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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乾申荣获 2014-2015 中国合作经济
年度成就奖十大领军人物
本报讯 11 月 9 日， 由中华合作时报
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中国
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 浙江省供销合作
社联合主办的“兴合杯”2014-2015 中国合
作经济年度成就奖颁奖典礼暨 2015 中国
合作经济年度发展论坛在浙江省平湖市举
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
会副主任杨建平在颁奖典礼上致辞， 并为
年度十大新闻人物颁奖。 来自全国的 30 名
人物、50 个合作社产品品牌以及 50 家合
作社分别荣获“中国合作经济年度人物”、
“中国 50 佳合作社产品品牌”及“中国 50
佳合作社”称号。新合作常客隆董事长兼总
经理包乾申荣获 2014-2015 中国合作经济
年度成就奖十大领军人物。

颁奖辞
30 多年前，他是一名走街串巷的挑货
担郎；20 多年前，他把商品引进超市、摆上
货架；10 多年前，他临危受命，担当起一家
仅有 30 多人， 不足 10 家连锁门店、 负债
100 多万元企业的负责人。 现如今，这家企
业已成为中国连锁百强， 而他也再一次站
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打造了全国 O2O 模式
第一！
作为新合作常客隆的董事长兼总经
理， 包乾申带领公司全体员工经过 18 年
的奋力拼搏，把一个仅有 30 多人、连锁超
市不足 10 家、负债 100 多万元的企业，发
展成销售近 40 亿元、 网点总数超千家，连

包乾申（左二）在领奖台
接农副产品种养殖基地 150 家、 解决就业
超万人，集购物中心、卖场、超市、便利店、
药店、电子商务、房地产于一体的综合商业
集团。该集团是中国连锁百强企业、全国供
销合作社系统标杆企业， 中国快速消费品
排名第 51 位。
他以 O2O 与社区、O2O 与购物中心相
结合的模式，打造了全国 O2O 模式第一。 他
依托分布各乡镇的基层社传统商业网点，
运用现代流通方式进行改造与整合， 采取
自建、改造、兼并、收购、联合、合并、特许加

盟等多种方式全力拓展农家店连锁网点。
目前， 公司的连锁超市网点 90%以上分布
在农村集镇及中心村。
他还担任里睦村党支部书记，把先进的
理念带下乡。 目前已建立了水产、蔬菜、豆制
品、大米、食油、生猪等农副产品加工基地
150 家，建造冷链配送中心 6800 多平方米。
他帮助里睦村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与省
级果蔬专业合作联社，带领村民发展大棚蔬
菜。
（新合作常客隆）

十堰新合作郧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本报讯 11 月 20 日，十堰新合作郧西县
“
天河电商城·新合作”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正式启用。 郧西县是十堰新合作公司的重
要市场板块，已在县城及部分乡镇建立直营
超市近 20 家，年销售 2.7 亿元。 十堰新合作
利用网点及物流优势，携手当地政府，成立
郧西县新合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搭建“天

娄底新合作公司
获信 4.6 亿元
本报讯 11 月 11 日， 娄底市人民
政府金融工作办、 市住建局等单位联
合主办“2015 年娄底市中心城区房地
产业银企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
李荐国，副市长石超刚、向世聪，市人
民政府秘书长钟楠修等出席签约仪
式， 娄底新合作公司分别与中行和建
行娄底分行合作签约。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作为
湘中地区首个大型智慧型物流园区，
省、 市重点建设项目和央企投 资 项
目， 得到了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 为
助力项目建设， 有效发挥娄底新合作
湘中国际物流园对产业转型发展的引
领作用、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 作
用， 中行娄底分行、 建行娄底分行分
别授信娄底新合作 1.8 亿元、 2.8 亿
元， 鼎力支持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
流园一期项目、 园区基础设施及公共
设施的建设。
（湖南新合作 旷培森）

河电商城·新合作” 开放性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平台，为郧西县从事网络创业、物流配送
等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信息服务、营销推广
等增值服务。 该中心通过建立电子商务培训
教室，传播电商知识，孵化一批郧西电商企
业，搭建线上地方特产馆及线下地方特产展
示中心，服务各乡镇、村电商服务站（点），促

