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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意购”：不仅是送“货”到家
■兖州新合作电商公司 靳聪
什么是“零售”，零售就是一种思想，
就是在一买一卖之间传播人性关怀和人
文价值。
兖州新合作公司从广场商厦时期的
“广场商厦不仅是一个企业， 还是一种事
业”，到新合作百意时期的“亲民价格，贵
族服务”， 这些企业理念无不彰显着公司
管理者对零售意义的解读。 今年 3 月，电
子商务网“百意购”正式上线，三个多月的
时间里，兖州老百姓真正从各个方面感受
到了“百意购”带来的方便，这种便利并不
是把货送到家这么简单。本文将通过几个
场景，让我们感受一下“百意购”给大家生
活带来的变化，从中解读它又是如何深刻
诠释“零售”这一核心理念的。

场景一
女儿线上表孝心，父亲家中品深情
快到父亲节了，家住“奎星苑”社区的
张和顺大哥收到了一份贴心温暖的礼物，
有水果、蔬菜、排骨等生活用品，一共七八
样，很是丰富。 礼物是新合作“百意购”送
货员顾凯送到他家里的。原来张大哥的独
生女儿前不久有了小宝宝，又要上班又要
回家带孩子，没有时间去看望父亲，临近
父亲节，很是挂念，就从“百意购”上下单
购买了父亲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和礼物，在
电话里问候父亲，并把这事告诉了他。 接
到礼物后，张大哥乐呵呵地说：“知道孩子

从网上给我买了东西，没想到是咱“百意”
的，更没想到会这会快，又这么新鲜，一看
是精挑细选的，还有赠送的礼品，真是让
人高兴！ ”
解读： 在当下独生子女都成家立业，
工作生活忙碌顾不上关爱老人的社会环
境下，“百意购”送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一
份对家人的思念和亲情！ 当然，如果购物
者能够网上付款，配送至指定地点，收货
人直接收货，可以避免货到付款的多种麻
烦与尴尬， 让亲情避免在付钱的环节打
折。

场景二
农村百姓不会用，服务站里帮代购
6 月 19 日上午，“百意购” 工作人员
为泗庄社区一份 150 余元的订单快速完
成了发货，送货到“百意购”泗庄社区服务
站， 这是村民朋友在线订购的第一份订
单。 泗庄店店长王珍说，通过开业宣传和
对街坊邻居的走访交流，村民们都了解了
“百意购”的便利和实惠，可就是不会用，
也不知道怎么在“线上”付款。 王珍凭借着
和村民间特有的信任，帮大家完成了“代
购”程序，你买份“排骨”，我买份“火龙果
和手剥笋”，一凑就是 150 多元。 不到上午
十点，货就送到了泗庄社区服务站，王珍
电话一一通知街坊四邻：“咱的货到了，来
取吧。 ”刚好误不了中午饭。

解读：从未上过网的村民如何才能学
会网购？没有线上支付工具的百姓怎么享
受电子商务的便利？“百意购”服务站及其
工作人员会全心全意帮助街坊四邻解决
这些困难。“百意购”及其工作人员都是本
乡本土，老百姓信得过。“百意购”送的不
仅是商品，更是信任！

场景三
同城网购无风险，任意退货真方便
6 月 26 日， 泗庄服务站有顾客线上
下了两份“鹌鹑蛋”订单，尽管送货员小心
翼翼，到泗庄服务站验货时，店长王珍还
是发现有两个鹌鹑蛋破损，蛋液把其他鹌
鹑蛋也粘了，为了不给顾客堵心，送货员
第一时间决定：退货！下午及时补货过来，
并电话向顾客解释致歉。
解读： 不能让顾客有丝毫的不满，这
是“百意购”工作的基本要求。“百意购”送
货到家就是节约顾客的时间成本、体力成
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消费者购物风险
的承担，可降低消费者的经济成本和精神
成本。“百意购”送的不仅是商品，还能替
顾客分担！

场景四
商品丰富送货快，质量可靠最放心
徐营村村民王老师今天有个高兴事，

晚上家住城里的女儿要带外孙来看自己，
女儿说村里买东西不方便，自已带着菜过
去，一家人吃顿饭，不要老人忙活。 高兴之
余老王想着，怎么表达对小外孙的喜爱之
情呢？ 给钱吧，太生份，家里也没什么小孩
喜欢吃的东西， 买村里小卖铺的东西吧，
怕不对城里孩子胃口……他突然想起来
村口有个“百意购”的服务站，开业时，自
己还办了张购物卡呢。 老王匆匆赶到服务
站，向“站长”刘芬说明来意，在刘芬的帮
助下很快完成了线上订货， 一份“旺仔
奶”，一个大礼包，老王一再交待刘站长：
“一定要在下午六点前送来哟， 小外孙来
了一定要有礼物的哟， 可不能耽误喽
……”下午 4 点 30 分，送货员准时到达徐
营服务站，接到电话后，老王一路小跑来
取货。 他高兴地说：“还真是‘自提柜门一
声开，百意送您好运来’，这下，小外孙一
定会很高兴的喽，多有面子啊！ ”
解读：
“
百意购” 所有商品来自于新合
作百意中心店，万种商品，正品实价，可以
满足城里乡下各级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
百
意购”送的不仅是商品，还有满意和放心。
持续地对服务质量的改善是企业对
顾客的一种投资。 在“互联网 +”的浪潮
下，新合作百意人认识到，互联网只是工
具和载体，真正“+”的是：对消费者的感
情和流通企业的社会责任！“同城网购，爱
的理由”是新合作百意人在新时期对兖州
消费者新的承诺！

