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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调研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并主持项目现场办公会
本报讯 11 月 23 日， 娄底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徐勇率领市发改委、住建、国土
等市直部门及娄底经开区主要领导调研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项目并主持
召开项目建设现场办公会。
徐勇一行先后调研了娄底新合作湘
中国际物流园大宗陶瓷展示交易中心、多
式联运中心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了项目规
划、 项目建设及招商运营等相关情况，对
项目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项目现场办公会上，徐勇表示，娄底新
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是娄底商贸物流企
业的领头羊，项目的建设对推动娄底经济
转型发展、物流产业升级意义重大；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想项目之所想，急项目之所
急，通过全方位服务，着力解决影响企业
发展的问题。 鉴于大宗陶瓷展示交易中心
项目大、竣工验收涉及部门多、程序复杂，
会议决定，开辟“绿色通道”，精简流程，全
力支持，确保项目验收早日通过，早日投
入运营，为娄底地方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娄底新合作 旷森培）

河南新合作孟州店
举行陈列比赛
本报讯 11 月 10 日， 河南新合
作孟州店举行了创意陈列比赛， 各
部门员工踊跃参加， 用智慧和灵巧
的双手摆出了一幅幅美丽的陈列作
品。
本次陈列比赛不限形式、 不限
商品， 作品创意新颖， 色彩搭配合
理，不仅有视觉冲击力，而且让顾客
有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 经评
选，《薯愿城堡》、《节节高升洗洁精
地堆》、《加多宝宝塔》 三个作品，突
出了品牌亮点和形象， 分别获得了
一、二、三等奖。
（河南新合作 党闪闪）

泰山新合作举办
超市门店综合知识测试

兖州新合作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11 月 7 日， 兖州新合作公司
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传达学习了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就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这次全
会的鲜明主题。 从严治党的重点，就要做
到管理全面、标准严格、责任分明。 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是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任何一名党
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成就大小，
都必须自觉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自觉

十堰新合作知识性
蔬菜价格牌贴近民心
本报讯 近日，十堰新合作
各门店蔬菜区的价格牌焕然一
新，与以往只写“蔬菜价格”和
“产地”不同的是，增加了“商品
常识”内容，让小小的蔬菜价格
牌充满了知识性和实用性。 如
“品名：花菜；产地：陕西；商品
常识：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及矿
物质， 尤以维生素 C 的含量特
别突出，是一种粗纤维含量少，
品质鲜嫩， 营养丰富， 风味鲜
美，人们喜食的蔬菜。 ”“品名：
蒜苗；产地：十堰；商品常识：含
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蛋白
质、 胡萝卜素、 硫胺素营养成
分， 辛辣味比大蒜轻， 无刺激
性， 它所具有的蒜香能增加菜
肴的香味，常作为蔬菜烹制，炒
回锅肉时更是不可少的配菜。 ”
这样的蔬菜价格牌， 方便了顾
客对蔬菜特性的了解， 让顾客
在挑选蔬菜时， 通过价格牌上
提示的各种蔬菜的营养成分来
搭配品种， 引导消费者科学饮
食，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接受党内监督。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
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把学习《准
则》《条例》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结合起
来，及时制订学习计划，组织开展专题讨
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上
来，努力形成学习宣传六中全会的浓厚氛
围，全面做好今后各项工作。
11 月 10 日—15 日，公司各党支部纷
纷召开专题会议，对会议精神进行贯彻落
实。 大家一致认为，要以深刻领会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更加
深入地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质量发展、质
量安全的重要论述，确保把全会精神体现
在从严治企的每一项工作中；要结合“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让全会
精神在干部职工中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要从经营工作实际出发，结合当前的重点
工作落实，对照年初目标责任书，查漏补
缺，务求实效，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
任务。
（兖州新合作 肖敏）