进服务站（点）
“
五个帮”功能发展应用。
目前， 郧西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能够满足百家商户入住；同时，十堰新合作
已分别在土门、香口、观音、安家等乡镇、村
开设服务站 14 家，正在建设中的签约网点
45 家， 预计年底完成 78 家服务网点的建
设目标。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张家口新合作积极参与
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农村超市
本报讯 11 月 9 日，张家口新合作公司
携手涿鹿县供销合作社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发展农村超市(加盟店)工作正式启动。 根
据实施方案， 涿鹿县供销社与张家口新合
作公司共同成立两个摸底工作小组， 分片
对全县 17 个乡镇 373 个村进行摸底调研，
走访门店 220 家。
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中， 张家口新合
作公司将借助现有的网点优势、 配送优势
和管理经验，在省、市、县供销社的支持下，

计划发展近千家农村加盟网点， 实现加盟
店统一配送、 统一管理， 提高农村商品质
量，解决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同
时，通过电子商务渠道和手段，将当地农产
品销往全国，更好地服务“三农”。 新开设的
加盟店还将通过互联网信息化建设， 设置
多种多样的社会化服务项目， 成为农村综
合服务中心，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用品和
综合性的便民服务。
（张家口新合作 吴非凡）

新合作时令电器“南阳 11.7 品牌日”创佳绩
本报讯 11 月 7 日，南阳新合作时令电器
公司联合美的、 格力等品牌企业开展“
南阳
11.7 品牌日”工厂直销活动，销售再创佳绩。
“南阳 11.7 品牌日”以空调促销为主，
打造冰箱、洗衣机、生活家电、厨卫家电等
产品全品类家电促销盛宴，开展了“1 元现
场抢苹果 6S”、“进场免费领烤箱”、“999 元
特价购空调” 等系列优惠活动。 为方便消

费者， 新合作时令电器在每个门店的现场
设置免费巴士， 提供消费者接送服务。 活
动当日，现场人潮澎湃，销售火爆，到处可
见新合作时令电器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
收银处的工作人员更是分秒未停地紧张
工作着。据估计，活动现场消费者超过 1 万
人次， 销售额达到全年空调销量的三分之
一。
（新合作时令电器 武运东）

新合作常客隆党支部
举行党员主题活动
本报讯 为推动 “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的深入开展， 进一步增强党
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提高党员
素质， 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11
月 13 日，新合作常客隆党支部组织
“缅怀革命先烈、 重温入党誓词”党
员主题活动， 公司全体党员及里睦
村支部委员近 60 人参加了此次活
动。
全体党员参观了沙家浜革命烈
士纪念馆，在纪念馆外，公司党支部
书记包乾 申 带领 全体 党 员举 起右
拳，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随后，
全体党员在物流中心会议室听取了
常熟市委党校陈云水副校长以“践
行三严三实，忠诚干净担当”为主题
的党课，深刻领会了“三严三实”的
重要意义。 包乾申说，在新常态下，
传统商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我
们重温入党誓词， 就是要以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带领全体员工实
现新合作常客隆的新跨越， 同时要
抓好最后五十天工作， 确保全年目
标任务的完成。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张家口新合作
慰问环卫工人
本报讯 连日来， 张家口地区
普降大雪， 气温骤降， 寒风刺骨，
环卫工人们每天起早贪黑， 轮班进
行积雪清扫， 为人们的安全出行默
默地奉献着。 11 月 27 日上午， 张
家口新合作公司总经理吕云峰带领
公司有关人员来到张家口市桥东区
环卫处， 亲切慰问正在辛苦忙碌的
环卫工人， 为他们送去保温杯、 保
温餐盒等实用性物品， 也送上温暖
和祝福。
吕云峰表示：“张家口新合作公
司非常热心致力于公益事业， 关爱
他人，奉献社会。 每逢端午节、中秋
节、元旦等重大节日，公司都会深入
社区、敬老院等，举行‘献爱心、送温
暖’活动，一直以来从未间断过。 环
卫工人是伟大的，作为‘城市的美容
师’，不管风吹雨打，他们都在平凡
的岗位上为城市的交通安全和美丽
建设无私地奉献着， 理应得到全社
会的的尊敬和关爱。 ”
（张家口新合作 王建忠）

十堰新合作两店同时开业
本报讯 11 月 22 日， 十堰新合
作两家门店同时开业， 制造轰动效
应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宣传成本。
新开的两家门店位于十堰市竹
溪县蒋家堰镇，地处鄂陕交界，人流
量较大， 同时该镇以旅游和生态农
业为特色产业，经济优势明显。
开业当日， 门店准备了丰富的
特价商品， 推出多种形式的促销活
动,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关注参与，卖
场销售火爆。 当天两店销售额达 30
万元，发展前景可观。
（十堰新合作 李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