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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作集团召开安全管理工作会议
本报讯 8 月 25 日，新合作集团召开安
全管理工作会议， 集团公司总裁郝彦领出
席会议， 会议由集团公司常务副总裁高国
进主持。 会议传达了《关于 2015 年北京国
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和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
活动期间在京党政机关内部安全保卫工作

的通告》等安全文件精神。
郝彦领对公司安全管理工作提出要
求，一是要充分认识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安
全生产无小事，尤其像我们这样拥有高度密
集性人群场所的企业， 一定要高度重视，强
化责任，严格管理。二是要层层传达、抓好落
实，各分管领导要按照公司下发的《关于做

好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所分管
企业安全生产的检查、督察工作，保证公司
经营安全、生产安全、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三
是做好安全排查工作。 各公司、各部门要认
真做好商场、 工地等场所的安全排查工作，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消除安全隐患，掌握工
作主动。
（集团电商业务部 皮君丽）

新合作集团总部党支部开展支部学习活动
本报讯 9 月 1 日， 新合作集团总部党
支部召开党员组织生活会， 会议由总部党
支部书记李亚萍主持，总部在京党员 20 余
人参加了会议。
按照会议议程， 会议首先组织全体党
员共同学习了总社党组书记、 理事会主任
王侠在总社“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及动员
会上的讲话， 以及 《供销集团“三严三
实” 专题教育工作实施方案》， 要求全体

党员牢记“三严三实” 深刻内涵， 立足本
职， 体现出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集
团公司总裁助理张海燕传达了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 集团总部党支部书记李亚萍传达了王
侠主任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六次代
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通过学习，党员们对“严以修身、严以

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
要实” 有了深刻的领会， 对于总社提出的
“把握作风建设命脉” 有了明确的认识，表
示要“坚守共产党人精神高地”，立足于本
职工作，积极发挥“担当与奉献”精神，做到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注重为农服务时效
性，扎实落实“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实
施方案。
（集团电商业务部 皮君丽）

贾利军到张家口新合作公司调研
本报讯 8 月 25 日， 张家口市副市长
贾利 军在 市 供销 合 作 社 副 主 任 王 维 新 、
涿鹿县副县长潘哲伟的陪同下， 到张家
口新合作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贾利军先
后到新合作张家堡店、 北环路购物中
心、 配送中心、 蔬菜分拣配送中心及县
供销社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进行走访
调研。

在听取张家口新合作公司的工作情况
汇报后， 贾利军对张家口新合作公司近年
来坚持以“服务三农” 为宗旨， 积极构建
新农村现代双向流通网络， 解决农民“买
贵卖难” 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贾利军指
出，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要依托已建成的流
通网络和网点， 继续发挥好服务三农的作
用， 并积极拓展经营网点和领域， 让更多

的城乡居民受益。 同时， 要积极做好农村
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建设， 利用电子商务平
台， 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 促进农民增产
增收。 在经营中要以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为
导向， 严把质量关、 安全关， 为城乡居民
生产生活提供安全、 放心的优质商品和综
合性的社会化服务。
(张家口新合作 王建忠)

“水都大集·新合作”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8 月 28 日， 十堰市新
合作公司与郧西县人民政府签订电
子商务进农村战略合作协议， 这是
该公司继 6 月 4 日与丹江口市政府
达成该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后， 又一
个与地方政府合作发展的农村电子
商务项目。
十堰新合作进入郧西市场九年
来， 直营网点和蔬菜基地得到了快
速发展， 现有直营门店 20 余家，基
本遍布所有大型社区及乡镇， 年销
售 2.7 亿元， 土门自营蔬菜基地通
过不断开发扩建， 已实现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 十堰新合作将从“七个一
工程”着手，即一个公司、一个平台、
一个产业园、一个物流体系、一个培
训基地、一个特产馆、一批服务站，
围绕“五大项目核心”即帮您买、帮
您卖、帮您送、帮您省、帮您赚，借助
电商实现农民增收， 助推新型城镇
化发展。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新合作常客隆发放
“崇文重教”爱心基金
本报讯 8 月 24 日，新合作常客
隆公司举行“崇文重教”爱心基金发
放仪式，26 位考取本科院校的公司
员工子女领取到爱心基金。 领取爱
心基金的新生杨嘉楠表示， 作为新
合作常客隆公司员工的子女， 领取
到爱心基金，是奖励也是鞭策，在未
来的四年大学生活中， 一定会勤奋
学习，回报社会。
新合作常客隆“崇文重教”爱心
基金自 2006 年创办以来，每年对考
上大学的优秀员工子女进行奖励，
形成了“崇文重教”的企业文化。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多式联运中心方案
设计通过专家组评审

