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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新合作欧尚家居楼宇党总支
被评为基层党建示范点
本报讯 11 月 17 日，延吉市基层党建
示范点揭牌仪式在延边新合作欧尚家居
一楼大厅举行。 延吉市委常委、纪检委书
记暴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南哲为延
边新合作欧尚家居楼宇党总支党建示范
点揭牌。 该党总支是延吉市唯一一家“非
公”企业基层党建示范点。
延边新合作欧尚家居楼宇党总支书
记、总经理陈立彬在发言中说，新合作欧
尚家居党支部自成立以来，扎实开展“两

学一做”，把学的效果转化成行的实效。 为
了引导党员在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党支部的倡导下，楼宇积极广泛开展党
员示范岗和党员示范商户评选活动；成立
建工街道七彩虹志愿分队，组织带领全体
党员和员工积极参与义卖、 义工活动；在
延吉商场圈内率先建起面向社会的爱心
公益墙，号召党员和员工开展自愿捐赠活
动，曾被评为市、州五星级党组织。
南哲对新合作欧尚家居楼宇党总支

党建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举行
基层党建示范点揭牌仪式，是为了深入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牢
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
并要求各党支部和党员干部不断强化标
准意识、健全规章制度、提升规范管理，指
导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做出的实践探索。
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观摩了欧尚家
居党建工作情况。
（延边新合作 于莉莉）

山东省“放心肉菜”公开评价活动现场会在泰山新合作召开
本报讯 11 月 15 日，山东省“放心肉
菜”公开评价活动现场会在泰山新合作召
开。 活动主要就食品安全管理合规性、销
售食品（含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食
品安全管理员安全知识水平等三个方面
对大中型商超进行检查。
检查组一行对新合作超市 生 肉、熟
食及水果蔬菜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现
场检查， 查阅了各类登记台账， 听取了
泰山新合作关于公司食品安全工作的详
细汇报，对 15 名相关岗位员工进行了食

兖州新合作举行
生鲜肉经营技能培训
本报 讯 为 提升 门 店 生 鲜 肉 的
商品管理能力和分割技能，11 月 16
日， 兖州新合作举办生鲜肉商品分
析和分割、制作技能培训。 培训邀请
生鲜行业专业经验丰富的贾超老师
讲解。 培训分生鲜猪肉科学分割及
其成本分析和炸鸡制作两部分内
容。
培训过程中，贾老师为大家系统
详细地介绍了猪的整体构造和每个
部位的肉质、营养和价值，并邀请专
业的肉食分割师傅现场演示如何根
据猪的构造进行科学地分割；如何完
美地为顾客呈现肉质最好的产品；如
何利用分割技巧， 实现毛利最大化。
贾老师强调，学习精准分割，归根到
底是为了通过分割实现商品毛利最
大化，将最好的肉卖最好的价格。 炸
鸡现场教学中，贾老师从鸡翅、鸡腿
的腌制到裹面、 油炸都亲身示范，并
将配置秘方传授给大家。 第二天，多
家连锁店便推出了色泽焦黄、肉质香
嫩炸鸡，受到顾客的欢迎。
（兖州新合作 赵秀粉）

十堰新合作竹溪购物中心
儿童乐园盛大开业
本报讯 为提高门店经营业绩，
更好地满足顾客的消费需求，十堰新
合作公司积极引进新项目以增加门
店的竞争力。 11 月 25 日，新合作竹溪
购物中心新引进的儿童乐园盛大开
业， 购物中心为顾客准备了免费体
验、礼品赠送、优惠办卡、购物满赠等
开业大礼。 前来体验的孩子们络绎不
绝，当天就接待 600 余人，营业额近
万元。
（十堰新合作 李佳晋）

品安全知识测试， 对泰山新合作公司在
食品安全方面开展的一系列工作表示认
可。
据悉，泰山新合作公司高度重视食品
安全工作，全面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相
关规定， 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
一是采取“源头直采”“订单农业”和“基地
+ 加工企业 + 超市”等经营模式，直接与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对接，
同时远赴西北、 粤赣地区采购农特产品，
要求进入超市的食用农产品必须提供批

次产地证明、销售凭证或检验检疫证明等
质量责任传递证明文件， 实现可直接溯
源。 二是建立高标准农残检测室 2 处，每
天对入场的蔬菜、水果、生鲜肉进行农药
残留抽检，严格索要资质证件及进销货凭
证，对不合格商品，禁止销售。 三是建立严
格的现场卫生管理制度。 四是日常工作
中， 定期对员工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考核，有效提升全体员工食品安全方面的
专业知识水平。
（山东新合作 尹泽辉）

