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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2 日

集团成立十五周年庆优秀征文展示

立身行道 始终如一

用心做事 敢于创新
■十堰新合作公司
我于 2003 年入职十堰新合作，风
雨 15 载，有幸经历了公司从鑫城超市
到新合作超市， 再到并购京华超市的
变革，跟随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步伐，
15 年间，我也从一名门店安防员到企
划部员工到成为部门主管， 一步一个
脚印进行着成长的蜕变。 特别是近十
年来从事企划主管团队管理工作的经
历，让我感慨良多。

一次技术革新
2008 年以前， 大家在 超 市企 划
部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 门店美工
们整天趴在桌前， 双手永不不 停 歇
地 写 促 销 POP， 他 们 的 手 指 、 衣 服 、
脸蛋乃至全身都被染上了花花绿绿
的 POP 墨水。 是的， 超市里大大小
小的促销都需要一张一张的手绘
POP 来展示， 要是逢大型变价促销
或新店开业， 大家更是一夜不 眠 不
休 的 1 张 、2 张 、…… 300 张， 那 种 疲
累困乏，除了企划从业人员，真没有
几人能真切体会！ 加之企划美工流
动性比较大，一旦培训跟不上，导致
手写 POP 五花八门， 给门店形象造
成不良影响。
面对多年的困扰， 新上任的危经
理带领大家积极想办法， 最后大家一
致提议，将人工手写 POP 想办法转变
成机器打印， 要知道这样的做法在当
时整个超市行业好像没有先例。 但我
们可以大胆地去试一试， 坚定了这个
想法后，按照危经理的思路，我们开始
积极探索、尝试，与信息等部门加强沟
通，不断的进行系统调试、设计打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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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测试纸张厚度、 设计配套的 POP
展示道具、找厂家定制等等，就这样经
过反复地研究推敲，测试再测试，最终
各种规范的打印 ＰＯＰ 一一陈列展
示在顾客眼前， 门店全员可以打印操
作，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此后各门店不
再设置企划岗位， 为公司节省人力物
力的同时， 门店形象也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统一和提升。 两年后，同行企业也
都纷纷效仿， 这次创新让我们整个企
划团队颇有成就感， 大家都深深意识
到，只要齐心协力、放开路子、大胆创
新，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创新营销活动
“下面请悠悠老师给小朋友们演
示豆浆、愤怒的小鸟是怎么做出来的
……”不要以为你走错了地方，没错，
这里就是新合作超市，你正在看到的
是新合作第五届儿童暑期周周乐 活
动现场。
近年来， 我们企划团队打破传统
营销思路， 寻找儿童培训机构等异业
资源加强联盟合作， 将门店变成孩子
们的暑期免费课堂， 将超市员工训练
成优秀主持人， 将会员的孩子变成了
我们的受益学员。 摆脱传统单纯的商
品促销，加强与顾客的现场互动，更好
地带动卖场人气、提高口碑，让超市销
售做到淡季不淡。 不同的节日不同的
活动，风筝涂鸦、油纸伞 ＤＩＹ 彩绘、
泥塑活动、小小营业员、捕渔达人、我
是大学士、 小小厨神等现场亮点互动
活动，层出不穷，很好地活跃了门店氛
围，提升了人气，每年丰富多彩的暑期

儿童活动已成为新合作超市一道特殊
的风景线，赢得了社会良好的口碑。

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电子商务的
崛起，出现了银联、微信、支付宝等第
三方支付方式， 我们积极主动与第三
方支付平台沟通、洽谈、合作，逐步将
全新的支付方式引入各网点投入使
用，在此过程中，我们加大力度做好宣
传和引导，积极争取各种优惠政策，努
力推动各项活动实施， 让门店员工和
顾客转变观念、学会操作。 第三方支付
现已成为顾客消费支付的主流， 云闪
付、自助收银、刷脸支付，新技术的交
替更新日新月异， 我们时刻督促全员
学习，积极接受新事物到来。
随着移动互联网手机的普及，我们
便策划建立微信营销体系，各门店建立
起微信顾客群， 制定微信管理规则，通
过不定时派发红包、节日礼品以及发布
店面实时促销信息来经营。 同时，通过
各种方式加大宣传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如定期征集营销活动、运用第三方公司
吸粉设备程序、员工硬性推广等让消费
者扫码关注新合作，曾利用免费资源引
进 50 台体质吸“粉”机 1 个月左右吸粉
人数达到 2 万多人。 截止目前，公司的
微信服务号粉丝数已突破 40 余万，为
我们全面取消传统的纸质海报宣传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五年饮冰难凉热血，十五年努力
自成芳华。 变革创新未有穷期，我将扎
根企划岗位，不断创新，不断超越，带领
团队共赢新合作美好的未来。

多拉快跑送货忙
—记陕西新合作配送司机李磊涛
——

李磊涛是陕西新合作公司配送中
心的一名司机，在工作中甘于奉献，吃
苦耐劳，服务热心，受到公司上下和客
户的一致好评，被公司评为 2018 年度
先进工作者和业务标兵。
送货司机工作是非常艰辛和带有
一定挑战性的。 李磊涛的主要工作是
送“娃哈哈”水、营养快线等系列商品，
送货区域涵盖曲江、三爻、三兆、王家
村等 60 多家零售客户， 送货量大，客
户多，耗时长，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
寒冷冬天， 他每天坚持早早地来到配
送中心， 装货出车， 每次都是 200 多
件，在市区往返 5-6 个小时，才能把货
送到各个客户手中， 并还要将卸下的

