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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新合作新年重磅推出“
三大服务承诺”
本报讯 1 月 1 日清晨，泰山新
合作公司在购物中心中厅召开迎新
年全体员工大会。 公司董事长张忠
先在新年致辞中，将 2017 年定为泰
山新合作的“服务提升年”，并提出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差价找补”、
“同城同价”三大服务承诺。
张忠先指出， 三大服务承诺对
公司的长足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不光是对顾客、对社会的服务承

诺，更是树立公司形象的关键举措。
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三大服务
承诺的推行， 对大家将是巨大的挑
战和考验， 公司或许会在短时间内
承受较大的压力， 这就要求所有部
门、 所有员工务必要做好基础性工
作，高度重视商品质量、精确把控商
品价格、从服务点滴做起，切实提升
服务水平。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兖州新合作精心组织“应知应会”知识学习考试
本报 讯 为 进一 步 提升 员工 综 合素
质，督促公司干部职工熟练掌握岗位业务
技能技巧，推进员工队伍向职业化、专业
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近期，兖州新合作公
司精心组织了“应知应会”知识学习考试
活动，来自公司各经营单位和后勤部门共
计 1500 人参加了考试。
考试前，公司各经营单位、部门充分
利用班前会时间， 精心组织全体干部职
工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应知应会”知识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获交通部货运枢纽投资补助
本报讯 2016 年 12 月 13 日，国家交通
2017 年拟投资补助货
运输部对 31 个荣获“
运枢纽项目”进行公示，娄底新合作湘中国
际物流园多式联运中心榜上有名。
多式联运中心是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
物流园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以公路铁
路物流资源集聚、货运信息交易及物流创新
服务为核心，规划有口岸、海关商检、零担仓
储、城市配送、货运交易、信息平台、物流金
融、办公等功能板块，能够满足大物流、现代
多式联运的需求。 该项目占地面积约 308
亩，总建筑面积约 15 平方米，总投资约 6.1
亿元，于 2015 年 12 月开工建设。 目前，多式
联运中心项目主体已基本完工， 预计 2017
年上半年投入运营，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极
大地促进娄底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加快推进
娄底转型发展。
(娄底新合作 旷森培 )

泰山新合作举办
“圣诞狂欢之夜”活动
本报讯 2016 年 12 月 24 日，泰山新合
作迎来了第五届圣诞狂欢之夜。 作为本年
度最后一次大型折扣活动，自上午 10 点至
晚上 11 点，新合作卖场内人头攒动、客流
如潮，热闹非凡。
为凸显节日特色、烘托节日气氛，新合
作全体员工佩戴麋鹿发卡， 不同部门柜台
别具特色的精心装点更是形成了卖场内一
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当天下午 4 点至晚上 7
点，六名漂亮的新合作女员工在新合作购物
中心一至三楼巡回表演了动感的快闪舞蹈，
吸引了大批顾客驻足；由小孩装扮的四个小
小圣诞老人手提礼袋在卖场内配送礼物，为
顾客带去了节日的祝福和小惊喜。 本届狂
欢之夜，在延续了以往超低价商品折扣传统
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
限时秒杀”、
“限量秒
杀”、
“
限时抢购”等新颖的促销形式，极大提
升了顾客的购买欲望， 当天实现销售 463.5
万元。
(泰山新合作 韩静蒲 )

讲学，内容涉及现场管理、服务规范、企
业文化、商品知识、实操技能、食品经营
法律法规等内容， 旨在切实改进公司员
工知识结构， 有效调动员工学习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真正达到“学有所获、考有
所促”的目的。
为取得预期效果， 公司领导高度重
视， 制定了完备的考试计划及方案， 成
立了考试领导小组， 并由分管领导亲自
监考。 在理论笔试和实操业务两轮考试

中， 员工充分发挥自己掌握的知识， 认
真答题， 秩序井然。 参考的员工纷纷表
示此次考试是对自身岗位技能及业务知
识的一次全面检阅， 对提高业务水平有
切实的帮助。 各单位也表示将以此次考
试为契机， 总结考试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 对各岗位人员进行标准化培训， 强
化岗位基本技能， 不断提升员工整体素
质。
（兖州新合作 肖敏）

十堰新合作利用有赞
平台全员开店
本报讯 十堰新合作公司农村电
商部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利用有赞平
台，全体员工每人开一家网店，与公
司互利共赢，拓宽营销渠道。 目前，已
线上注册开店 4000 家。
公司建立一级线上总店“十堰新
合作店铺”，负责商品组织、价格和物
流配送； 员工注册建立个人二级店
铺，从总店中挑选任意商品，将个人
店铺分享至朋友圈；朋友、客户从二
级店铺选购商品并可分享商品信息，
交易后店主可获得佣金回报。 这样，
实现一个总店到四千员工再到四万
客户的裂变分销。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张家口新合作
举行庆元旦晚会