山东新合作组织员工参加泰山原浆啤酒体验活动
本报讯 11 月 25 日， 山东新合作公司
为激发员工斗志，丰富员工文化生活，应泰
山原浆啤酒公司邀请，组织选派部分优秀员
工参加泰山原浆啤酒体验活动。
此次体验活动，让员工亲身感受泰山原
浆啤酒公司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尤其是该
公司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经营管理等方

面精益求精，将数据化、自动化、机械化管理
深入企业各个方面，使大家感触颇深。 通过
参观学习，员工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专业
知识，积蓄了宝贵的力量源泉，纷纷表示将
以这次体验活动为契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身于新合作事业中。
（山东新合作 王怀强）

泰山新合作举办第四届厂商联谊会

兖州新合作双 11 单日
销售创佳绩
本报讯 双 11，面对各零售商线
上线下火势来袭， 兖州新 合 作公 司
各门店纷纷鼓足干劲，主动出击，精
心策划各种优惠活动。 当天，公司创
造了 单日 销售 额 高达 626 万 元 的 历
史佳绩。
具体 优惠 活动 有 网上 助力 赢 取
130 元通用券； 大卖场和财富广场同
步 推 出 消 费 满 98 元 再 送 现 金 券 30
元；精品百货楼现金翻倍用和双 11 当
天消费享受 3 倍积分， 还有曲阜百意
购物中心、邹城百意、连锁超市公司各
门店推出的一系列特惠活动。 另外，11
月初， 公司与江西赣礼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脐橙基地签署合作协议， 成立新
合作百意赣南脐橙基地， 双 11 期间，
正宗赣南脐橙在百意各门店以每 3 斤
9.9 元的超低价格全面开售，引爆了人
气。
（兖州新合作 石岩）

兖州新合作
第 15 届服务明星
评选活动揭晓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规
范，营造“工作有标准、学习有目标”
的比、学、赶、超氛围，10 月 16 日，兖
州新合作公司正式启动了“第 15 届
服务明星”评选活动。 活动旨在充分
调动一线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 ， 以此
推动公司经营工作和团队建设 全面
发展， 进一步展现企业良 好的 社 会
形象。
服务明星经过推荐、评选、演讲、
张榜公示等环节，层层筛选，综合评
定，共评 选出 175 名服 务 明星 ，其中
5 星 5 人 ，4 星 8 人 ，3 星 11 人 ，2 星
20 人，1 星 27 人，流星 104 人。 星级
员工享受不同级别的奖励待遇，要
求挂牌服务，且实行动态管理，接受
为期一年的严格考核、监督，如服务
过程中发现违反诚信原则或遭 到顾
客投诉的情况， 经核实后 取 消其 服
务明星资格。
（兖州新合作 肖敏）

十堰新合作举行
2017 年第四季度
新员工岗位技能培训

本报讯 10 月 26 日， 泰山新合作隆重
举办主题为“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的第四届
厂商联谊会。 联谊会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多位供应商参加。
联谊会延续往届的传统，在抢红包互动
活动中拉开帷幕。 会上，公司相关人员分别
就企业文化、制度、规范及业务要求做了发
言，让供应商进一步了解了泰山新合作公司
企业文化及经营理念。联谊会还表演了员工
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公司董事长张忠先在致辞中说，2017
年， 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
争， 泰山新合作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坚持公

司主流意识不动摇，团结一致、勤奋工作、
攻坚克难， 采取扎实有效的举措推动各项
工作顺利进展，实现了公司销售逆势增长。
他指出，2017 年是泰山新合作的服务提升
年，年初推出的“三大服务承诺”是本年度
的工作主线， 是我们用最大的诚意和决心
去满足肥城人民不断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
费需求。 泰山新合作将继续坚持顾客满意、
顾客利益至上的发展理念， 不断完善各类
便民设施、不断优化购物环境、不断从源头
采购各类绿色商品， 为满足当地人民的消
费需求不懈努力。
（泰山新合作 韩静蒲）

本报讯 11 月 28-29 日， 十堰新
合作公司举行新员工岗位技能培训。
来自十堰四县一市三区和谷城、 随州
等区域直营门店的新员工共计 500 余
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以企业文化、人事制度、业务
知识、消防安全为主要内容，由人力资
源中心副总监张举兰、 内训师刘礼霜
以及安防部总监张正华进行系 统 讲
解。 课后，老师们带领大家到门店进行
业务技能实操训练。
培训 让新 员工 们 提高 了业 务 技
能， 明确了岗位职责， 增强了团队意
识， 为十堰新合作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十堰新合作 李佳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