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辛勤·勇往·合作·奉献

区域动态

■2017 年 7 月 10 日

集团总部党支部开展党员集中学习活动
本报讯 6 月 22 日下午，新合作集团
总部 党支 部 开展 全体 党 员集 中 学 习 活
动。 活动由支部书记李亚萍同志主持。
按照学习安排， 会议传达了总社转
发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广泛开展向
廖俊波同志学习的通知》 和 《关于开展
“以案释纪明纪 严守纪律规矩”主题警示
教育月活动的通知》，号召全体党员学习
廖俊波同志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
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在“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中做优秀共产党员。

博兴县供销社
到山东新合作调研
本报讯 6 月 16 日， 滨州市博
兴县供销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
初洪斌一行来 山东 新 合作 公司 对
电商工作进行调研。 沾化区供销社
党委书记、 理事会主任王洪杰，山
东新合作公司 董事 长 王希 明陪 同
调研。
近年来，山东新合作积极开展
电商 业务 ， 利 用线 上线 下 销售 模
式，一方面将新合作贴牌商品及代
理商品通过网络进行销售；另一方
面把当地的特 色农 副 产品 通过 网
络销往全国各地，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
初洪斌对山东新合作电商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山东新合作电
商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工作措施得
力，扎实有效。 他希望博兴县供销社
能与山东新合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
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山东新合作 陈军先）

河南省新合作与中国银行
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开展党建共建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的战略部署，实现党组织优势
互补，以党建促进业务，6 月 29 日，
河南省新 合作 公 司与 中国 银 行郑
州高新技术 开发 区 支行 签订 党 建
共建协议书，开展党组织结对共建
活动。
党建共建活动以“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深度融合、共同提高”为原
则，主要围绕组织建设、组织活动、
典型选树、人才培养、品牌塑造、金
融服务、精准扶贫、业务发展等八个
方面开展活动， 从而为双方党建工
作注入新活力， 激发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队伍“两个作用”，促进双方管
理提升、发展提速，实现双方工作共
促、发展共赢。
会上，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推进
多方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也
是促进广大基层党员学习和交流的
一个载体， 对充分发挥各方人才、
信息等资源优势， 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共同持续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 双方党员还举行了重温誓词，
在党旗下宣誓活动。
（河南新合作 方耀田）

随后， 组织全体党员观看了纪录片
《一带一路》第一集“共同的命运”和反腐
专题片 《永远在路上》 第一集“人心向
背”。 纪录片《一带一路》沿着路陆上丝绸
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发的轨迹， 呈现了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经贸金融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生态合作
等方面的重要进展。 通过观看学习，党员
干部纷纷表示开阔了眼界，启发了思维，
对“一带一路”战略内容、当前国内国际
经济发展形势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
解。

反腐专题片 《永远在路上》 以案为
鉴，以案明纪，振聋发聩，警示教育党员
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 通
过观看学习，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作为一
名党员，一定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从白
恩培、周本顺、李春城等党的高级领导干
部案件中吸取教训，敬畏党纪国法，坚定
理想信念，时时以“四讲四有”合格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时刻保持拒腐防
腐的思想状态，做到警钟长鸣。
（集团党办 查玉婕）

泰山新合作邀请“幸福妈咪”
厂家专业人员对员工进行培训
本报讯 5 月 25 日， 泰山新合作公司邀
请“幸福妈咪”厂家专业技术人员对员工进
行产品知识培训，电器事业部经理、门店店
长、主管领班及货区理货员共计百余人参加
了培训。 厂家主要就产品设计材质选择、操
作方法、 销售术语三个方面内容进行了培
训， 并强调在销售中现场演示的重要性，要
注意与顾客互动。培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员工仔细聆听，积极提问探讨，效果良好。
据悉，浙江台州双马集团“幸福妈咪”
品牌厨房用多功能食物料理器系列商品是
泰山新合作公司新引进的电器商品， 共计
十二个单品。 引进之初， 为提高品牌知名

度， 该产品参展了公司举办的两次大型名
优产品推介会，采购人员现场演示，吸引不
少顾客驻足并产生连单销售， 充分说明产
品本身有很大的卖点。 但在引进门店试销
期间，销售不够理想，主要原因是销售人员
不能给顾客专业地讲解使用方法及相关知
识，导致销售难以达成。 为改变这一现状，
公司及时与厂家沟通，举办了此次培训。 5
月 29 日，采购部跟踪了个别重点门店的销
售， 乡镇综合超市石横店仅四天销售了 4
台冰果两用机， 城区综合超市已陆续增加
补单，连创佳绩。
（泰山新合作 孙静静）

