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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作集团 3 个项目入围参加中国供销集团
“新时代 新供销”青年创业创新集训营
本报讯 9 月 18 日下午，中国供销集
团“新时代 新供销”青年创业创新集训营
在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开
营， 入选项目成员在集训营正在接受为
期 4 天的包括拓展训练和社会知名创业
家、投资人、专家等带来的经验分享、创
业知识等培训。 新合作集团 3 个入选项
目成员参加了此次集训。
入围复选的 3 个项目是湖南新合
作商业管理公司吴中华、秦小红分别主
持的新合作商业街创新智慧街区项目、
“美好集市” 公益平台项目和北京新合
作 瑞 通公 司李 伟 主持 的北 京新 合 作 瑞

湖北省孝感市副市长叶华
考察新合作
地下人防商业项目
本报讯 9 月 11 日至 12 日， 湖北省
孝感市副市长叶华一行深入考察娄底、
新邵平战结合人防工程及新合作湘中国
际物流园等项目， 并就推进孝感市长征
路平战结合人防工程项目建设事宜与新
合作商业发展公司进行了座谈。
叶华对新合作商业发展公司的资金
实力、品牌实力、工程技术水平、商业运营
能力和经验优势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希
望新合作商业发展公司发挥专业优势，秉
承“负责到底，服务到家”的经营理念，充
分考虑孝感市的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需
求，做好项目建设规划设计，尽快签署战

通一县一品项目。 其中，新合作商业街
创新智慧街区项目组成员有卢春熙、
曾 涛 、 段绍 元和 张 天宁 ， 项 目 主 要 是
利用新零售环境下的新技术、 新手段，
建设新合作人防商业街数字化会员、网
络化街区和智 能化 管 控系 统；“美 好 集
市”公益平 台项 目组 成 员有 傅丹 、赵 翠
丽和梁青，项目主要是依托新合作人防
商业街的资源优势，打造专门帮扶小规
模 特 困农 户农 产品 自 产自 销的 公 益 平
台；北京新合作瑞通一县一品项目组成
员有代瑞平、姬 婷 ，项目 主要 对 地方 农
副土特产品，从种植、加工、包 装 设计 、

品牌推广 、终端 销 售等 环节 入 手，建 立
线 上 线下 相融 合 的自 营 、 联 营 销 售 渠
道，打造以土特产为核心产品的农产品
供应链。
据悉，此次中国供销集团“新时代 新
供销”青年创业创新活动共有 99 个项目
进入第一阶段初选，其中 33 个项目入围
复选， 新合作集团共有 9 个项目进入初
选，其中 3 个项目入围复选。 入围复选的
项目团队成员在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接
受优秀创业导师的专题指导后， 将根据
遴选结果获得扶持资金进入项目实施阶
段。
（集团投资发展部 张婧）

供销 e 家邻里中心
北京达官营店调整重装开业
本报讯 9 月 16 日，金秋送爽，丹桂
飘香，正值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供
销 e 家邻里中心达官营店重装开业。 重
装开业后的门店业态分布和经营模式进
一步优化，购物环境进一步提升，以最优
质的商品和最真诚的服务服务广大消费
者。 邻里中心坚持以“菜市场 + 社区生
活配套服务”相结合，经营商品除生鲜果
蔬外，还有进口食品、日用百货、花卉绿

植、笔墨文具等，同时还增加了社区生活
便民服务项目，有修改制衣、开锁换锁、
窗帘制作、美发美甲等，让菜市场摇身一
变成为周边小区居民的一站式购物中
心。 开业当日， 前来购物的顾客络绎不
绝，开业当日累计到店近万人次。 近期，
达官营店还将增加餐饮和现场制售，以
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消费需求。
（新合作供销一家 李岩）

新合作京瑞参业又到一年红果采摘时

略合作协议，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实现合
作共赢。
（新合作发展公司 刘胤哲）

湖南省双牌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唐冬华
考察新合作
地下人防商业项目
本报讯 9 月 25 日至 26 日， 湖南省
双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唐冬华一行深入
考察了凤凰、娄底、新邵平战结合人防工
程及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等项目，并
就推进双牌县紫金路平战结合人防工程
项目建设事宜与新合作商业发展公司进
行了交流。
唐冬华表示， 作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领域的
“
国家队”，新合作商业发展公
司在网络、资金、经验等方面拥有极大的优
势，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希望新合作商
业发展公司按照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要求和
“
负责到底，服务到家”的经营理念，统筹做
好项目建设规划设计，加快推进项目落地，
实现合作共赢。（新合作发展公司 刘胤哲）

