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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奋斗，我成长

郝彦领
■十堰新合作公司

（2019年1月18日）
（二）苦练内功，切实强化企业管
理
加强财务管理。 一是财务报表系
统实现全覆盖联网，进一步优化系统
功能，能够生成细化的满足管理需要
的分业态管理报表，为科学决策提供
全面完整的依据和支持。 二是加强财
务基础工作管理。 组织一次财务基础
工作大评比，进一步提升财务基础工
作水平。 三是进一步加强对出资公司
财务负责人管理，建立财务总监考核
管理制度。
加强资金归集管理。 上线资金管
理系统，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
率。 结合出资企业分布地区广的特
点，选择银行进行合作实施资金归集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加强审计监督。 逐步健全经济效
益指标体系， 推动经济效益审计，加
强对重点投资项目的全过程审计、监
督工作；继续采取每季度随机抽查方
式，对出资公司进行例行审计。
（三）强力抓好亏损企业的扭亏
增盈工作
亏损企业负责人要增强危机意
识和忧患意识，在扭亏增盈工作上要
切实主动作为。 集团将下大力气对亏
损企业进行解剖麻雀，班子成员分工
负责，要对现有亏损企业进行调研分
析，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总结分析
亏损的原因， 细化分解扭亏经营指
标，制定相应的工作措施，实时监督
落实情况。 对不能扭亏的企业，实施
关、转、停措施。
（四）加强资本运作能力
集团选择一家具备一定条件的
企业作为上市目标，进行拟上市企业

规范运作辅导，对已经上市的供销大
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防范风险，维
护企业利益； 开辟新的融资渠道，降
低融资成本。
（五）继续加强风险防控
认真分析研究宏观经济下行对
企业造成的影响， 提高经营决策水
平；继续通过抓好应收账款的清理工
作、加速商品库存流转、盘活固定资
产等措施加速资金周转、确保现金流
安全； 采取多种方式盘活闲置资产。
做好闲置存量资产相关摸底排查、资
产清查、财产评估等工作，对土地、店
面、设备等闲置资产以及投入产出比
较低的重资产， 采取出售、 转让、租
赁、招商合作等多种形式予以盘活。
（六）继续推动激励机制改革
做好集团本部员工新的绩效考
核制度落实工作，对新的绩效考核制
度整体运行效果进行及时评价总结，
进行修正完善；对集团班子成员和出
资企业制定新的考核办法，以经济效
益为中心，真正让为新合作做出贡献
的出资企业和主要负责人获得应有
的精神和物质奖励；继续加大力度推
广合伙人制度，进一步完善门店合伙
人制度；探索管理人持股和期权激励
等方式，切实发挥对经营管理者的长
期激励和约束作用。
（七）继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继续加强常态化员工培训。 以按
需施教、务求实效的原则，根据公司
的业务发展和岗位多样化培训需求，
分层次、 分类别地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灵活的培训，综合提升干部员工的
管理能力、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
内外结合，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

力度。 对内推行竞争上岗，对外实行
公开招聘，坚持以能力和业绩作为衡
量人才的标准， 造就一支想干事、能
干事的人才队伍。 根据需要，引进电
子商务、仓储物流、法务、资本运作等
重点领域急需专业人才。
逐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建立合
理的人才梯队。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
确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各项目标
任务， 统筹推进各类人才的引进、培
养、开发、使用、激励等工作。
（八）继续做好党建和党风廉政
工作。
提高政治站位， 持续落实党委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 层层签订 《2019 年
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严格落实党委党建主体责任和班
子成员“一岗双责”制度。 坚持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化“四个意
识”，教育党员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进一步强化思想建设和加强基
层党建。 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
化。 组织党员干部继续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总社党组
和供销集团党委统一部署，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 结
合落实新的绩效考核办法，激励党员
干部敢闯敢试、担当作为。 督促各基
层党支部组织好“三会一课”、民主生
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活动。 创新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
确保反腐倡廉工作落到实处。 严
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充分发
挥纪委专责监督作用。 组织开展廉政
警示教育活动。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确保企业干部廉洁从业。

新合作集团光荣榜
出资企业
一、先进集体
1.特殊贡献奖
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公司
2.一等奖
兖州新合作公司
河南卡地亚置业公司
3.二等奖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公司
北京新合作瑞通公司
4.三等奖
十堰新合作公司
山东新合作公司。

二、先进个人（43 名）
1.优秀店长、优秀经理（21 名）
十堰市新合作公司 申家贵 王惠芬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公司
屈利平 沈冬妹
兖州新合作公司
张 瑞 刘欣欣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 张丁玲
山东新合作公司
王如涛
泰山新合作公司
李 凤