业额均值为 983.41 万 元 ， 同比 下降
56%， 毛利率、 净利润率均值分别为
23% 、8% ， 人 效 、 平 效 均 值 分 别 为
71.94、5.82， 其中，2017 年同比变化除
人效上升 23%外， 其他主要业绩指标
均下滑 50%左右。 家电专业店近 3 年
营业额均值为 21607.02 万元， 同比下
降 28%，净利率、人效和平效 2017 年
同比分别减少 4%、12%和 23%，而较比

一名送货员除了安全、准确、及时把
货送到客户手中，还要保证收回货款
无差错。 由于他的认真细致，送货很
少出现错送漏送现象。 经常与客户打
交道难免会碰到各种问题，如有客户
会提出一些不合情理的要求，比如客
户对日期较远的商品要求换货等，他
从不发火，总是能够平心静气的向他
们解释，客户有困难，只要自己能帮
上忙的他都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想
办法帮助。
陕西新合作公司号召广大员工向
李磊涛同志学习，学习他甘于奉献、吃
苦耐劳、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
（陕西新合作 李强 冯芳）

近 3 年均值，毛利率、净利润率和人效
均有 3%左右的提升。 可见，便利店的
金牌店长应具有较强的业绩提升能
力， 实现门店主要经营业绩指标值降
幅减小、逐渐回暖，而家电专业店的金
牌店长则应具有较强的业绩保持 能
力，确保主要业绩指标回涨，门店经营
业绩稳步上升。
（摘自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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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03 版）做到成本支出的持续下
降，而家电专业店的金牌店长则应具
有较强的成本控制的能力，有效监控
和调整成本支出结构的变化动态，确
保门店主要成本费用支出“平衡式”
递减。
2.增绩效能力。CCFA 金牌店长所
在门店的近 3 年的业绩数据显示，便
利店的经营业绩连年下滑， 近 3 年营

货码好。 冬天时有雪天，他谨慎驾驶从
未出现过意外；夏天高温酷暑，每天他
挥汗如雨将货如期送达客户， 如去年
8 月份西安市温度达到 40 度以上，配
送“娃哈哈”水的司机只有李磊涛一个
人，由于客户要货急，他一个人二部车
换车不换人， 配货人员装好一部车李
磊涛就赶紧开走，接着装好另一部车，
李磊涛回来顾不上休息接着送货，持
续加班加点， 每天都在晚上 8 点以后
才下班，他甘于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
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李磊涛送货细致周到，装货时认
真清点，严把送货关，货物送到客户
手中，仔细核对货票，确认无误。 作为

老子曾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意思是说，
做人做事慎始慎终， 就不会有失败与差错。 同样
的，党员干部保持一时的清廉并不难，困难的是始
终如一保持干净。而要守好清廉之宝，就当在筑牢
思想防线、不碰纪法底线、追求道德高标准三个方
面下一番功夫。
首先要管住自己，筑牢思想防线，这是立身之
本。 有个哲理故事讲得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
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 慧能开口：不是风
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 宋儒朱熹也曾说：“内无
妄思，外无妄动。 ”再如，“廉”与“腐”有着相同的
“广”字头，却拥有不一样的“内心”。 一些党员干部
之所以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尽管会受到各
种外部因素的影响，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内心防线
失守，甚至背弃了理想信念、忘却了初心。一个人，
只有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所以，古人历来讲
究“修心”，强调要“明道德以固本，重修养以安魂，
知廉耻以净心，去贪欲以守节”。在今天，修心治身
同样是每位党员干部必修的人生课程， 片刻不能
松懈，必须时刻端正心态、修炼心性、磨砺心志，常
怀律己之心、敬畏之心、为民之心，坚决祛除任何
“心魔”，抵制内心的“妄思”，如此才得行稳致远。
底线是做人做事的警戒线。一个人倘若心存侥
幸，越过底线，以身试法，必然会受到惩罚。 明代人
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雨天之
后，一位轿夫因穿着一双新鞋，小心翼翼地择地而
行，生怕弄脏了鞋子。出城后泥泞渐多，轿夫一个不
小心踩进泥水后，便不再爱惜，以至于鞋子越来越
脏。可见，守住底线的重要性。对今天的党员干部来
说，不碰纪法底线虽然是个基本要求，却并非不思
不虑就能自然而然做到的。 只有时刻防微杜渐、如
履薄冰，从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做起，才能避免出现
“
轿夫湿鞋”后索性破罐子破摔的情况。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这份初心之中，就应
当包含对道德高标准孜孜不倦的追求。 如唐代柳
宗元“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的掷地有声，明代
于谦“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的两袖
清风，清代戴远山“诗堪入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
是清”的淡泊明志，等等。 不与世俗之污浊同流，不
为五斗米折腰， 彰显出的正是志存高远的清逸风
骨。对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锤炼党性是一辈子的
事情，要用一生践行党性修养，兑现入党时的庄严
承诺。 为此，必须以钉钉子精神、一锤一锤地敲打
自己，一点一滴地淬炼自己，不断向着更高的标准
进发，才能经受住诱惑的考验、时间的检验。
筑牢思想防线检验的是内力， 不碰纪法底线
体现的是定力，追求道德高标准
考验的是毅力。党员干部只有在
这三个方面不断砥砺琢磨，才能
确保强底色、葆本色、不变色。
（源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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