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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顺利调研时强调：

十堰新合作要努力实现“四个突破”
本报讯 12月24日， 中国供
销集团总经理侯顺利到十堰新
合作超市公司进行调研。 新合作
集团副总裁兼北京新合作超市
公司总经理王仁刚，十堰市常务
副市长龙良文， 副市长张慧莉，
供销社党组书记、主任上官守刚
等陪同调研。
侯顺利先后深入十堰新合
作物流中心、量贩店和三堰购物
广场等经营网点进行实地调研，
详细了解了十堰新合作近年来
的经营发展情况。
在十堰新合作领导班子座
谈会上，侯顺利说，十堰新合作
经过打基础、上台阶两个发展阶
段，领导团队充分融合，现阶段
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突破发展、管
理等瓶颈，实现更大跨越。 他要
求十堰新合作在今后一个时期，
要努力实现“四个突破”：一是外
围发展突破。 要立足十堰，做深

集团总部党支部
召开组织建设会
本报讯 12月31日，集团总
部党支部在大会议室召开组
织建设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王薇转
正申请，发展了徐海东、岳婷
为预备党员，确定钟梅、胡玲、
郭文斌为入党考察对象。 会议
还组织学习了中央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
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
记在听取河北省委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情况
汇报时讲话的通知》、 刘云山
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
上的讲话精神及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王侠传
达农村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
讲话。
（集团办公室 周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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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透区域市场， 环丹江库区发
展，扩大市场覆盖和份额。 二是
资本运作突破。 抢建上市平台，
积极争取各方政策、资源，争取
实现区域独立上市，为企业发展
争取资金。 三是电商业务突破。

电商是未来传统零售业发展的
趋势，要融汇资源，积极尝试，争
取建立完善的区域电商运营平
台，利用实体网络、物流等优势，
开展线上线下销售业务。 四是机
制突破。 一方面要创新经营管理

机制，激发全员的积极性、创造
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要创新经
营方式，打造新合作特色经营项
目，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王仁刚就十堰新合作落实
侯总提出的“四个突破”提出了
具体要求。 十堰市政府表示，将
组织政府各方力量，全力支持十
堰新合作环丹江库区发展，打造
区域上市平台，将新合作建设成
为区域最大的商超集团，惠民利
农。
（十堰新合作 喻喜）
又讯 当日， 侯顺利赶赴襄
阳调研新合作襄阳食品商贸（物
流）城项目建设情况。 新合作集
团副总裁王仁刚， 襄阳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李跃华，襄阳市
供销社党组书记、 主任李保贵，
樊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周保
汉等陪同调研。
侯顺利实地察看了项目的
建设情况， 听取了樊城区委常

侯顺利会见
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田文果
本报讯 1月6日， 中国供销
集团总经理侯顺利在京与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中兴供应链董事长田文果举行
会谈。 双方就物流园设计管理、
进口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等方面
的合作事宜进行了交流。
侯顺利对田文果一行表示
热烈欢迎， 他说， 双方合作要
本着整体规划、 循序渐进的原

则， 分块研究， 找到最佳结合
点； 要建立工作联系机制， 先
易后难， 逐步推进对接。 田文
果对侯顺利提出的合作指导意
见表示赞同， 他说， 双方有合
作的空间， 基于为对方负责任
的态度， 务实严谨， 全力以赴
推进合作。 双方还对各业务对
接指定了单位和人员。
中国供销集团副总经理康

玉国，总经理助理郭雁民，办公
室主任陈静波，新合作集团董事
长冯国光、总裁郝彦领、副总裁
王永威，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中兴供应链总经理汤红
顺， 中兴股份有限公司关务总
监、 中兴供应链副总经理夏忠
辉，中兴供应链副总经理张红等
参加了会谈。
（集团办公室 周国华）

北京新合作瑞通公司
双休日进社区推广西屋电器
本报讯 新合作瑞通公司自
10月份开展“美国西屋电器中国
总代理”业务以来，仅“双11”一
天 网上 销 售就 达30多 万 元 ， 淘
宝、天猫、京东网、苏宁易购都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 为了更好地配
合电商“双12” 活动的开展，同
时， 推广线下业务的宣传， 近
日，瑞通公司员工利用双休日休
息时间，走进西城区宣武门居民
社区，开展“美国西屋电器净化
器预售”推广活动。
集团公司总裁郝彦领亲临
居民推广小区实地指导工作，他

说：“要通过类似的推广活动，真
正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拉近与消
费者的距离。 同时，要搜集相关
信息， 不断积累和总结产品经
验，为进一步推广西屋电器线上
线下业务提供好思路，取得好成
效。 ”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布置
展台、 摆放产品、 发放产品资
料和预定卡， 还为孩子们赠送
彩 色气 球 ， 以活 跃现 场 气 氛 。
活动时间正值北京空气处于严
重霾雾状态， 推广人员便以当
天的空气状况为宣传契机， 现

场为社区居民讲解空气质量在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积极普
及产品知识。 宣传活动吸引了
众多社区居民， 大家纷纷咨询
并预定产品， 活动现场在雾霾
天里分外热闹。 有咨询的社区
居民说： “过去不知道空气质
量不好， 在封闭的家里一样受
影响。 现在通过普及知识， 知
道了应该是改善生活质量要从
关注身边的空气质量开始。 改
善空气不仅需要政府治理， 自
己也要关注并积极改善”。
（新合作瑞通公司 连自洁）

委、常务副区长周保汉就襄阳市
“两改两迁” 以及樊西物流园区
规划、建设情况的介绍。 襄阳市
新合作物流发展公司总经理胡
涵对该项目的规划及建设情况
进行了汇报。 侯顺利对现阶段
项 目建 设 各 项 工 作 给 予 肯 定 ，
要求项目建设方抓紧工期， 保
证质 量 ， 确 保 项 目 如 期 建 成 。
同时， 他希望襄阳市、 区两级
政府 继 续大 力 支 持 项 目 建 设 ，
并表示供销集团将全力支持项
目的建设和发展。
新合作襄阳食品商贸 （物
流）城位于樊西综合市场聚集区
物流园中心区域。 项目占地800
亩，总投资16亿元，分三期建设，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食品交易
展示、加工生产、仓储物流、配送
等于一体的超大型食品类专业
市场。
（襄阳新合作 李传雄）

集团公司举办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讲座
本报讯 12月5日， 集团
公司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讲座。 培训特邀请北京
市火灾防治中心教官李涛
宣讲。
讲座结合消防安全常
识、消防器材种类、消防器
材 的 使 用 方 法 及 2013 年 所
发生的各类火灾案例，对如
何树立公共消防安全意识，
预防、杜绝可能引起消防事
故的内外隐患以及在不同
场合面对突发火灾个人应
如何进行救灾逃生等知识
进行了培训。
通过此次培训， 公司
要求各部门深刻吸取火灾
事故教训， 构筑冬春季消
防安全“防火墙”， 做到警
钟长鸣， 预防为主， 防消
结合； 要坚持每日巡查，
尤其加大对重点部位的巡
查力度， 及时发现火灾隐
患， 及时整改排除； 要定
期对公司及分公司的消防
安全进行检查， 监督消防
安全机制的落实， 确保做
到防患于未然； 要求公司
员工熟悉了解本公司消防
设施安放位置及各项设施
器材的使用方法。
（集团办公室 李好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