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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新合作中央大厨房项目投入使用
打造绿色食品供应平台
本报讯 日前，兖州新合作公司中央
大厨房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项目共建有
烹饪及米饭盒饭、特色荤菜、速冻水饺、
蔬菜面食、兖州特色花生米、兖州特色煎
饼、 营养粥及干货包装等 8 条自动化智
能生产线， 能够日加工各类农产品 4.7
吨，日生产馒头 3 万个、盒饭 2000 盘、桃
酥 1000 斤、 营养粥 6000 杯、 面条 1000
斤，可进行净菜、熟食的加工销售和开展
大型集体用餐配送，有效解决市民的“一

全国绿色商场示范
创建座谈会暨现场观摩会
在泰山新合作召开
本报讯 4 月 12 日， 由中国商业联
合会与山东省商务厅共同主办， 山东泰
山新合作公司承办的 2019 年绿色商场
示范创建座谈会暨现场观摩会在山东肥
城召开。 来自中国商业联合会和河北、山
西、江西、河南、吉林、四川、辽宁、浙江、
重庆等省市商务主管部门， 以及山东省
16 市商务局、重点零售企业，包括已成
功创建或拟申报绿色商场（超市）企业的
160 余位人员参会。
座谈会就近年来绿色商场创建工作
内容及取得成效进行了总结，并对 2019
年“绿色商场”创建工作提出了建议和要
求。 现场观摩会是在去年成功创建全国
绿色商场的泰山新合作购物中心和正在
创建中的泰山新合作生活广场进行的，
观摩过程中， 与会人员对泰山新合作公
司贯彻绿色、环保、低碳的经营理念给予
充分肯定， 并对泰山新合作公司广大员
工展现出来的饱满的精神状态、 良好的
职业素养、 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给予了
高度评价。
（泰山新合作 王航）

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日三餐”所需。
该项目通过集中规模采购、集约智
能化生产、统一配送成功实现了一二三
产业的融合发展，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
加值。 依托项目生产，兖州新合作公司
与 多家 合作 社 及种 养殖 基地 建 立 了 紧
密的合作关系 ，实 施规 模化 种 植、订 单
式生产，且 严把 无 公害 种植 关 ，引导 农
民向农业现代 化 、产业 化发 展 ，实现 助
农增收、精准扶贫。 项目产品配送到企

事业单位、部队学校及新合作超市和其
他销售终端，每个单品均可通过扫描二
维码进行追溯，消费者可知悉从原材料
来 源到 生 产车 间再 到 操作 加工 人 员 等
整个生产环节，顺应了当前消费者对生
活便利的需求和对食品安全的需求。 中
央大厨房项目的投入使用，必将成为兖
州 新合 作公 司 增强 行业 竞 争力 的 有 力
武器。
（兖州新合作 肖敏）

兖州新合作开展
2019 年员工春季培训
本报讯 4 月 9 日 -13 日， 兖州新
合作公司开展了为期 4 天的员工春季
培训，培训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国学教
育、服务礼仪及超市经营实务技巧。
国学教育课特邀请明德书院院长
王道国讲授，王教授从传统文化的角度
将“诚信和”的企业理念与职场人际关
系、 夫妻关系及亲子教育联系起来，生
动地阐释了做人做事的道理；服务礼仪
培训课结合公司的实际需求，参训人员
全面学习了仪容仪态、微笑、手势等相

关知识，掌握了站、立、行、走、坐、蹲、指
引手势等服务规范，课上还进行了现场
实操练习；超市业务知识培训主要进行
了商品陈列和营销技巧方面的学习。
参训者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不光增
强了专业技能， 还提升了个人修养，会
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工作生活中去，积极
进取， 在工作岗位上实现自身价值，助
力企业发展壮大。
4 月 16 日， 公司还举办了处理顾客
投诉技巧专题培训。（兖州新合作 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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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新合作
参加涿鹿县“隆晟杯”
健步走活动
本报讯 4 月 26 日上午，张家口新合
作公司组队参加了涿鹿县“隆晟杯”助力
奥运、与梦同行健步走比赛活动。 公司代
表队激情释放桑干河畔， 一路上互帮互
助，团结一致，圆满完成了比赛，取得了
团队优秀奖的好成绩， 展示了张家口新
合作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良好的企业形
象。
（张家口新合作 王建忠）