东台新合作
启动四季度销售竞赛活动
本报讯 9 月 25 日，东台新合作公司
召开门店店长及部门负责人会议， 正式
启动四季度“奋战一百天，争当排头兵”
销售竞赛活动。 会上，总经理刘学金要求
公司上下凝心聚力， 在九月份销售和毛
利都创造出历史同期最好水平的基础
上，继续在商品组织、促销筹划、奖惩激
励上用心用力， 为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
务冲刺。
（东台新合作 殷秀泉）

山东新合作永丰店
改造升级开业
本报讯 9 月 16 日，山东新合作永
丰购物广场经过改造升级开业迎客。
永丰店改造升级重点在打造生鲜产品
直供、改善消费环境、提升产品和服务
品质等方面赋能， 满足消费者多层次
需求。 开业当天，销售突破 6 万元，与
改造前日均销售 6000 多元相比，增幅
达 900%。
（山东新合作 王怀强）

千家汇服装连锁批发城
入驻山东新合作百货大楼
本报讯 山东新合作百货大楼店
二楼经过重新装修， 成功引进千家汇
服装连锁批发城入驻。 10 月 1 日，千
家汇服装连锁批发城举行了盛大开业
典礼。 开业当天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促
销活动，当日销售额突破 30 万元。
（山东新合作 王怀强）

十堰新合作迎接
湖北省“七五”普法督检
本报讯 9 月 12 日下午，湖北省公
安厅党委委员、 副厅长干永平带领省
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督导工作
小组莅临十堰新合作，通过听取汇报、
探讨交流、查阅资料、实地查看等方式
全面检查了十堰新合作“七五”普法落
地情况。 督导组对十堰新合作“七五”
普法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十堰新合作始终把依法治企作为
公司的生命线，在“七五”普法期间，进
一步加强了普法工作的领导， 调整充
实了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力量，遵照“七
五” 普法规划， 严格落实企业普法责
任，不断创新普法形式，切实增强公司
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不
断提升公司依法治企管理水平， 为推
进公司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十堰新合作 李佳晋）

兖州新合作
积极参与兖州区
红十字会救灾募捐活动
本报讯 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新
合作京瑞参业基地的西洋参红果成熟
了，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西洋参种籽俗称西洋参红
果，采收过早，种籽发育不饱满；采收过
晚，果实容易脱落，易遭鼠害，且采收的
红果需要及时搓洗掉表层的果肉，漂洗

去干瘪籽，待种籽沥水稍干表面无水时
便可沙藏。 为打好西洋参种籽采收攻坚
战，公司组织全体员工集中到地头一线
采收西洋参种籽，种籽采收工作程序清
晰，分工明确，监管有效，确保种籽采收
颗粒归仓。
（新合作京瑞参业 祝兰）

新合作丹江京华购物广场重装升级开业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新合作在丹
江区域的优势， 十堰新合作公司对丹江
京华购物广场进行了提档升级， 全力将
其打造成为丹江区域旗舰店和商业标
杆。 9 月 22 日，华丽变身后的新合作丹江
京华购物广场璀璨登场，开业前三天，销
售总额 300 余万元，客单价约 100 余元。
丹江京华购物广场是继量贩店之后
十堰新合作在 2018 年打造的又一家以
“高品质生活”为理念的生活广场。 一是
环境更舒适。卖场设计专业，动线布局流

畅、人性化，灯光美陈协调新颖，给人以
温馨、闲适的感觉。 二是商品更丰富。 推
出了数万种全新商品，新增了海产品、红
酒、进口水果专柜，引进“北京烤鸭”、“烘
焙工坊”等现买现做熟食坊，设置“全球
购”，引进了更多受年轻人喜爱的进口产
品。 卖场单品总数达 18000 余种，其中生
鲜就有 3000 余种。 三是服务更贴心。 为
满足顾客需求，卖场内部增设了休闲吧，
在收银台处设置无人自助收银机， 减少
顾客的排队时间。（十堰新合作 李佳晋）

本报讯 受第 18 号台风“温比亚”
影响，8 月 17 日至 21 日, 山东出现大
范围强降雨, 包括兖州市在内的多地
受灾严重,为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重建家园， 兖州区红十字在全区范围
内组织开展“情系灾区” 救灾募捐活
动。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兖州新合作
公司积极响应，9 月 20 日上午，在新合
作大卖场西门举行了隆重的 捐赠 仪
式。 活动中，兖州新合作公司共捐赠衣
物 1091 件、食用油 200 桶。
（兖州新合作 石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