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辛勤·勇往·合作·奉献

区域动态

■2017 年 3 月 10 日

集团总部党支部召开
民主评议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 2 月 27 日上午， 新合作集团
总部党支部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
题组织生活会，组织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
动。 集团总裁、党委副书记郝彦领出席评
议活动。 会议由总部党支部书记李亚萍同
志主持。
郝彦领同志要求全体党员要高度重
视此次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
活动，对照“四讲四有”合格党员标准进行

深入、坦诚的自我党性分析，认真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 进一步强化党性观念，更
好的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李亚萍同志向与会党员通报了会前开
展学习、谈心谈话、征求意见及支委班子查
摆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情况，组织全
体党员对支委班子一年来的工作、作风进行
了评议。 各位党员分别结合自己在政治、纪
律、品德、作用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陕西新合作
开展便利店生鲜经营
春节期间蔬果销售喜人

深入的个人党性分析，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
评，摆出了问题和原因，提出了整改措施。会
议还组织全体党员分别对每名党员进行了
评议，并按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
格”四个等次进行了民主投票测评。
专题组织生活会气氛和谐，批评真诚
友善，达到了相互沟通、加深理解、提升思
想、增进团结、促进工作的目的。
（集团党委办公室 查玉婕）

兖州新合作召开2016 年度
先进工作者暨巾帼标兵颁奖大会
本报讯 3 月 1 日，兖州新合作公司
召开 了 2016 年 度先 进 工作 者 暨 三 八 国
际妇女节巾帼标兵表彰大会。 公司领导
班子成员、 年度先进个人、“三八” 巾帼
标兵及各部门主任、 内训师、 员工代表
共 330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还邀请了供
应商代表、顾客会员代表，兖州区政府、
供销社、 工会、 妇联等单位相关领导出
席会议。
会 议 对 2016 年 度 公 司 先 进 工 作 者
和三八国际妇女节巾帼标兵进行了颁奖
表彰，听取了优秀内训师、优秀店长、优
秀员工及优秀通讯员代表典型发言。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连臣在讲话中
指出，2016 年， 兖州新合作公司主动适
应新常态， 围绕各项目标责任考核，强
化基层组织建设，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这一切都凝
聚着每一位员工的智慧、 汗水、 才干和
艰辛。 他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戒骄戒躁， 再接再厉， 为新合作事
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号召全体

泰山新合作组织公司
优势推介及服务规范培训

干部员工向获得先进的集体和个人学
习， 以他们为榜样， 振奋精神， 扎实工
作， 为公司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发展而努
力奋斗。

新合作凤凰县虹桥路商业街
招商营销中心盛大开放
本报讯 2 月 8 日， 伴随着春节的喜庆气
氛， 凤凰县虹桥路商业街招商营销中心正式
对外开放。 当日，营销中心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仪式与推广活动，吸引了数千市民参与。 推广
活动编排了精彩纷呈的节目， 融汇了凤凰本
土的地域文化与民族特色， 充分展示了新合
作中昊公司与虹桥路商业街的良好形象，为
营销推广造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活动当日，
营销中心人气爆棚， 前来咨询登记的市民和
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初步统计，当日进行投资
意向登记的潜在客户突破 2000 多人。
（新合作中昊公司 郭贤良）

建设银行“惠农通”服务站
进驻兖州新合作门店
本报讯 2 月 17 日，兖州新合作公司与中
国建设银行兖州支行在颜店镇店举行“
惠农
通”金融服务站进驻门店签约暨挂牌仪式。 此
次合作是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中国建设银
行总行签订的
“
普惠金融合作框架协议”下进
行的。“
惠农通”金融服务站是建设银行借助超
市场地、人员开设的智能业务窗口，超市通过
利用建行终端智能设备，完成顾客存款、取款、
转帐、贷款、还款等一系列金融服务，实现银
行、顾客和超市三方便利。（兖州新合作 王景）

本报讯 春节期间，陕西新合作公
司整体销售同比去年提升了 20%，其
中水果销售尤其喜人。
2016 年下半年，陕西新合作公司
经过多番调研， 抽调人员组建生鲜经
营部，尝试在便利店开展生鲜经营。 经
营之初， 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各种各样
的困难， 但生鲜经营部人员不畏艰难
困苦，组织人员到河南大张、胖东来及
兖州新合作等兄弟公司不断学习，总
结经验，经过二个多月的坚持，销售逐
步有了起色， 经营越来越好。 春节期
间，蔬果销售喜人，其中水果整体毛利
率达到 35%以上。 店铺同时还增加了
早餐、包子、关东煮等熟食经营，有效
地带动了人气。（陕西新合作 裴利民）

颁奖结束后， 参会人员观看了员工
文艺汇演，员工自编自演的 13 个节目精
彩纷呈，赢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兖州新合作 肖敏）

新合作超市 2017 年
春节销售数据对比
2017 年春节期间（腊月初四到正月初
四）， 新合作超市直营门店销售额合计为
6.56 亿元（含税），同比上升 3.47%。 前台销

售毛利为 9519.89 万元（含税），同比上升
6.18% 。 前 台 平 均 毛 利 率 为 13.55%（含
税），同比上升 1.82%。

各公司及同期数据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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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盈放系统

本报讯 1 月 16 日至 20 日， 泰山
新合作公司组织开展了为期 5 天的公
司优势推介及服务规范培训， 公司行
政科室、超市业态、百货业态、家电业
态等各经营部门全体员工分批次参加
了培训。
培训 讲师 由重 要 职能 科 室 负 责
人、 各经营部门经理及采购中心采购
课代表担任，培训的主要课程有《泰山
新合作三大服务承诺》、《FABE 销售法
则培训》、《百货部门商品优势推介》、
《采购部商品质量优势推介》等，内容
涉及公司三大服务承诺实施细则及注
意事项、销售服务规范、公司经营的品
牌及品牌优势、商品知识、商品采购标
准及品牌入场条件等方面。 培训讲师
语言生动，课件内容图文并茂，在知识
讲解中辅以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真实案
例，提高了员工的学习兴趣。 参训人员
听讲认真， 仔细记录， 并踊跃回答问
题，积极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
通过本次培训， 全体员工对泰山
新合作商品质量、 品牌优势及企业的
责任感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极大地激发了员工对公司的热爱之
情，增强了对公司发展的信心，也切实
有效地提升了公司员工的服务技能水
平。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泰山新合作世纪桃源店
启动便民早市
本报讯 3 月 1 日，泰山新合作世
纪桃源店启动生鲜早市经营项目，满
足了老百姓喜欢“赶早”的消费习惯需
求。 早市运行的第一天，就取得超预期
的销售业绩。
新合 作世 纪桃 源 店 是 今 年 1 月
20 日开业的一家社区超市，经过一个
多月的运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客源。
为突破客流瓶颈， 公司在该店启动了
生鲜早市项目，早市以“限时抢购”的
形式推行，时间为早上 7 时至 9 时，商
品以生鲜、蔬果为主。 早市首日推出了
凭宣传单页和购物券免费领取五枚鸡
蛋的活动，吸引顾客关注，开市短短两
个小时就实现了平日全天销售额的
30%。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