本报讯 全国多个地区发生的重特
大安全生产事故再次敲响了消防安全警
钟。 4 月中旬，为贯彻落实新合作集团安
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精神， 兖州新合作
公司特开展了“安全月”主题活动，进行
了安全消防知识培训、 食品安全知识培
训、 设备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及消防安全
实战演习等一系列安全工作。 其中作为
重头戏的消防安全实战演习是在当地安
监消防部门的参与指导下进行的， 兖州
市安监局相关领导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
要将安全工作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长期
不懈的抓下去，真正做到防微杜渐、警钟
长鸣。
（兖州新合作 张天知）

山东新合作召开
食品供应商座谈会
暨食品安全专题会
本报讯 4 月 13 日， 山东新合作公
司召开食品供应商座谈会暨食品安全专
题会，公司食品供应商、班子成员及各门
店店长共计 9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 公司就食品安全和供应商在
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说明和通报，
希望与各供应商加强合作， 开展诚信经
营、守法经营、规范经营，共同维护食品
安全。 会上，董事长王希明带领各门店店
长宣读《食品安全倡议书》，门店代表及
供应商代表进行了表态发言。
（山东新合作 王怀强）

陕西新合作荣获西安市
商业服务业“先进集体”称号

山东新合作参加
沾化区供销系统
法律法规培训
本报讯 5 月 9 日，山东新合作公司
班子成员参加了由沾化区供销社举办的
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班。 培训主要围绕劳
动用工、合同管理、纠纷诉讼、风险管控
等内容进行了讲解， 内容丰富， 实用性
强，为公司日常管理理清了工作思路，也
对提高党员干部学法用法、遵法守法、依
法办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山东新合作 王怀强）

兖州新合作开展
“安全月”主题活动

图为平顶山新合作建业购物广场举行的拔河比赛。
进入 4 月， 新合作各超市公司一年
一度的春季职工趣味运动会轮番举行。
比赛项目丰富多彩，有托球跑、旱地龙
舟、纸牌传面粉、传篮球、踢毽子、拔河
等，突出“趣”和“乐”，让广大职工在紧

张的工作之余，缓解了压力、活动了筋
骨、增进了友谊，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
入到工作中去。
（兖州新合作 林晨 叶县新合作建
业超市 李博）

兖州新合作大卖场
重装升级盛大开业
本报讯 4 月 30 日，兖州新合作公
司大卖场重装升级盛大开业。重装后的
大卖场无论是购物环境，还是商品结构
以及规范服务都实现了完美蜕变，成为
本地商超的新标杆。
升级后的大卖场取消鲜活水产联
营业户，成立自营柜组，引进帝王蟹、澳
洲龙虾等高档次鲜活水产品，吸引了顾
客驻足观赏，逐步成为了新的销售增长
点，试营业期间仅鲜活水产日销售均过

万元。 新增的儿童活动区是卖场的另一
个亮点，在休息区设置供儿童进行体验
式的休闲地面电子屏，吸引了很多家长
带领孩子们购物玩耍。 卖场内还新设置
了洗手池、自助饮水机、自助咖啡机、超
市休闲椅、自动收款机、智能收款车、充
满温情的母婴室等，无不彰显着卖场现
代化、科技化、人文化的特点。 开业当天
实现销售 140 多万元，同比增长 74.4%，
实现销售开门红。 （兖州新合作 郭雯）

本报讯“五一”节前夕，在西安商界
“追赶超越”发展论坛暨西安商业“争先
进位”誓师表彰大会上，陕西新合作公司
荣获由西安市商务局、西安市工商联、西
安市财贸工会、 西安商业联合会共同颁
发的“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陕西新合作公司近年来紧紧围绕“
稳
健发展，提升效益；内强管理，外树形象”
的总体目标， 聚焦超市主体业务发展，积
极发展新项目，创新经营模式，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同时公司不断加强
内部管理，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
经营管理水平和综合效益稳步提升，也赢
得了社会的良好口碑，多次受到各级政府
部门的表彰。
（陕西新合作 裴利民）

十堰新合作举办
“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
本报 讯 今 年是 新 中国 成立 70 周
年，也恰逢五四运动 100 周年，十堰新合
作以此为契机，5 月 4 日上午，在丹江京
华量贩店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五四”
青年节主题活动，60 余名新合作员工共
同唱响《爱我中华》，歌声热情激昂，现场
吸引来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活动结束后，青年员工们纷纷表示，
将更加坚定理想信念， 沿着公司既定的
发展方向，立志在岗位上奉献青春，努力
创新，积极参与到新合作集团“双优”门
店评选活动中， 以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
精神面貌，展示“新合作”金字品牌，以过
硬的质量和优秀的业绩， 实现公司发展
目标，向国庆 70 周年献礼。
（十堰新合作 李佳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