兖湖南新合作中昊人防公司相继签约人防商业项目
本报讯 2016 年 12 月 12 日， 湖南
新合作中昊人防发展公司与湘乡市乡桂
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就东风市场及东
风路平战结合人防工程项目签署了合作
框架协议。 东风市场项目是湘乡市中心
城区市场提质改造项目。 东风路平战结
合人防工程项目位于湘乡市东风路地
段，总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系湘乡市
第一个单建式平战结合人防工程项目。
2016 年 12 月 28 日， 湖南新合作中

昊人防发展公司与河南洛阳市人防办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计划建设洛阳市河科
大过街通道、牡丹广场、丽新路、政和路
等 4 个单建式平战结合人防工程项目，
总建筑规模初步预计为 10 万平米，估算
总投资达 15 亿元以上。 这是湖南新合作
中昊人防公司在湖南省外成功拓展市场
的首个案例， 标志着公司正式走上了布
局省外市场的征程。
(湖南新合作 郭贤良)

兖州新合作优质服务提升活动
服务明星评选揭晓
本报讯 近日，兖州新合作公司在优
质服务提升活动中评选出了 160 名服务
明星， 其中 5 星 4 人，4 星 1 人，3 星 10
人，2 星 22 人，1 星 24 人，流星 99 人。此
次活动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开始， 历经
学习动员、工作现场培训、分享交流演讲
和总结评选四个环节。
服务明星按照级别每月享受不同的
奖励待遇， 还要接受为期一年的严格考
核、监督，如在销售或服务过程中发现违
反诚信原则的情况，将立即取消其“服务
明星”的资格。 星级员工实行动态管理，

挂牌服务， 时刻以明星标准严格要求规
范自己， 以典范形象影响带动身边的同
事。
（兖州新合作 肖敏）

新合作常客隆举办普通话演讲比赛
本报讯 2016 年 12 月 10 日，新合作
常客隆公司举行“我爱常客隆”普通话演
讲比赛。 来自各经营单位和部门的 14 位
选手参加了比赛，100 多名员工现场观
摩。 活动邀请常熟市广播电台国家高级
主任播音员、 常熟知名主持人以及公司
领导担任评委。
演讲中， 参赛者 立 足于 各自 的 岗
位 工作 ，从 不 同 的 视 角 ， 用 真 诚 、 质 朴

的语言，表达了对工作的热情，对企业
的热爱， 抒发了身为新合作常客隆人
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深深打动了在场
的每一位听众， 充分展现了新合作常
客隆人感恩社会、 热爱企业、 昂扬向
上、 奋 力 拼 搏 、 团 结 进 取 的 精 神 风 貌 。
经过激烈角逐， 星光天地曹彦的参赛
作 品《想 做 、 去 做 、 努 力 做》获 得 一 等
奖。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本报讯 2016 年 12 月 30 日 晚 ，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举行了一年一度
的庆元旦晚会，全体员工兴高采烈前
来聚会迎新。 整台晚会，演员个个激
情饱满，精彩节目不断，现场不时传
来欢呼声和掌声，有效拉近了员工之
间的距离，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公
司的凝聚力。
（张家口新合作 王宁）

泰山新合作斩获
泰安市第三届
“银商杯”三项大奖
本报讯 2016 年 12 月 15 日，泰
安市第三届“银商杯”收银员知识与
技能竞赛在泰安市举行，考试分个人
笔试比赛、 个人 POS 机具操作技能
赛、 擂台赛三项内容， 共有 35 家单
位、118 人参加竞赛。 泰山新合作六
名收银员代表参加了比赛，共斩获最
佳人气奖、最佳团队奖和孙文文个人
综合成绩第五名三项大奖，成为获奖
最多的团队。
(泰山新合作 韩静蒲)

张家口新合作
第 16 家直营超市店开业
本报讯 12 月 17 日， 张家口新
合作公司第 16 家直营店——
—辉耀店
隆重开业。 该店位于涿鹿县辉耀镇，
经营面积 140 平方米， 经营品类涵
盖生鲜、 食品、 饮料、 日化等十多
个大类， 经营商品一千余种， 可全
方位满足当地居民不同的消费需求。
开业当天， 推出特惠、 抽奖、 换购
等活动， 多重惊喜给当地百姓带去
真正的实惠。
（张家口新合作 王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