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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挖潜力 外拓市场 创新营销 提升质量
十堰新合作“
双优门店”评选活动开展情况
十堰新合作公司“双优门店”评选主
要围绕“服务最优、质量安全、效益提升”
三大主题开展工作， 各门店内挖潜力、外
拓市场、创新营销，努力提升经营业绩，力
争以优质的服务、良好的精神面貌和优秀
的业绩向祖国 70 周年献礼。

强化规范落实 丰富服务内容
提高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是零售企业的生命线，它关
系到企业的声誉和客源，关系到企业经营
的成败。 在创建“双优门店”活动中，十堰
新合作公司强化员工行为规范标准落实，
倡导微笑服务、积极沟通，通过便捷收银、
提供送货、丰富商品等方式，为顾客提供
周到、贴心的服务，力求让每个顾客“乘兴
而来、满意而归”。为确保门店投诉处理机
制正常运行，公司全面检查门店服务登记
本，抽查处理结果，通过检查监督促进门
店高效解决投诉事件，让顾客无障碍退换
货，确保顾客百分百满意。
当今社会，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瞬息
万变，为适应互联网环境下人们生活方式
的变化，公司引进 400 余台价值 200 余万
的支付宝“蜻蜓”刷脸设备，利用自助收银
有效的降低人力成本， 缩短结算时间，增
强顾客购物体验感。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
吸引了大批顾客，仅上半年，门店手机支
付同比增长 58%，客流上升 39%。
社群营销是当前零售业出现的新型
业务模式，上半年，公司重点推进社群营
销建设，推广小程序上线，让消费者购物
不受时间、条件、空间限制，实现线上线下
全渠道发展。 公司组建专班调查研究，精
准了解顾客对服务、质量、商品的需求，发
动全员地毯式建群，在城区店试点开团运
营。 商品价格、品质、品种线上线下同步，
电子卡、积分卡线上线下互通，顾客可以

线上下单，线下提货。 通过微信群高密度
宣传， 让门店商圈逐步拓展到 5-10 公里
以外，仅上半年群人数已达到 20 余万人。
6 月份，公司组织优秀门店评选和创
意陈列比赛活动， 各门店以丰富的商品，
标准化的陈列，优质的服务，干净、舒适的
店容店貌展示新合作形象。 以商品为道
具，围绕“建国 70 周年庆典”的主题，在堆
码、端头设计展示“祖国生日快乐”“共筑
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祖国七十华诞”
等字样，百余家门店积极行动，用商品设
计出各式各样的创意陈列作品，表达新合
作人爱国情怀。
为鼓舞全员团结奋斗， 爱岗敬业、爱
企爱国，公司先后组织了一系列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通过多形式的文娱活动展现新
合作员工昂扬向上的风采风貌。如组织郧
西区域百余名员工开展缅怀先烈、向烈士
献花活动； 组织丹江区域 60 余名员工唱
演《爱我中华》，用优美的舞蹈和歌声弘扬
五四精神；组织 300 余名党员、中层管理
者、店长在量贩店门店举行红歌大合唱活
动；组织远洋盛会店员工齐声朗诵《祖国
颂》。

构建“
质量、环境、安全”
一体化管理体系
商品质量始终是零售企业的生命。十
堰新合作公司一直把商品质量管理的放
在首位，要求各部门强化责任意识，全员
重视商品质量，生产、引进、验收、入仓、到
店、上架、销售全程质量安全责任到人，确
保商品质量全过程管控。“3.15”前夕，公
司安排业务部全面排查价签名称、 产地、
标识、 数量是否与商品原包装相吻合，修
正了 1800 余条商品资料。
3 月份积极开展“质量零投诉月”“质
量月”活动，全面排查质量安全隐患，避免

