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辛勤·勇往·合作·奉献

区域动态

■2016 年 3 月 10 日

集团公司召开“三八”妇女节座谈会
本报讯 3 月 8 日上午，新合作集团召
开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座谈会。 集
团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冯国光出席会议
并讲话，集团公司副总裁、妇工委主任袁苏
宁转达了总社理事会原副主任、 新合作集
团名誉董事长王如珍给公司全体女员工送
来的节日祝贺。
会议宣读了 《致新合作全体女员工慰
问信》， 对新合作集团 2015 年度妇工委工

作进行了总结，同时，公布了新合作集团第
四届妇女工作委员会换届结果。 新一届妇
工委委员纷纷表示， 愿意在新合作这个大
家庭，热心为姐妹们服务，共同进步。
冯国光对集团公司全体女员工表示节
日的祝福， 对妇工委一年来的工作表示肯
定。他要求公司全体女员工精诚团结，乐于
分享，不仅要在总社、供销集团组织的各项
活动中展示出新合作女员工的风采， 同时

要兼顾好事业家庭的平衡， 不断提升业务
本领和自身素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冯国
光表示， 女员工是新合作事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要紧跟时代步伐，勤于学习，关心时
政，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真抓实干，团结协作，锐意进取，在
各自岗位上取得骄人的业绩， 为新合作事
业添砖加瓦。
（集团妇工委 王薇）

集团公司召开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部署视频会议
本报讯 2 月 23 日， 新合作集团召开
专题视频会议， 部署 2016 年度企业领导
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 集团公司总
裁郝彦领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总社人事部 《关于转发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 2016 年领导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 的通
知》 （供 销 人 人 字 〔2016〕 1 号） 以 及
《关于 领 导干 部 报 告 个 人 有 关 事 项 的 规

定》， 通报了 2015 年度公司该项工作的执
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并对 2016 年新合
作集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工作
做出了安排部署。
郝彦领指出，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项常态化的工
作， 是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 是考察党员干部对
党忠诚的组织表现形式。 他强调， 各级干

兖州新合作电商公司荣获
“济宁市电子商务十强”企业称号
本报讯 2 月 1 日，在济宁市召开的经济和信息
化工作会议上传来好消息， 兖州新合作电商公司
以年线上销售 1.63 亿元的成绩名列全市电子商务
十强第三名，获得
“
济宁市电子商务企业”认证。
兖州新合作电商业务起步于 2014 年 7 月，
2014 年 10 月成立电商公司，2015 年 3 月 16 日，网
上购物平台“百意购”上线，“同城网购，社区自提”
的模式得到广泛认可，同年 7 月被评为全国供销系
统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称号。2015 年 10 月，搭乘总部
“
供销大集”上市的东风，兖州新合作公司积极在兖
州、曲阜、邹城、徐州丰县等地推广
“
供销大集”网上
购物平台，获得跨越式发展，仅三个月时间，线上销
售突破 1.6 亿元，实现了
“
供销大集”得流量、新合作
百意超市得人气、顾客得实惠的三赢局面！
2016 年， 兖州新合作公司将与济宁市供销
社、兖州区供销社宝丰商贸合作组建“济宁供销百
意电子商务股份公司”，利用“供销大集”的品牌影
响力，在济宁各县市区发展“供销大集酷铺”加盟
店，力争在 2016 年完成济宁市供销社电子商务的
全覆盖！
（兖州新合作 肖敏）

十堰新合作召开
2016 年重点工作研讨会
本报讯 2 月 29 日至 3 月 1 日， 十堰新合作公
司组织中高层管理人员召开 2016 年重点工作研讨
会。 此次研讨会围绕新形势下实体门店运营思路调
整、供应链体系优化整合、生鲜百货联营经营模式
转变、未来门店发展业态分析、强化“四防一确保”
（防火、防盗、防破坏、防事故、确保食品安全）管理
工作， 以及探索如何实现农副产品线上线下销售、
新合作综合性电商平台推广、农村区域电商的运营
管理、三级（市、县、乡）智慧物流平台的搭建和如何
提高批发电商平台定单及销量等 14 项议题展开。
会议通过各项目小组前期讨论形成相关议案，
由项目小组负责人作陈述报告的方式进行研讨，会
场气氛热烈，参与人员踊跃发言，献言献策。 十堰新
合作总经理张义鹏表示，
“
面临当前经济形势下行的
压力，我们员工和管理队伍要谋定而后动，共同参与
到企业发展项目中，在企业内部搭建起一个横向的
沟通平台，通过交流学习，寻找新的增长点，同时针
对各小组的议案结果，应尽快完善，做到有布置有跟
踪有落实。 ”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部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 本着对党忠诚、
对己负责的态度， 认真、 如实填报； 各出
资企业负责人要履行好审核、 签字职责；
各级人事部门要做好宣讲工作， 按期完成
填报工作。
集团人力资源部、 各出资企业班子
成员和人事工作负责人参加了视频会
议。
（集团人力资源部 田海霞）

