘综合市场店、湖塘三阳
苹果专卖店、湖塘三阳旗舰店、湖塘
三阳华为店、湖塘三阳 vivo 店、易
天优品新北丰臣店、新北小河荣耀
体验店、前黄联通店、南夏墅店、寨

桥店、湟里店、郑陆明都超市店、郑
陆电信店、易天机场 VIP 体验中心
等20余家手机门店。近几年，易天
手机连锁接连斩获江苏联通省级首
批 PKA 客商联盟单位、“常州电信
2017 年度优秀合作商”金奖、江苏
电信优秀合作奖、常州联通贡献钻
奖等业内大奖，得到了常州市民和
广大客户的认同和肯定。

7月8日，正是易天手机连锁成
立18周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作为易天手机的创始人，易天

集团董事长常科伟先生讲述了易天手
机的创办初衷和创业历程，并表示对
易天手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常总
谈到：“易天手机团队在面对快速变化的
复杂环境时，在技术、服务等方面积极调
整状态、快速适应，这十分值得称赞。我
们一直强调，我们经营的不是‘产品’，是
人心。十多年来，我们与中国联通、中国
电信等合作伙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伙伴关系，携手共进，共同成长。5G时
代即将到来，易天集团将深化‘平台化、
数据化、专业化、终身化’四化建设，深入
客户需求，向着更高的目标奋进！”

易天手机取得的所有成绩，都离
不开团队成员的辛苦奋斗。易天手机
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郑锦钰先生表示：

“易天集团是一个注重人才培养的平
台，我从最开始的门店销售员到门店店
长，再到如今的易天手机负责人，见证
了易天手机的一路成长，感谢所有支持
和帮助我们的家人朋友。正是有了易
天集团的开放共赢理念，易天手机才发
展得蒸蒸日上，才能从最开始的街边小
店逐渐发展成为常州销售规模最大的
手机连锁。易天手机过去18年所取得
的成绩，对于易天集团‘打造线上线下
科技生态服务平台’的企业愿景，只是
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易天
手机将紧跟集团发展脚步，积极从传统
的实体零售向新零售转型，线上线下联
动，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18 年的非凡业绩，诠释了易天手
机“客户为本、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
18 年的丰厚积淀，鼓舞着易天人在奋
斗征程上继续前行。

—
—

江苏易天手机连锁有限公司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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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街边小店的毫末嫩芽，到常州行业龙头的参天大木；从艰苦创业时的奋勇打拼，到回馈社会的践行“惠民通
讯”。十八载岁月更替，易天人初心不改，始终牢记“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在为打造
常州人民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因时而动，因势而为。18年的发
展，每一次转型升级，易天集团都紧
随时代发展步伐，立足实体经营，一
路拼搏，实现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展现了惊人的“易天速度”。历经多
年积淀，易天集团逐渐发展成为业务
覆盖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无锡、镇
江等核心城市的综合性、跨地区、多

业态的企业集团，并于今年将资源重
新整合升级，创造性地提出了“新零
售、新金融、新产业”三大战略布局！

易天集团率先在新零售领域发
力，2018年初，在易天手机连锁、阻击
兽科技、江苏龙城黄金、合作品牌阳
湖红绿色生态馆等实体经营业务的基
础上，深耕线下场景体验，采购和投资

时尚爆款、高科技等新领域产品，并结
合易天优品的线上商城优势，依靠当
前最先进的大数据工具，创新孵化出
易天新零售板块。同时，易天集团全
新打造的，地处常州新北万达商圈、占
地面积超一千平方米的易天新零售大
型体验馆，将于今年8月中旬与广大市
民见面，敬请期待⋯⋯

易天新零售体验馆，将手机通讯
（含潮品），黄金珠宝饰品，鲜活（轻食、
茶饮），有品（网红爆款、跨境日化），亲
昵（亲子、益智、跨境零售）等产品全线
升级，打造出涵盖线上商城、线下实
体、社群交流和快速物流的零售新模
式，并以常州本土为起点逐步向周边
及一线城市辐射，为广大客户提供更
全面、更快捷、更优质的消费新体验。