新合作时令电器组织开展
真人 CS 拓展活动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增进新合作时令
电器员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提高员工团
队意识，增强企业凝聚力。 6 月 16 日，新合
作时令电器各门店组织员工分批次前往市
光武大桥兄弟连野战基地开展真人 CS 拓

展活动。 参训人员通过体验野战惊险搏击
实训， 真切地体会到了一个人在面对艰难
的实战状况下，队友与团队是多么重要，从
中学会了和他人协作， 增强了合作能力。
（新合作时令 武运东）

十堰新合作张显华在十堰人商杯
“我的职业我代言”评选活动中获季军
本报讯 为弘扬“干一行、
爱一行” 的爱岗敬业精神，五
一期间，在十堰市总工会的全
力支持下，十堰晚报和秦楚网
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十
堰人商杯“我的职业我代言”
微信评选活动。 715 名来自全
市各行各业职工报名参赛，十
堰新合作量贩店店长张显华
斩获季军。
张显华从事零售行业近
20 年，从营业员一步步成长为
公司大店店长，二十年如一日，
任劳任怨， 为公司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 在运营管理上，她创新经营，勇于开拓，
门店日均销售近 30 万元，单日最高销售突破
百万元，年度销售达 1 亿余元，将门店打造成
为公司单店业绩最高的门店， 也是十堰市同
行业人效、地效较高的门店之一。 同时，她注
重团队锻造，相继为公司培养输送了 20 多名
店长和 30 多名后勤管理人员，为公司快速发

兖州新合作在济宁市
“银商杯”收银员知识与技能
竞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 6 月 29 日， 济宁市第四届
“银商杯”收银员知识与技能竞赛在济宁
银座佳悦酒店举行。 本次比赛由中国人
民银行济宁市中心支行、 济宁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济宁市总工会、共青团
济宁市委、济宁市妇女联合会主办，银联
商务济宁分公司承办。
经过笔试、 机试和现场知识 问 答
竞赛三个环节的激烈角逐， 兖州新合
作公司选派的大卖场代表队、 曲阜百
意代表队和财富广场代表队等三支参
赛 队 伍 在 参 赛 的 39 支 队 伍 、117 人 中
脱颖而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其中大
卖场代表队获得团体赛第二名， 曲阜
百意代表队获得团体赛第四名； 曲阜
百意马海波和李艳分别取得了个人成
绩第一名和第二名， 大卖场的张美和
任伟伟分别取得个人成绩第六名和第
八名。 兖州新合作百意购物中心赢得
了“最 佳 人 气 商 户 奖 ”， 兖 州 新 合 作 曲
阜百意夺得“优秀商户奖”。
（兖州新合作 王景）

延边新合作家居广场举办
“惠动全城”大型促销活动
本报讯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延边新
合作公司欧尚家居广场于 5 月 6 日、7
日举办了“惠动全城”大型促销活动，有
超级大牌 pk、预存 50 元购物卡、进店有
惊喜、签到送豪礼、下单抽红包、联购补
现金、抽现金大奖等多项活动。 活动现场
装点各种饰物烘托气氛， 灯光效果与商
品特色相得益彰， 家居商品陈列独具特
色，市民购买热情高涨。 两天活动实现销
售额过千万元，创下了新的销售记录。
（延边新合作 于莉莉）

山东新合作
百货大楼店重装开业
本报讯 6 月 10 日，山东新合作公司
百货大楼店重装开业。
据了解，这次百货大楼店重装后，
经营商品提档升级， 与城区其他中心
店形成差异化经营， 如蔬菜以净菜为
主，水果以进口为主。 开业当天，不足
800 平方米的超市经营区，销售额突破
40 万元。
（山东新合作 陈军先）

延边新合作党支部举行
“庆祝建党 96 周年”
主题党日活动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她所在的门店先后被十堰市工会和湖
北省工商管理局分别授予“巾帼文明岗”和
“湖北省食品安全示范店”称号，且连续 12
年被公司评为先进门店。她本人连续六年被
公司评为“优秀管理者”，还获得了“优秀共
产党员”、“金牌店长”等荣誉称号。
（十堰新合作 李佳晋 ）

本报讯 7 月 1 日，延边新合作党支
部与新合作欧尚家居非公党支部共同组
织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举行“庆祝
建党 96 周年”党日活动。 在和龙市头道
镇革命烈士碑前，全体党员统一服装，佩
戴党徽，列队鞠躬，缅怀先烈，并重温入
党誓词。 活动会上，公司党支部书记王霞
为全体人员讲了一堂党史课。 活动当日，
还组织部分党员看望慰问了生活困难的
老党员，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延边新合作 于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