陕西新合作公司
岳丽娟
东台新合作公司
韩正平
王晗晗
平顶山新合作公司
南阳新合作时令公司 杨炳珺
延边新合作公司
杨盛国
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公司
赵晋光 秦小红
北京新合作瑞通公司 张新宏
新合作供销一家公司 张文佳
北京新合作物流公司 候启华
河南卡地亚置业公司 卢新亮
丰县新合作公司
任永超
2.优秀员工（22 名）
十堰市新合作公司
李 圆 刘忠忠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公司
陈 荣 蒋 琼
兖州新合作公司
刘晴晴 郑利杰
山东新合作公司
房颖颖
泰山新合作公司
闫 静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
刘丹丹
陕西新合作公司
柏秀玉
东台新合作公司
罗 霞
平顶山新合作公司
王晓娜
南阳新合作公司
陈书丽
延边新合作公司
于莉莉

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公司
胡翔宇 徐子婉
北京新合作瑞通公司 孔珏婷 唐 明
新合作供销一家公司 董明薇
北京新合作物流公司 宋玉洁
河南卡地亚置业公司 刘战杰
南通新合作公司
陈俊均

集团总部
一、先进集体
财务部 投资发展部
人力资源部（党办）

二、优秀员工
陈召金
龙 言

刘宇翔
张晓峰

汪莎莎
袁楚峰

张海娇
胡 玲

优秀通讯员
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公司
兖州新合作公司
泰山新合作公司
十堰市新合作公司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公司
山东新合作公司

刘胤哲
石 岩
王 航
李佳晋
仇 洁
王怀强

吴永兰（二等奖）

2019 年，我们迎来了新合作集团成立 15 华诞，
我作为一名在新合作超市从业近 10 年的老员工，
回顾多年来的奋斗历程，有欢乐，有汗水，收获更多
的则是成长。 因此， 非常感谢公司给予我这个平
台，赐予我一份事业，让我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
同事朋友， 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一篇篇精彩的乐
章。
2009 年 5 月，我褪下“家庭主妇”角色的外衣，
来到新合作超市应聘成为一名理货员。 俗话说万
事开头难， 对于从未了解过零售行业的我来说，更
是难上加难。 好在公司对新员工开展了集中培训，
还有前辈们和领导的细心指导。 我从认识商品开
始，了解各个商品的功能和特性，学习如何陈列、如
何收货入仓以及打称和标示价签等工作，慢慢地我
懂得了新品、高毛利商品和自有品牌的维护，并掌
握了服务顾客的技巧。 记得曾遇到一位国外顾客，
由于双方语言不通，当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
团转，好在很快便镇定下来，心想语言不通无妨，肢
体表达也能行得通，我俩经过一系列比划，我确定
他是要买洗衣粉，跟他简单介绍了几个牌子，获得
了一个“Thank you very much”的赞赏。 通过这
件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其位， 忠其事， 尽其
力”，要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得不平凡，要尽全
力服务好顾客，维护超市的形象与利益，尊重自己
的岗位，忠诚自己的工作。 工作方面渐渐地得心应
手，由于表现良好，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我分别
在 2010 年和 2012 年先后获得“优秀工作者”的光
荣称号。
不久， 我被调到了离家较近的小区超市做了一
名会计，小超市可谓是“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生
意繁忙，但人手较少，虽然有店长、会计、员工的头衔
之别，其实没有明确的分工，从早上的接菜择菜，到
期间的陈列销售，再到晚上的收银结账，事无巨细，
都是我们这几个人共同动手运作的，我便很快掌握
了社区便利店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 小区里很多老
头老太太喜欢早起买新鲜的瓜果蔬菜，未到超市规
定的开门营业时间，他们就早早守候在店外，我们
便早早地开门迎客，收银系统往往因为未到规定时
间而不能打开，我们就先记账，再输入系统。 对一些
行动较为迟缓的老年人， 我们尽可能出手搀扶，帮
助老人选择所需要的商品； 还有顾客未带足钱款，
我们记账让他们下次结清。 一系列人性化的体贴周
到的服务温暖着周边的居民，我们与周边居民建立
了良好的信任关系。 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繁忙而充
实的时光。
之后，我被调到金星市场店做了主管，面对新的
环境和同事倍感压力，然而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我
深知主管好比桥梁，既要协助好科长、店长的工作，
又要带领好员工， 关键是执行力要强。 因此我必须
先管理好自己，严守克己做好每一项工作，因为以
身作则才能带领好别人。 曾经我遭受挫折迷茫过，
一度想要放弃，但想到自己作为一名老员工，不能
就这样被轻易打败， 遇到问题应该迎难而上。 在领
导和同事的鼓励支持下， 我很快地成长了起来，从
销售分析到自动补货，到每一份报表的制作，到商
品的品项管理等等，我掌握了超市门店所有的工作
流程。 我也难忘生病时同事们的关心慰问， 难忘大
家聚餐游玩时的美好时光，更难忘我们共同迎接的
一个个挑战。
风雨苍茫十几年， 不问回报问成长。 我认识到
只有将“辛勤、勇往、合作、奉献”的企业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我们在工作上就会少一些计较，多一
些奉献；少一些抱怨，多一些责任；少一些懒惰，多一
些上进，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会倍加珍惜自己的工
作，并抱着知足、感恩的态度，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从而赢得尊重和认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