未来，易天集团将以“消费升
级、服务小微、科技互联、产业互动”
为方向，不断开拓进取，满足旗下各
板块业务在线上线下的经营需求，
围绕优势资源，打造生生不息的易
天生态圈。 裴宇宁

本报讯 本月 6 日起，全市户外广
告泊位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要求设置点
位，所有非公产权户外广告泊位实行空
位拍卖。拍卖方式均采用网上公开拍卖
方式，建立规范有序的户外广告发布竞
争市场。

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户外广告许
可有两种情况：公益广告、自身商业广
告、工地围挡自身广告等，按照统一的条
件、标准直接实施行政许可；经营性户外
广告泊位使用权依法应当通过公开招
标、拍卖等公平竞争方式有偿取得，并按
照规定实施行政许可。

对于公共产权的空位拍卖和由政府
投资建设实行实体拍卖的户外广告泊
位，由城管部门委托具有拍卖资质的拍
卖单位组织公开拍卖，所得成交款全部
上缴财政，专门用于市政等公共场地、设
施的维护和管理。

对于非公产权的利用自有场地、建
（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设置的经营性户
外广告，采取空位拍卖形式，由自有场
地、建（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的产权人
向城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签订合作拍卖协
议后，由城管部门委托具有拍卖资质的
拍卖单位组织公开拍卖。对于尚未到期

的户外广告泊位，等合同到期后，一律采
取空位拍卖方式进行。

值得提醒的是，一旦广告泊位拍卖
成功，买受人应按合同约定方式和期限
一次性缴纳全部成交款后，依法办理相
关手续。

户外广告泊位使用期限分两种：非
电子显示屏的广告泊位一般不超过 3
年；电子显示屏形式的广告泊位一般不
超过5年。在合同有效期内的所有广告
泊位，不得擅自转让。

对于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应每年
进行一次安全检测。到期未履行安全

检测的，由市灯光建设管理办公室提交
市城管行政执法支队，责令户外广告
设置人限期整改或拆除，逾期未整改
或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对设置期
内的户外广告设施结构有变动的，应
重新进行安全检测。同时，设置者应
加强户外广告设施的维护保养，及时
采取加固等安全防护措施。若因户外
广 告 设 施 造 成 人 员 伤 亡 和 财 产 损 失
的，由户外广告设置者依法承担相应
的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张维力 徐蘅 秋冰）

非公产权——

全市户外广告泊位均实行空位拍卖

本报讯 L 型经济走势下的企
业发展机遇、政策调控中的房地产发
展前景，围绕这两大主题，我市知名
企业家刘灿放6日走进常报集团，从
宏观形势、做强企业、稳健地产三个
层面与媒体人分享了他的见解。

这是“知名企业家走进常报集
团”系列讲座第三讲。

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家、江苏
九洲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刘
灿放，是苏南乡镇企业首批创始人，
多届省、市人大代表，同时担任江苏
省创投协会副会长、常州市创投协
会会长、常州市住宅产业商会会长
等职务。他所创办的九洲集团自
2007 年起连续被常州市政府评为

“现代服务业五星级企业”，已形成
创业投资、地产开发、资产经营、智
能制造多元化发展格局，资产总额
达百亿元。

“形势在变，但会更加好”。讲
座中，刘灿放说“变是主题”，要在 L

型经济走势中看到正在推进的高质
量发展。去年，九洲创投所投项目
营 业 收 入 达 到 101 亿 元 ，增 幅
12.12% ；净 利 润 15.7 亿 元 ，增 幅
61.83%；总资产、净资产、平均净资
产 增 幅 分 别 达 28.99% 、37.40% 、
28.96%。

“企业难了，但会更坚强”。刘
灿放说，只有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
业。市场宏大，关键要靠企业盘活
提升存量、科学转型创新。创新要
早，转型要快。要有规模，未来企业
是“留者为王，强者越强”。

“房价涨了，但会更稳健”，刘灿
放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稳中求
进，“房价大涨不太可能，大跌也不
大可能”。常州中心城区土地资源
有限，近年来开发近郊化明显，未来
有向乡镇进一步延伸的趋势。