新合作常客隆星光天地购物中心
举办新春闹元宵盛会

襄阳新合作大型冷链
仓储项目开建
本报讯 2 月 26 日上午，襄阳市
政府在樊西商贸新区樊西客运站项
目建设地举行盛大开工仪式。 参与
集中开工仪 式的 项 目有 樊西 客 运
站、新合作大型冷链仓储项目、好邻
居、赛亚米业等 6 个项目。
襄阳新合作大型冷链仓储项目
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樊西生态
物流园内，物流大道北、物流三路南
侧，距新合作襄阳食品商贸物流城约
200 米。 项目占地 100.2 亩，预计投资
6 亿元，该项目为新合作襄阳食品商
贸物流城提供冷链仓储、物流配送服
务配套，项目主要建设有 5 万吨冷链
（冷冻、冷藏、保鲜）、10 万平方米仓储
和物流配送、停车场及相关服务设施
（襄阳新合作 李传雄）
等。

兖州新合作启动
春季系列内训活动
本报讯 3 月 1 日上午， 兖州新
合作公司第一期春季内训班开课，
标志着该公司为期近两个月、 共计
35 课次的 2016 年春季系列内训活
动正式启动。 培训内容以实践经验
分享、 岗位工作技能和服务礼仪为
主，内训师都是来自公司营运、财务
部门及各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和业务
骨干， 每课结束后由员工代表进行
评定打分， 人力资源部对评定进行
（兖州新合作 王景）
统计抽查。

灵宝新合作举办
管理人员财务知识培训班

本报讯 2 月 20 日， 由常熟市机关
工委和新合作常客隆公司共同举办的
常熟市
“
老少同乐 德法同行”新春闹元
宵盛会在星光天地购物中心隆重举行。
市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沈秋农与新合
作常客隆常务副总陶镕一同为“星光天
地青少年教育实践基地”授牌。
会上， 来自星光天地童学馆的小

朋友们为观众带来了茶道表演、 弟子
规诵读、 手语舞等一系列精彩的文艺
演出， 通过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民
俗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为观众带来了一
场精彩绝伦、赏心悦目的表演。 活动现
场还举办了猜灯谜、包汤圆、花灯笼等
游艺活动。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山东新合作春节前倾情送温暖
敬老院里献爱心
腊月二十三， 山东新合作公司员
工志愿服务队携带扫帚、铁锹、拖把等
清洁用具和大米、油、面等生活用品来
到富国街道敬老院， 为生活在这里的
老人们送去关爱。 20 余名志愿者帮助
老人们清扫院落、拖地、抹桌子、擦玻
璃、和面、切馅、包水饺，干得一丝不
苟， 忙得不亦乐乎， 活动现场暖意融
融，老人们看在眼里乐在了心里。

领导坐班促服务
进入腊月以来， 公司领导班子实
施“领导坐班日”制度，包括董事长在
内的领导班子亲临一线， 通过现场咨
询顾客的方式， 重点加强对员工的效
能管理，着力改进工作作风，规范服务
行为，提升服务水平。 领导坐班制度的
推行，实现了与顾客“零距离”接触，及

时掌握了现场工作状态， 提升了现场
服务水平，取得了一定成效。

大师挥笔送春联
1 月 18 日，公司特邀嵩山少林寺三
十二代弟子、 山东省慈善书画艺术研究
会副会长、 中国炎黄文化艺术研究会淄
博分会特邀艺术顾问崔丙杰到超市进行
现场写春联， 答谢消费
了为期三天的“
者”活动，此活动一推出，吸引了众多书
法爱好者和广大消费者前往观摩并索取
春联，大大提高了新合作超市人气。

特产“e 购”网上卖
山东新合作“大集 e 购”网上超市
正式上线运营， 销售沾化区最具特色
的“沾化冬枣”、渤海对虾、虾皮、海蜇、
各类枣制品等优质农副产品， 将农民
生产的各种农副产品通过电商销往全
国各地。
（山东新合作 陈军先）

本报讯 3 月 5 日下午， 灵宝新
合作公司管理人员财务知识培训班
开课，公司主管以上 30 余人参加了
此次培训。
培训由公司财务副总监孙洁主
讲，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财务基本知
识、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增值税、销售成本、费用、利润、毛利
率、库存、存货的周转天数及财务制
度等。 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管理
人员的财务管理水平， 增强了各级
管理人员的财务监控、 风险防范与
会计信息利用能力。
（灵宝新合作 张丹丹）

十堰新合作组织
“
三八”妇女节登山活动
本报讯 3 月 5 日， 十堰新合作
公司组织开展了庆“三八”登山“寻
宝”活动。
登山“寻宝活动”在四方山植物
园举行，“寻宝券” 被藏在山顶植物
园的各个角落。 下午一点，近一百名
员工及家属在山脚下集结， 队员斗
志昂然。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声，登山
“寻宝”比赛正式开始，一路上，大家
尽情挥洒着谈笑与汗水， 使整个登
山过程充满了温馨和愉快。 有些较
险路段，大家相互扶持，相互鼓励，
登山寻宝过 程中 没 有一 名员 工 放
弃、松懈。 最终 70 张“寻宝券”被全
部寻得，回到山下，大家开心地交流
各自寻到的宝贝， 并领到了相应的
奖品。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