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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工作感悟

践行“
三严三实”

社区电商推广体会二三
■兖州新合作电商公司

9 月 10 日，
“锦绣家园” 社区自提柜安
装工作正式完成，带着对“
百意购”电商事业
的期盼与希望，我们进入小区，开始了宣传
推广工作。 在十几天的推广过程中，我这个
电商新兵在与顾客的沟通中， 收获了点滴
体会，在这里和同行们分享交流。

磨刀不误砍柴工
出于对小区安全与规范的考虑， 锦绣
家园的物业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 要求不
能乱发宣传单，不能随意在小区内走动，我
们仅有的活动阵地就是自提柜旁边。 更困
难的是，锦绣家园自提柜附近无网络。面对
这样的情况，想要做好营销工作，准备工作
最为关键，这就要求大家对“百意购”运行
流程环节了如指掌， 与居民交流时表达流
畅清晰。 为此，在入驻社区推广前，我们在
办公室模拟演练顾客咨询可能遇见的各种
问题，目的是在顾客询问时，可以做到对答
如流，按照我们部门王经理的要求，就是用
最简单通俗的语言和最专业的技能来宣传
推广“百意购”。

顾客的需求就是最高的命令
记得 9 月 21 日晚上，一位大姐急匆匆
地向我们走来说：“你们这种经营方式太好
了，我希望在“百意购”上购买生活用品，配

弘扬严实作风

李真

送到自家院里的柜子里，该有多便利啊！我
的手机也下载了‘百意购’，可这会儿怎么
都付不了款， 怎么回事呀？ 这里又没有网
络，你们能到我家里看一下吗？ ”
顾客的需求就是最高的命令。 我和孙
璇结伴来到张大姐家里， 经过基本的了解
和询问后， 我们发现张大姐的手机由于没
及时更新， 导致版本太低， 且地址维护不
全，造成不能成功付款的情况。张大姐按照
我们的指导， 更新版本且维护好完整的地
址，所购商品立即可以支付了。在给张大姐
解决问题的时候， 她还热情地喊上邻居们
一起学习。顾客的这种热情，给了我们巨大
的信心和动力。

困难中充满希望
目前， “百意购” 在锦绣家园推广
已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发现许多顾客或
多或少对网上购物及其流程有一定的了
解， 交流接受起来容易得多。 可对于那
些初次接触网上购物的顾客来说， 可谓
困难重重， 疑惑甚至疑虑不少。 这其中
有我们演示时预料到的问题， 也有顾客
遇 见 的新 问题 ， 有 我 们 能 及 时 解 决 的 ，
也 有 新问 题需 要 我 们 研 究 讨 论 解 决 的 。
针对顾客的疑惑， 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把
手地操作示范， 渐渐消除顾客“不会用、

不明 白” 的 疑 问 和 对 支 付 安 全 的 担 心 。
这 个 过程 需要 对 顾 客 耐 心 耐 心 再 耐 心 ，
帮助她们能够熟练地操作。
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 一些乐于接受
新鲜事物的的中老年人对“百意购”充满好
奇。 9 月 23 日晚，有两位年近 60 岁的阿姨
热情地向我们咨询“百意购”的使用方法，
让我们教会她们手机下载使用。学习完后，
大姨兴高采烈地说：“真是太方便了， 我太
需要了，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买菜给孩
子做饭。 ”“等我们老得跑不动了，也不用麻
烦孩子专门给我们送菜了。 ”“我学会了就
发到朋友圈，让大家都来学。 ”……阿姨们
热情的态度。让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
正如我们王连臣总经理说的： 新合作百意
不仅是一个企业， 更是一项为千家万户服
务的事业！
回顾这段时间的电商推广工作， 可以
说感触很深，收获颇丰。在我们为顾客解难
答疑的时候， 我也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对电
商知识的匮乏， 这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的
学习和工作， 因为成长就是一个不断积累
的过程。
想起了我们电商公司员工入职时必须
牢记的三句话： 勤于思考， 善于总结是基
础；系统维护，全面联系是保障；努力工作，
持续积累是本钱。 ——
—以此共勉。