创建双优门店
新邵新合作商业街
内外兼修 创新经营
新邵新合作商业街对标“双优门店
（项目）”评选要求，有力有序推进整改工
作。 从街区环境、服务品质等方面，提升街
区经营质量； 通过品牌宣传与促销活动，
提高整体经济效益；以公益图书角、扶贫
专柜为亮点，塑造立体化品牌形象，打造
街区口碑效应。
“外 修 ”， 美 化 街 区 环 境 ， 提 高 商 业
街识别性。 新邵新合作商业街让美陈场
景成为流量导入口，源源不断吸引市民
前来踩点打卡。 网红手绘墙、美陈装置，
提升消费者视觉体验的同时，延长消费
者停留时间，为消费者制造愉悦感与参
与感。
“内修”，提升服务品质，改善商业街
服务质量。 自 5 月以来，新邵新合作商业
街全面提升各条线专业技能，并开展微笑
传递·最美店员评选活动， 进行了一场服
务质量的优化活动， 赢得近 20 万人次的
关注，5 万余的票数。
创新经营，塑造品牌形象。 新邵新合
作商业街相继开设扶贫专柜、 公益图书
角，勇担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 7 月 6

安全隐患流入市场。在每个区域设立一个
中心店，重点推行“我承诺，您监督”服务
活动，公开接受消费者监督，确保消费者
在新合作购物安全、放心。 由总经理办公
室牵头重点检查门店商品标识、 品质、保
质期、温度控制、储存条件等，避免炎热季
节，商品变质、发霉事件的发生。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
费者对生鲜商品的品质要求也在提高，如
何低价享受高品质的生鲜食材，让众多消
费者达成“绿色、健康、安全、无公害有机
食材”的心愿，成为十堰新合作公司重点
工作之一。 公司向广大消费者做出“不卖
隔夜菜、不满意即退货、惠民生鲜天天平
价”的郑重承诺，全面推进生鲜标准化建
设，减少在门店包装、整理、称重的工作
量，物流中心成为加工车间，完成去泥、去
根、去皮、精包装、称重等工作；源头标准
化采购，减少中间环节；每个蔬果单品逐
步定标、定箱、定规格，杜绝商品到卖场造
成二次污染。 目前，22 家大卖场和 10 家
“菜店”实现全精品配送，逐步实现生鲜标
准化运营。

优结构、提周转、推转型、增坪效，
全面提升盈利能力
今年，公司提出“降库存、提周转、优
结构、增坪效”的工作思路，全面梳理门
店、品牌代理、自采、经销商品库存和周转
情况，对标行业标准，制定有效措施，持续
清理高库存商品。 门店制定周转指标，完
善必备商品、重点商品结构表，从上至下
每月跟踪考核；滞销商品，历史存货，统一
调入区域大店清仓处理，策划清仓打折类
促销活动，线上线下营销，消化历史存货，
及时清零滞销商品，有效盘活资金。 截止
6 月份周转天数缩短了 26 天。
在优化商品结构方面，全面精简单品

数，控制滞销率，商品动销率达到 90%以
上。 库存优化后，门店的空置位置增加，公
司一方面号召全员招商， 增加租赁收益，
其次扩大生鲜面积，丰富生鲜品类，提高
生鲜销售份额。 上半年共调整了 43 家门
店，实现了扭亏、止亏的良好局面。 竹山购
物广场、 远洋盛会等 20 余家店单店盈利
水平有效提升，新增招商收入 315 万。
5 月初，在总经理张义鹏和生鲜顾问
团队朱老师的带领下， 公司中高层一行
前 往合 肥“生 鲜 传奇 ”考察 ， 在“生 鲜 传
奇”的启发下，公司迅速调整经营思路，
将 部 分 门 店 升 级 为“生 鲜 加 强 型 社 区
店”。 升级改造主要扩大原有门店的生鲜
经营面积，增加生鲜经营品项，以“新鲜、
安全、健康”为经营理念，承诺“不卖隔夜
菜、不卖隔夜肉、惠民商品天天低价、不
满意即退货”，着力为城镇居民打造“家
门口超市”，走进店里，蔬菜、水果、肉品
等分区摆放， 涵盖了百姓一日三餐的全
部需要，整齐干净的货架，琳琅满目的生
鲜产品， 为普通老百姓提供方便快捷的
鲜生活、鲜营养、鲜滋味，转型后的门店
销售额增长 70%以上。
通过业绩比拼，激发员工斗志，营造
“比、学、赶、帮”的良好氛围。 每月组织品
类、门店业绩比拼活动，结合老师指导思
想，精准选品、合理定价、规范陈列、创新
营销、线上线下宣传，营采协同作战。 每月
制定品类促销计划，如啤酒、护肤品、洗衣
液、水果、蔬菜、鲜肉、小龙虾、粽子等品类
和单品的营销比拼活动，“卖手”们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涌现出各个品类“超级导购
员”。无论市场竞争多么激烈，大家都以积
极的心态，坚忍不拔的毅力，积极抢占市
场份额，稳定了客流，有效提升品类和单
店的业绩。
（十堰新合作公司 梁小利）

