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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学健一行调研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党建工作
本报讯 11 月 1 日，娄底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华学健率市直机关及各县、 市、区
相关负责人 60 余人赴娄底新合作湘中国
际物流园调研党建工作。
华学健一行先后参观了娄底新合作湘
中国际物流园党建宣传栏、 宣传长廊及党
员活动室， 听取了党总支负责人的工作汇
报，重点了解了党组织阵地建设、党员教育
管理、党费缴纳、活动开展等基本情况，详
细询问了党员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的先
锋模范作用， 就进一步创新非公企业党建
工作进行了面对面指导和现场互动。
华学健指出，企业要紧紧围绕“党建育
才，人才兴企”的理念，注重从企业骨干中
发展党员， 把优秀党员培养成企业管理人
员， 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娄底新合作 旷森培）

新合作瑞通公司与西班牙 Inditex 集团亚太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
本报讯 10 月 14 日，北京新合作瑞通
公司与西班牙 Inditex 集团亚太区公司在
京举行业务洽谈会。 双方就 Inditex 集团
旗下 ZARA品牌尾货在中国区销售达成
合作意向，Inditex 集团授权新合作瑞通公
司在广东、浙江、河南、河北等 28 个省 200
多个地区销售 ZARA 品牌商品。
Inditex 集团是来自于西班牙的世界

湖南新合作举办
管理人员专题培训
本报讯 10 月 16 日，湖南新合作公司在
长沙组织举办了一场专题培训， 邀请碧桂园
集团财税部总经理、 投资策划中心发展研究
部总经理刘雁甲专门授课。 湖南新合作公司
各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相关部门管理人员
共计 40 余人参加培训。
刘雁甲介绍了碧桂园集团基本情况；与
大家分享了碧桂园公司相关土地投资、 项目
管理、公司管理、人力资源能力构建、企业文
化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同时也分享了他本
人对于行业发展趋势以及投资发展策略等方
面的研究和思路；课后，又与参训人员进行了
气氛热烈的互动交流。
（湖南新合作 欧阳宪章）

新合作瑞通公司参展
2016 中国国际婴童用品展览会
本报讯 10 月 19 日，由中国玩具和婴童
用品协会与德国科隆展览联合主办的 2016
中国国际婴童用品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开幕。 北京新合作瑞通公司作为迪士尼
官方授权 Safe Teck 五大系列 （赛车系列、米
奇妙妙屋系列、 冰雪奇缘系列、 小熊维尼系
列、公主系列）益智类儿童家具家居用品中国
总运营商参展。
Safe Teck 迪士尼儿童益智家具家居，独
创采用环保 EVA 免磕碰材料制成， 无毒无
味，有中国、德国 SGS 和美国伯克利材质检
测报告， 首次亮相上海国际婴童用品展览
会，就引起了众多关注。 冰雪奇缘，汽车总动
员， 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卡通形象系列产
品，都在此次展会中亮相展出，获得了国内
外业界人士的热情参观和咨询，合作洽谈络
绎不绝。
（新合作瑞通公司 刘祎璠）

四大时装零售集团之一， 其旗下拥有
ZARA、PullandBear、MassimoDutti、Bershka
等 9 个 服装 品牌 ，ZARA 是 其 中 最 成 功
的，被认为是欧洲最具研究价值的品牌之
一。 近年来 Inditex 集团凭借旗下 ZARA
的风靡流行与全球扩张，逐渐超越 H&M、
GAP 等时装零售巨头，成为世界最大的时
装集团公司。

新合作集团总裁助理，北京新合作瑞
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跃忠，北京新合
作瑞通公司副总经理刘劲松， 西班牙 Inditex 集团亚太区公司总裁 José Suárez、
总经理 José Martínez，意大利 viandsu 公
司 Nicola Ardito 出席洽谈会。
（新合作瑞通公司 刘婵）

爱心点燃希望 真情温暖生命
——
—泰山新合作捐助重病员工
本 报 讯 10 月 17
日早上， 泰山新合作购
物中心前广场上演了感
人的一幕——
—公司全体
员工为重病同事罗倩倩
进行现场捐款。
罗倩倩是王西店一
名普通促销员，工作中的
她积极进取、 爱岗敬业、
乐于助人。然而天有不测
风雨，2015 年，罗倩倩被
查出患有磷状细胞癌并
进行了切除手术，今年 9
月份，她又被查出腹股沟
淋巴结肿大并有癌细胞， 不得不重返医
院继续治疗。 严重的病情让这个原本苦
难的家庭雪上加霜，2007 年母亲因膀胱
癌去世；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 儿子、
父亲、 婆婆也先后因疾病在医院接受过
治疗；哥哥患有先天疾病，生活不能自理。
负债累累的家庭已无力承担沉重的医疗
费用。
在知悉了罗倩倩的病情及家庭情况
后， 王西店店长第一时间向公司进行了

