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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新合作
三大卖场相继开业
本报讯 近日，十堰新合作
东城国际、邮电街、青峰三大卖
场相继开业， 共新增营业面积
10000 余平米，年新增销售将超
1 亿元，三店单日累计销售突破
200 万元，再创新店开业单店单
日销售新高。
新合作东城国际购物广场
位于十堰东部新城中心祥安·
东城国际临街一、 二层， 西接
市区， 北倚筹建中的新机场，
处于十堰市经济与工业区的结
合部， 这里是祥安·东城国际
打造的集商贸、 居住、 娱乐、
休闲为一体的多功能商业、 生
活服务区。 购物广场总经营面
积 5000 余平方米， 经营品类达
20000 余种， 预计年销售额达
6000 余万元。
新合作邮电街综合超市位
于市商业核心区人民路和朝阳
路交汇处的邮电街中段， 与市
商业街相距不足百米。 该超市
总经营面积 2000 余平方米，经
营品类达 15000 余种，预计年销
售额达 3000 余万元。
新合作青峰综合超市位于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中心， 该镇
是房县东部经济文化商贸重
镇。 超市总经营面积 2000 余平
方米， 是十堰新合作在乡镇市
场打造的首家面积大于 1000 平
米的超市,经营品类达 15000 余
种， 预计年销售额达 2000 余万
元。
（十堰新合作 喻喜）

郑茂清考察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本报讯 12 月 19 日下午 ，
湖南省原副省长郑茂清在娄
底市委副书记、 市长易鹏飞
的陪同下赴娄底经济技术开
发区指导工作， 对娄底新合
作湘中国际物流园项目进行
考察调研。
郑茂清对项目建设所取得
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指
出， 中国供销集团在娄底投资
建设这么大的项目十分难 得 ，
一定要想方设法创造良好环
境， 进一步加快推进， 把娄底

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项目建
设成为地方政府与央企合作的
典范， 建设成物流行业的标杆
工程。
陪同考察和调研的还有娄
底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梁
立坚，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聂斌全，市直有关部门及娄底项
目公司相关负责人。
（湖南新合作 刘雄卓）

图为郑茂清（左二）在工地现场。

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A、B、D 地块建筑设计专家评审通过
本报讯 近期，《娄底新合作湘
中国际物流园 A、B、D 地块建筑初
步设计》专家评审会在湖南新合作
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会议室举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副局长彭砥如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项目方对娄底
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项目的

情况汇报，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
对项目设计作了具体说明。 会议
认为，《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
园 A、B、D 地块建筑初步设计》符
合有关规范和标准，图纸、说明齐
全，内容完整，技术设计合理，设
计深度满足相关规定， 达到了初
步设计基本要求，原则通过。会议

要求, 业主和设计单位要根据此
次评审会的意见抓紧修改完善，
加快推进项目的建筑设计工作，
确保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娄底经开区、市住建局、市消
防支队、 市防雷办等部门负责人
和专家出席会议。
（湖南新合作 刘雄卓）

东台新合作召开首届
一次工会职工代表大会
本报讯 12 月 16 日， 东台
新合作公司组织召开首届一次
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共有 45 名
职工代表参加此次大会。 大会
听取了公司工会筹备小组的工
作报告， 选举产生了公司首届
工会委员会、 经费审查委员会
和女工委员会领导班子。
成立工会组织是企业实行
民主化管理的重要保证,也是企
业走向规范化管理的必由之路。
新成立的工会组织将积极发挥
企业与员工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协助企业经营层做好各项管理
工作，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做出积
极贡献。 （东台新合作 殷秀泉）

新合作石门物流园项目
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兖州新合作
张家口新合作
组织文艺演出
本报讯 年终岁首，兖州新
合作、 张家口新合作等公司举
行文艺演出，答谢供应商、会员
客户代表及员工家属一年来的
关心和支持。 节目均由公司员
工自编自导自演， 演出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贴近生活。 晚会欢
欣鼓舞，展现了新合作人辛勤、勇
往、合作、奉献的精神风貌，这种
精神将在新的一年里发扬光大，
引领新合作人继续前进。
（兖州新合作 肖敏 张家口
新合作 王建忠）

本报讯 新合作石门物流园项目自 2013 年 5 月 25 日破土开工
以来， 在集团公司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项目首期建材物流
园 38000 平米工程建 设 进展 顺利 ， 目 前， 已 有两 座 大楼 （2#、
4#） 成功封顶， 其它楼栋也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 并将陆续封顶。
2014 年， 首期项目将全面展开招商和营销工作， 力争 8 月试
营业， 并启动二期工程施工。
(新合作石门物流公司)

十堰新合作召开 2013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本报讯 12 月 19 日，十堰市
新合作超市公司召开 2013 年度
总结表彰大会。
会上， 十堰新合作超市公
司 总 经 理 张 义 鹏 做 了 2013 年
度工作报告。 他说，2013 年，十
堰新合作紧紧围绕“稳步发展，
提升效益； 内强管理， 外树形
象”的总 体 思路 ，凝心 聚 力，真
抓实干， 发展直营店近 20 家，

取得 卡夫 系列 品 牌 代 理 权 ， 建
立蔬菜基地和平价菜店， 整合
襄阳公司和武汉联采， 实行新
的收益分配机制改革， 启动第
三方 物 流服 务 等 一 系 列 举 措 ，
使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再上新台
阶， 全年实现销售 22 亿元，与
去年同期比较增长 7.1%。
张义鹏指出，2014 年， 十堰
新合作公司将按照“转变思想，

深化改革；注重创新，稳步发展，
实现员工和股东双赢”的总体发
展思路，团结各方力量，明确方
向，抢占先机，实现以商超为主
体的“六大经营板块”新的跨越
发展。
会议对 2013 年度先进集体
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并签订了
2014 年目标责任状。
（十堰新合作 喻喜）

南阳新合作召开
“双向”沟通暨“双节”
销售动员会
本报讯 12 月 18 日，南阳新
合作三楼会议室里， 提问应答，
交流争锋，辩声鼎沸，讨论热烈，
这是该公司开展管理部门和基
层
“
双向”沟通交流时的情景。 参
加“双向”沟通交流会人员为部
门经理与基层店长课长。
会上，南阳新合作公司中层
以上及部分重要岗位管理人员
40 多人齐聚一堂，集思广益，共
议公司在商品配货、合同签订、
企划运营、库存盘点、购物卡销
售、财务管理、人才梯队准备等
门店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寻找
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 最后，大
家对一个个议项统一了思想认
识，并明确了工作标准，为下一
步门店规范化运行和机关部门
检查指导打下了良好基础，为
工作的顺利开展消除了疑虑、
扫清了障碍。
下午，公司业务副总赵建伟
作了关于大力做好 2014 年元旦
春节期间商品促销工作动员会。
会议对如何做好 2014 年元旦春
节期间商品销售工作进行讨论，
检查了商品备货情况和营销方
案，对一些重要事项专门做了安
排， 并下达了购物卡分解指标，
从而为实现 2014 年经济“开门
红”创造了有利条件。
（南阳新合作 周荣光）

宁夏新合作荣获
省级中小企业 50 强
本报讯 12 月 3 日下午，宁
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联合主办了 2013 年宁夏中
小企 业 50 强 评 审排 序发 布 活
动， 宁夏新合作农村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荣获“宁夏中小企业
50 强”。
又讯 宁夏新合作公司旗下
子公司——
—宁夏新合作日用百
货配送中心有限公司不断扩大
总代理总经销业务， 在 2013 年
11 月份娃哈哈集团公司的年度
经销商大会上，荣获“省级优秀
经销商”。
（宁夏新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