图为工作人员指导顾客 app 端操作

十堰新合作秋季订货会暨
网上批发商城试运行圆满成功
本报讯 8 月 23 日， 十堰新合作公司
秋季订货会暨网上批发商城试运行成功举
办，活动吸引了全市三区 1000 余销售商参
与。 此次订货会全部通过新合作网上批发
商城下单，活动当天网上批发商城成交额
523 万元，创历史新高。
十堰新合作秋季订货会已连续举办 4
年，品牌代理是十堰新合作业务的重要板
块，通过直接与生产厂商对接，减少中间环
节，直接将最低价格、最优质量的商品送达
消费者，惠民利民。 现已拥有宝洁、伊利、
双汇、维达、强生等 3000 余个一线产品的
区域代理权。 网上批发商城是十堰新合作
利用物流、品牌代理优势资源，打造的城乡
终端销售商与代理商间的一体化供销平
台。 通过发布供求信息，将更优、更低价格
的商品信息传递给各销售终端商户，实现
信息的及时交换。 通过网上预订、发货，确
保商品快速输送至各销售终端商户手中，
实现供销的无缝对接。
今年的订货会与网上批发商城推广相
结合， 客户通过现场电脑 PC 和 app 客户
端， 实现网上快捷下单， 受到了客户的热
捧。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十堰新合作与郧西县
政府签订电商进农村

本报讯 9 月 2 日， 丹江口市“水都大
集·新合作”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启用仪式在
均州老街门前广场隆重举行。
该服务中心是为贯彻落实国家商务部
电子商务进农村工程， 由丹江口市政府主
导、丹江口市新合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

运营，现已建成产业孵化园、培训基地、运营
及物流分拣等功能中心。同时，以该服务中
心为辐射点，发挥十堰新合作在本地的经营
网点优势， 在各乡镇建立电子商务服务站，
在各村建立电子商务代办点，搭建起市、乡、
村三级电商网络体系。
（详见 4版）

新合作瑞通公司携手西屋电气支援天津灾区
本报讯 8 月 12 日晚， 天津滨海新区
发生爆炸。 爆炸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灾情发生后， 北
京新合作瑞通公司 （下称新合作瑞通公
司） 迅即行动起来， 携手西屋电气公司为
天津受灾群众免费提供西屋专业防护阀式
呼吸面罩。

新合作瑞通公司与西屋电气公司通过
官方微信公众号“西屋生活”及热线电话等
渠道为天津受灾群众免费快递呼吸面罩，
并通过电话回访老客户，表达关爱，帮助灾
区群众渡过难关， 共为灾区寄送呼吸面罩
13000 多支。
（新合作瑞通公司 代瑞平）

本报讯 9 月 1 日下午， 娄底新
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召开多式联运
中心(C 地块)规划调整及建筑方案
设计评审会。 会议一致认为，规划调
整及建筑方案设计功能完善、 建筑
设计规范合理、 道路及人防设计清
晰全面，能够满足大物流、现代多式
联运和娄底经济发展的要求， 原则
通过评审。 会议要求进一步优化设
计方案，充分体现节能环保理念，确
保多式联运中心的建筑风格与整个
物流园区的规划设计相匹配。
多式联运中心是娄底湘中国际
物流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便于园
区的长远发展及后期运营， 湖南新
合作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收购
了承担多式联运中心开发建设的项
目公司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 并邀请专业设计
院对多式联运中心规划及建筑方案
进行了进一步调整优化， 为打造以
公路、铁路运输为主，提供公路、铁
路多式联运一体的内陆口岸型的第
三方公铁联运物流枢纽奠定良好基
础。
（湖南新合作 旷森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