【
《求是》署名文章】综合改革：引领供销合作事业的新征程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 王侠
（上接 1 版）
着力推进基层社改造，密切与农民的
利益联系。 要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基层
社，强化合作经济组织属性，广泛吸纳农
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入，真正做
到农民出资、农民参与、农民受益，打造一
批以农民为主体的综合性合作社。提升基
层社服务能力，创新服务机制，扩大服务
领域，成为直接面向农民开展服务的综合
平台。 积极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引导农
民合作社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联合社，提
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整合市场、金融、科
技等各方面资源，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坚持开放办社， 加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村民自治组织、农业龙头企业等方面
的合作，积极引入和利用各类资源拓展和
提升服务。 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各项工
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巩固和强化“人往基
层走、钱往基层用”的工作机制，把更多资
源投向基层社，争取用三到五年时间切实
扭转基层服务薄弱的局面。
拓展供销合作社经营服务领域，更好
履行为农服务职责。 要面向农业现代化、
面向农民生产生活，由流通服务向全程农
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全方位城乡社区服
务拓展，形成综合性、规模化、可持续的为
农服务体系。 发展流通服务新业态，利用
现代市场手段和经营方式，大力发展电子
商务、物流配送，努力形成连锁化、规模
化、品牌化经营的流通服务新格局。 探索
生产服务新方式，采取大田托管、代耕代
种、股份合作、以销定产等多种方式，不断

推动农资销售服务与技术服务、生产作业
服务、产品加工服务、市场营销服务结合，
为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提供覆盖全程的规
模化服务。积极参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不断拓展服务领域，让农民分享
到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广泛开展城
乡社区综合服务，加快农村综合服务社和
城乡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为城乡居民提供
日用消费品、文体娱乐、养老幼教、就业培
训等多样化服务。稳步开展农村合作金融
服务，在严格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规范发展
资金互助、合作保险，为农民提供多层次
的金融服务。
创新供销合作社治理机制，增强服务
“三农”的综合实力。 要创新运行机制，理
顺社企关系，密切层级联系，着力完善由
联合社主导的行业指导体系和由社有企
业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 形成社企分开、
上下贯通、 整体协调运转的双线运行机
制。 加快联合社机关自身改革，优化联合
社机关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完善上下级
联合社之间的考核评价机制，构建起自上
而下、高效顺畅的监督执行体系。 加快社
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社企关
系， 促进社有企业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实
现为农服务与社有资产保值增值相统一。
加快社有企业改革，推动跨地区横向联合
和跨层级纵向整合，在农资、棉花、粮油等
行业培育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提高供销合
作社的市场竞争力和为农服务能力。加快
事业单位和主管社团改革，推动科研院所
提升科技服务“三农”的能力，促进行业协

会拓展服务平台， 与联合社实现融合互
补、协同发展。

三、 把工作重心统一到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
《决定》的出台，标志着供销合作社发
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新的重
大机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系统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
署上， 稳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切
实将供销合作社打造成服务“三农”的中
坚力量。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要全面准确把
握《决定》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刻认
识新时期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重大意
义，明确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主要
任务，形成推动综合改革的强大动力。 牢
牢把握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坚定改革信
心和决心，增强改革的责任意识，勇担改
革的历史重任，推动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向纵深发展。 改革走到今天，面对的都是
难啃的硬骨头，许多都是深层次的矛盾和
问题。 要深刻认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
和复杂性，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当前利益与
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
增强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以自我革新的
勇气和决心，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把握节奏，稳妥推进。因各地情况千差
万别，深化综合改革必须把握好节奏，分清
轻重缓急，积极稳妥推进。要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注重实效，一方面给基层更多的
选择余地，不搞一刀切，不求面面俱到；另一

方面从农民最关切的问题入手，以问题倒逼
改革， 力求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
破。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蹴
而就，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要把握好改革节
奏，采取务实管用的举措，一项一项、一步一
个脚印扎实推进，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对一
些重大问题的改革，必须先搞试点、探索路
子、积累经验，再向面上逐步推开。要守住
“
四个不能”的底线，即不管怎么试、怎么改
都不能把为农服务的宗旨改丢了，不管怎么
试、怎么改都不能把系统优势、规模优势改
没了，不管怎么试、怎么改都不能把社有资
产改少了，不管怎么试、怎么改都不能把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改偏了，确保改革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有序推进。
转变作风，狠抓落实。 供销合作社综
合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已经明确， 能否取
得实效，关键在于落实。 各级供销合作社
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抓
紧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 制定
综合改革方案，明确改革的时间表、路线
图和责任分工，加快组织实施，确保任务
落地。 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必须沉下心
来， 切实转变行政化的思维方式和工作
方法，深入基层和一线狠抓落实。 对重点
改革任务，要建立工作台账，落实责任主
体， 明确完成时限， 确保改革工作有布
置、有督促、有检查。 总社要进一步完善
领导班子成员定点联系制度， 定期通报
交流各地改革进展情况， 及时总结推广
好经验、好做法，努力使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