新合作各商业街在行动

日，“精准扶贫农副产品销售专柜”正式开
放，新邵巨口铺镇养殖户厉先生，成为首
批进行农副产品销售的帮扶对象。 8 月 17
日，公益图书角开放，吸引了青少年相约
阅读，广获市民好评与追捧。

张家界新合作商业街
精益运营 创新驱动
张家界新合作商业街积极响应新合
作集团“双优门店（项目）”评选活动号召，
精益运营、创新驱动，旨在保持强劲发展
动力，打造新合作示范商业街。
提升员工职业技能，塑造工匠精神。
5 月，街区开展争创“双优门店（项目）”
启动仪式，对评选活动进行宣传。 6 月，
街区联合张家界市人防办，举办“安全生
产三湘行活动”，对街区员工、商户进行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8 月， 结合实际情
况，街区开展了《企业文化建设》、《商务
礼 仪》、《合 规 管理》、《员 工 职 业 行 为 规
范》等内容培训。 安全运营、品质服务，
系列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鼓励和推动街
区全体人员精益求精，以匠心致初心，全
面提升运营管理水平。
品牌升级，打造一站式购物休闲商业
中心。 上半年举办优秀商家评选、二期品

牌签约大会，助力张家界新合作商业街品
牌全线升级。 优秀商家评选活动， 共计
180 家商户报名参与，10 家商户成功突围
晋级，最终 6 家优质商户受到粉丝疯狂投
票，斩获“优秀商家”殊荣；二期品牌签约
大会， 更是吸引了近 400 家品牌商家来
场。 10 月，一二期互通互联，将形成 5 万
m2 一站式购物休闲商业中心。
创新体验式营销。 吃瓜大赛、母亲
节分娩疼痛体验、六一儿童节怀旧玩具
展、 四周年庆……创意营销乐享不停，
张家界新合作商业街让消费者不只是
消费者，更是参与者、传播者。 通过体验
式营销活动，顾客、商家、街区之间建立
亲密可持续关系，形成整合的无缝式客
户体验。

凤凰新合作商业街
整体部署 促进街区高质量发展
凤凰新合作商业街对照评选标准与
要求，围绕街区服务整体部署，从团队建
设、服务质量、商户管理、街区环境、营销
活动等方面进行整改与提升，努力开拓经
营质量、经济效益双优新局面。
注重员工素质培养， 提升服务质量。
以提升员工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为目标，

凤凰新合作商业街接连开展了 《商务礼
仪》、《员工职业行为规范》 课程培训、“微
笑传递、服务万人”评选活动等，提升服务
品质，改善服务质量。
评选双优店铺，助力品牌提升。 为促
进商户商品与服务全方位升级，提升消费
者购物体验。 街区开展品牌评选活动，以
消费者满意度检验品牌商品，在增强了商
户与消费者联动的同时，激励商户改进商
品质量、陈列标准，提升了街区与商户经
济效益。
打造情景式街区，创新体验空间。 以
“艺术、创新、体验”为核心，凤凰新合作商
业街加强了节日氛围布置、互动美陈的投
入，增加视觉丰富度。“星辰”灯饰、钢琴步
道等配置， 打造新潮的情景式体验街区，
形成凤凰时尚、美好商业中心。
策划节假日营销，挖掘市场消费。 为
进一步吸客引流、促进销售，凤凰新合作
商业街通过开展节日及假期营销活动，加
强了街区及入驻品牌宣传力度。 跳花节、
暑“价”风暴、七夕爱情魔力、开学季特惠
……针对市民消费习惯，结合街区业态构
成及品牌组合，举办系列营销活动，实现
整体客流与销售的增长。
(新合作发展商管公司 谭知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