S 身边榜样

最可爱的人
——
—记河南新合作祭城店员工王庆中
■河南新合作祭城店 王佳敏

河南新合作祭城店有这样一位员工，
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且乐于助
人，他叫王庆中，在河南新合作祭城店工作
已有 3 年，现担任防损部组长一职，大家都
亲切地称呼他“老王”。
老王是河南新合作祭城店全体员工公
认的
“
好员工”，被誉为祭城店
“
最可爱的人”，
不管谁有困难，不管多苦多累的活，只要老
王当班，他都会上前帮上一把。 比如当门店
大批量来货时，会看到他身穿被汗水浸透的
衣服匆匆忙绿卸货的身影；当遇到冷库下水
堵塞时， 会看到他忍着恶臭掏下水道的身
影；当天气预报有雨时，会看到他爬上屋顶
检查漏雨点的身影。 祭城店的员工绝大多数
是女性，对女员工来说有些活干起来比较困
难，只要让老王碰见，他都会主动帮忙。
记得今年夏天，有一次外面刮起了 7 级

大风，门店屋顶招牌上固定的挡雨铁皮被大
风吹得哗哗作响，好像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
险。 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被风吹成这样的情
况，因为铁皮固定得特别结实，防损部会定
期检查固定螺钉情况，且以往刮大风也没有
出现过这种情况。 大家想，万一是螺钉松动
了，铁皮被大风吹下来，店门口进进出出的
顾客是最危险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爬上屋
顶去查看也是相当危险的，祭城店的地面建
筑虽有一层，但加上护檐接近 5 米高，没有
通往屋顶的楼梯，只能爬梯子上去；外面风
太大，吹得人在地面都很难站稳，何况是爬
梯子！
正在大家心里犯嘀咕的时候， 老王一
声不吭搬起梯子冲了出去。外面风太大，老
王刚把梯子靠到墙上， 就被迎面吹来的一
股夹杂着塑料袋和沙土的劲风吹了一个踉
跄，门口的防损大姐见状赶紧叫来人支援，
俩人快步跑过去帮忙扶住梯子，立稳后，老
王这才能小心翼翼地爬上房顶， 循着哗哗
作响的声音找到那块铁皮，经查看，原来是
固定铁皮的螺钉掉了两颗， 松动的铁皮拍
打着墙壁才发出那样的声音。原因找到后，
老王又下地面取来工具， 上屋顶重新把铁
皮固定好， 又把其它地方仔仔细细地检查
一遍后，这才安心的返回地面。看着老王如
释重负的出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
容时， 大家不约而同地为老王竖起了大拇
指。

老王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不断地感
染着祭城店的每一位员工， 大家都像老王
一样，用自己的激情与热情努力营造和谐、
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为公司的发展添砖
加瓦。

Y 员工风采

（泰山新合作

赵林）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首
次提出“三严三实”，强调党员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
业要实、做人要实。如何认识和领会
“三严三实” 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
质，并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落实“三
严三实” 要求， 是当前广大党员干
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思
考的问题。
“三严”高度凝炼了党员领导干
部的政治品德。
“严”的对象主体是党
员领导干部，
“严”的内容指向是做人
与用权，
“
严”的目标打造是要使中国
共产党人充满朝气、正气和锐气。
严以修身。修身基于人性，更高
立于党性。 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 是共产党
人修身、立业、做人的基石。用“严”
字定位修身， 是要求领导干部党性
修养要做到高标准、严要求。
严以用权。“严”在秉公为民，把
握尺度，不擅权、不谋私，坚持的是
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 党员领导干
部手中的权力不是天然拥有， 而是
人民赋予， 受托的权力只能造福于
民，绝不能用权谋私。
严以律己。“严”在敬畏人民，敬
畏党纪国法。 党的先进性质和领导
干部的公仆角色， 决定了在党为官
之人对人民要始终有敬畏感， 对党
纪国法要始终有敬畏感， 恪守对组
织的忠诚，坚守原则和底线，勤政廉
政，廉洁自律。
“三实”精准概括了领导干部的
政治职责。“三实” 体现的是理论与
实践的统一，做人与干事的统一。
谋事要实。“实” 在一切从实际
出发。 这就要求领导干部理论联系
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实地调查
研究。
创业要实。“实”在脚踏实地、真
抓实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闯出来的， 事业
的发展也是干出来的。实践证明，一
切难题，只有在实干中才能破解；一
切愿景，只有在实干中才能实现。
做人要实。
“
实”在忠诚老实、襟怀
坦白、公道正派，表现的是一个人的觉
悟、胸怀，体现的是做人的正义感、责
任感与使命感。忠诚是一个人走向成
功的基本要素，做老实人、讲老实话、
办老实事，是我党的一贯要求。
“三严三实” 既是自我内在约
束，又是外在评判标准。强调“三严
三实”，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表里
如一，言行一致，真正把“三严三实”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清风正气一
点点积聚起来，以“三严三实”的过
硬作风推动党的事业蓬勃发展。
（纪检督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