兖州新合作开展优质服务提升现场培训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标准化服务规范，改进
提升各岗位员工工作作风，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
务水平，近期，兖州新合作开展了优质服务提升
现场培训活动。 活动分为学习动员大会、工作现
场会、分享交流会和总结表彰会四个环节。
10 月 26 日，学习动员大会在大卖场拉开
了活动帷幕， 兖州新合作大卖场管理人员、业
务骨干和优秀员工约 200 余人参加会议。 公司
副总经理王善清具体阐释了优质服务的含义，
强调了优质服务的重要意义， 并号召各区域、
各岗位人员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期待优秀服
务典型在此次活动中脱颖而出。
在随后的活动中，工作现场会将主要由主

体经理及业务经理担任培训师， 为各主体主
任、店长及员工培训服务的责任和意识方面的
内容；分享交流会将由在本次活动中脱颖而出
的优秀员工代表分享个人服务案例和身边服
务典型事迹；总结表彰会将对优秀服务典型个
人及单位进行表彰奖励。
本次培训活动， 采取现场培训的方式，更
直观、更亲切，让员工们面对面就能进入到“比
服务、比学习、比提高、比进步”的各种比、学、
赶、超的学习氛围当中去，是兖州新合作公司
在加强服务规范管理，实施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机制的又一次突破。
（兖州新合作 王景）

东台新合作组团赴河南胖东来超市参观学习
本报讯 今年以来， 东台新合作公司业
绩经营形势大好，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经营
管理水平， 提升新合作在当地的形象和美誉
度。 从 8 月 27 日至 10 月 22 日， 公司先后
组织班子成员、 部门负责人、 城区店长分三
批赴河南许昌胖东来超市观摩学习、 跟班体
验。
参学人员带着各自的侧重任务去学习，
回来后， 公司组织座谈交流会， 学习者以书
面汇报的形式分享学习体会， 从中对照找差
距， 思谋改进措施。 通过参观学习， 胖东来
超市的企业文化、 布局设置、 操作流程、 现

场管理、 服务理念、 经营策略等方面都给大
家以全新的启示， 特别是胖东来劳动店给学
习者很大的触动， 这家只有 1000 平米的生活
超市门庭若市， 有极强的聚客能力， 更值得
学习借鉴。 目前，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对照
学习体会， 我们正从两方面着手进行整改提
升， 一是将城区景范店作为样板店， 逐步进
行布局调整、 增扩品类、 强化服务等， 将该
店打造成本土一流的社区生活超市； 二是从
11 月 15 日起对所属各门店推行实施货架编
号、 库区定位管理， 逐步实现定位定品管理。
（东台新合 作常虹）

本报讯 11 月 25 日 -26 日，泰
山新合作公司举办超市门店主管以
上管理人员和乡镇门店 2 年以上营
业员综合知识测试， 旨在考察门店
员工的管理知识和岗位综合知识 ，
测试内容主要包括企业文化、 柜台
纪律、商品专业知识、门店管理及基
本财务知识等， 考试根据不同员工
的岗位特点，内容侧重有所区分。 考
试分三场进行， 共计有 259 人参加
了考试。
考试中， 全体参考员工态度认
真，现场纪律良好。 公司人力资源部
总监明环表示，通过考试能够较好地
了解参考员工对岗位综合知识的掌
握和理解情况，考试结果将会作为员
工岗位匹配及晋升的考核标准之一。
考试结束后，员工普遍反映本次考试
内容全面、重点明确，借助本次考试
的契机，更好地对自身的岗位专业知
识进行了查缺补漏。
（泰山新合作 韩静蒲）

娄底新合作公司组织
会议服务礼仪培训
本报讯 11 月 18 日， 娄底新合
作公司邀请娄底华天大酒店资深礼
仪教师对公司会务相关人员开展会
议服务礼仪培训。 培训课上，培训老
师就接待服务过程中所涉及的会务
接待礼仪、会议及用餐座次安排等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就接待过程
中的站姿、服务动作、语言等进行了
规范演示，参训人员踊跃提问，现场
互动积极。 课后，参训人员一致反映
此次培训内容实用丰富， 针对性强，
对个人整体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的
提升有很大帮助，将全面运用到以后
的工作实际中。
（娄底新合作 旷森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