汇报。 公司董事长张忠先高度重视，立即
向全公司及供应商发起了捐助倡议。 在
公司领导的带动下，全体员工发扬“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精神，慷慨解囊、
踊跃参与。 捐款结束后，张总携领导班子
成员亲自到医院探望了罗倩倩， 仔细询
问了身体状况并带去了大家的祝福和鼓
励。 面对来自大家庭的帮助和关怀，罗倩
倩及其家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泰山新合作 韩静蒲）

福建新合作桂香山茶业公司在济南设立分公司
本报讯 10 月 26 日，福建新合作桂
香山茶业公司济南分公司举行挂牌成立
仪式， 特邀请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赵
保乐主持。 新合作集团总裁助理，北京新
合作瑞通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刘跃忠与
赵宝乐一同为公司成立揭幕， 福建新合
作桂香山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师增参
加开业仪式， 中央电视台 11 频道栏目
组、 中国农副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等组

织专人到场恭贺。
福建新合作桂香山茶业有限公司位
于具有中国茶叶之乡美誉的福建福安，
主要从事茶叶加工销售，是集产、购、加、
销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无公害茶园
3000 余亩，年产量达到 23 万多公斤。 主
要生产经营“坦洋工夫”红茶、茉莉花茶、
绿茶、乌龙茶等名优茶。
（新合作瑞通公司 李伟）

泰山新合作举办
第三届厂商联谊会
本报讯 近期， 泰山新合作举办
了以“团结共识，健康发展”为主题的
第三届厂商联谊会。 本次联谊会改变
了以往传统的颁奖环节，分不同波段
进行红包发放，极大地激发了供应商
们的参与热情，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公司董事长张忠先在演讲中强
调，廉洁从业是一项任何时候都不能
放松的全员工程，廉洁从业不仅需要
从公司自身严格管理做起，也需要供
应商朋友积极的参与和配合。 他希望
供应商朋友树立优质、优价、诚实、守
信的供应理念，确保业务廉洁、透明、
公平、公正，通过正确的沟通渠道解决
相关问题, 不主动腐化公司的管理干
部，保证合作关系简洁化，共筑廉洁从
业的“防火墙”，共同获得更加长足持
久的发展。
（泰山新合作 韩静蒲）

新合作常客隆组织
“
歌
唱祖国歌颂党”
职工歌咏比赛
本报讯 10 月 27 日晚， 华灯璀
璨、星光熠熠，新合作常客隆公司“两
学一做”系列活动之——
—“歌唱祖国、
歌颂党”职工歌咏比赛在星光天地购
物中心隆重举行。 比赛特邀常熟市宣
传部、妇联、总工会、共青团、供销总
社等领导出席，评委团由常熟市文化
馆专业评委和 20 位大众评委组成。
9 支合唱曲目代表队和 9 位独
唱选手参加了比赛，各参赛队及选手
满怀豪情， 纵情歌唱，《我和我的祖
国》、《父亲》、《相逢是首歌》、《当你老
了》、《明天会更好》《相亲相爱的一家
人》 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
感染了在场每一位观众，赢得了雷鸣
般的掌声。 他们用深情、嘹亮、高亢的
歌声，表达了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
款款深情， 赞美和谐社会的幸福生
活，抒发了作为新合作常客隆人的自
豪感和荣誉感， 整场比赛气势恢宏、
高潮迭起，充分展现了新合作常客隆
人昂扬向上、奋力拼搏、团结进取的
精神风貌。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新合作常客隆党支部
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本报讯 10 月 29 日， 新合作常
客隆公司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会议邀
请常熟市委党校谢建刚教授为全体
党员上了题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党课，并组织全
体党员观看了践行“四讲四有”先进
典型苏州报告会。
在随后召开的党支部换届选举
大会上，会议通过“两推一选”的方法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支部委员候选人，
选出包乾申、严肃、苏剑虹、吴惠江、
杨洁、陶镕、章伟伟共 7 位同志为新
一届支部委员。 在新一届支委第一次
会议上，选举包乾申同志为新一届党
支部书记， 陶镕同志为党支部副书
记。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