当天，常州日报社党委书记、社
长孙泽新向刘灿放颁发常报集团智
库专家聘书。 （静文）

“知名企业家走进常报集团”系列讲座第三讲

刘灿放：经济形势在变，
但会更加好

刘灿放在常报集团作讲座。 刘克林 摄

本报讯 “虫虫世界——常州博物
馆藏精品昆虫展”于 7 月 5 日至 8 月 20
日在常州博物馆一楼临时展厅展出。这
是常博历经多年筹备而推出的原创科普
特展，展示各类精品昆虫标本300多种，
共计800余件。

昆虫是地球生命演化中最成功的生

物之一。昆虫种类繁多，目前已确认的超
过 100 万种，约占地球已知动物的 2/3。
此次常博推出的精品昆虫展共三大部分，
分别是昆虫基本知识介绍、精品昆虫欣
赏、昆虫与人类的关系。展出的精品昆虫
中，囊括了伸展长度达60厘米的竹节虫，
身披盔甲、体形硕大的长戟大兜虫，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阳彩臂金龟、拉步甲，闪耀
金属般璀璨光泽的帝王吉丁虫、青铜宝石
丽金龟等一大批世界珍奇昆虫。

此次展览，除了展出昆虫标本，观众
还能近距离观赏到 9 种活体昆虫或蛹，
分别是：独角仙、波丽梦菲斯长角花金
龟、中国大锹、竹节虫、绿巨螳若虫、柑橘

凤蝶幼虫和蛹、碧凤蝶蛹、蝈蝈、阿特拉
斯大兜虫等。

常博自然部工作人员介绍，展览旨在
通过这些大小各异、体态优美的生物，让观
众领略昆虫家族的多样与神奇，体会生命
世界的相生相克，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共创
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妙。（张如嫣 周茜）

共创人与自然和谐美妙

常州博物馆举办“虫虫世界”精品展

歌利亚鸟翼凤蝶 长戟大兜虫 彩虹锹甲 黑丽翅蜻 斯密斯叉角花金龟

（上接A1版）党建工作基础、工作方法
提炼、作用发挥等要素，制定三大类共
12 项细化考核评审标准。通过前期
初审、现场调研等环节，从214家申报
点中筛选确定了 96 家进入专家评审
环节，最终69家申报点成为首批授牌
命名单位。

入选的党性教育基地、党员教育

实境课堂、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的建设、管
理、使用情况将被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责
任清单。在实际开展中，党性教育基地、
党员教育实境课堂要运用特色教学资
源、灵活教学形式，开展直观生动党内教
育。党支部书记工作室要不断输出工作
经验、提供方法指导，通过结对帮扶、现
场观摩、经验交流等方式，实现以强带

弱、以点带面。
组织部门对各入选单位采取定期调

度、专项检查、专题调研、现场评估等方
式，了解软硬件建设、实际运行、作用发
挥等情况，持续跟踪问效。

打造党员精神家园
许巧珍工作室是首批入选的全市党

性教育基地之一。
能入选“3211工程”，得益于许巧珍工

作室善于整合资源，深度挖掘，以小阵地激
发大效应，以小支点撬动大格局，成为党员
干部对标先进、见贤思齐的精神家园。

工作室围绕许巧珍的精神品质、工
作方法和感人事迹三个维度，从她的身
边同事、社区群众中搜集生平故事、影像

资料，提炼有吸引力的教学素材，总结提
炼出老书记对待事业、对待群众、对待矛
盾等方面的“7+工作法”；坚持原址原
貌，突出“小而精”“真而实”，在社区老办
公楼的基础上修建“许巧珍工作室”，打
造有感染力的实境现场；坚持用身边人
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精心设计
实境体验、访谈教学、现场互动等环节，

创新有影响力的教学载体。
下一步，许巧珍工作室将进一步提

升工作室内涵和影响力，认真答好“老支
书精神是什么”“基层干部怎么学”“新时
代群众工作怎么做”三问，让党员干部带
着问题而来、找到答案而归，在剖析思想
中解放思想，既能感动一阵子，更能受用
一辈子。 （常组宣 宋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