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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作超市积极开展
3·15 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了广泛宣传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法律、 法规和有关消费知识，进
一步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和经营者的自
律意识， 共同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在 3·15 来临之际， 新合作超市积极组织
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宣传活动
泰山新合作公司举办“说说心里话”
会员沙龙座谈会并承办由政府相关部门
主办的肥城市 2017 年 3·15 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宣传活动。 “说说心里话”会员沙
龙座谈会邀请会员代表， 围绕公司的商
品、环境、服务提升等内容征询意见，会员
们畅所欲言，为公司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和建议。 在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
活动中，泰山新合作公司为顾客展示了多
种名优商品， 并介绍真假商品的辨别方
式；设置咨询台，现场为顾客答疑解惑、受
理投诉和举报；同时，搭建现场问答台，组
织了有奖问答环节，向广大市民宣传《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食品
安全法》 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
法规和泰山新合作的三大服务承诺。
兖州新合作公司组织召开了 3·15 消
费者权益日 VIP 会员座谈会，邀请供应商
代表、团购客户代表和来自各行各业的会
员代表进行座谈。 代表们积极发言，悉心
交流，对商品、服务和环境等方面提出了
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如要积极认真把握市
场动态，及时调整商品；进一步提高亲情

化服务质量；多开展会员活动；加大信息
宣传力度；增加娱乐休闲设施；解决停车
难问题等等。 公司高度重视会员的建议和
意见， 责成各经营单位逐一进行整改，并
要求及时将落实情况反馈给顾客朋友。
山东新合作公司在百货大楼店门前举
行了“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活动围绕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的“网络诚

信 消费无忧”这一主题，组织员工发放宣
传单页，向消费者讲解网络消费知识，接受
消费者咨询，鼓励揭露消费领域假恶丑，弘
扬消费领域正能量。 据统计，共发放宣传材
料 2000 余份，接受消费者咨询达 150 余人
次，营造了良好的消费环境。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兖州新合作 肖
敏 山东新合作 陈军先）

目，进一步细化商品分类，在消费多元化
的市场环境中跨出小型社区店转型升级
的第一步。
据悉， 十堰新合作小型社区店的转型
升级重点围绕打造“居民社区生活服务
中心”展开，精简优化经营品项，增加生
鲜、糕点、特产、水果、即食食品等经营
区，丰富服务内容和体验项目，形成以日
用消费品零售为主，集早餐、小吃、休憩、

便民服务为一体的居民家门口生活服务
中心。 早餐有包子、馒头、花卷、豆浆、关
东 煮、烤 红薯 、煮 玉米 、果汁 、咖 啡 等 20
余种，门店设置 5-10 套休闲桌椅，还提
供手机充电、衣服干洗、雨伞租赁、快递
收发、手机缴费、网上商城等 30 余 项便
民服务，并支持支付宝、微信等多种便捷
支付方式。
（十堰新合作 李佳晋 ）

西屋空气净化器亮相 AWE 展会
本报讯 3 月 9-11 日，中国家电及消
费电子博览会(AWE)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隆重举行。 西屋电气空气净化器事业
部携中国地区总经销商北京新合作瑞通
公司共同参加本次展会，展示了西屋电气
多款最新的空气净化器，同时宣布将推出
全新的新风系统供消费者选择，致力于为
广大家庭打造更加洁净的生活。

AWE 展会作为家电领域的重量级展
会， 一向备受国内外业界人士的关注，吸
引了众多知名企业参与，被誉为智能家电
行业的风向标。 西屋电气空气净化产品及
核心技术盛装亮相，全方位展示了西屋电
气在空气净化领域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发
展成果， 引来了大批媒体和观众驻足观
看。

据北京新合作瑞通公司董事长刘跃
忠介绍，西屋空气净化器在线上、线下均
有销售。 线上与京东、天猫、苏宁易购等大
型电商平台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线下已进入商场超市等实体店，还将建成
大量的线下专卖体验店，让消费者更好地
体验西屋电气产品。 另外，也进入了电视
购物频道。
（新合作瑞通公司 孔珏婷）

张家口新合作荣获涿鹿县优秀互联网企业奖
本报讯 3 月 14 日， 涿鹿县政府召开
2016 年工作表彰大会， 对在 2016 年主要
经济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和为县域经济
发展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奖励，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荣获 2016 度优
秀互联网企业奖称号。 这是 2016 年度县
委、县政府在全县开展经济考核首次设立

本报讯 3 月 25 日， 泰山新合作
购物中心组织“新合作杯全民动起来”
新型体验式营销活动。
顾客通过扫描张贴于各柜组的二
维码，加入到微信运动群，就可参加 4
月 2 日至 4 月 8 日的每天运动排名，根
据一周内运动步数总和，排名居前的顾
客可获得公司发放的奖品。 为全面配合
此次活动，公司企划部安排多场动感单
车表演、街舞快闪、绚丽古典舞蹈等演
出活动，吸引了众多顾客驻足观看。 男
装运动部联合家电部，在购物中心三楼
观光电梯口设置跑步机和动感单车，让
顾客亲身体验。 与此同时，运动区也推
出了免费赠送 50 元代金券活动。
通过 这一 系列 的 体验 式 营 销 活
动，引导了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趋势，
让顾客体验到运动乐趣的同时，拉近了
与顾客的距离，各柜组也达到了有效吸
（泰山新合作 郝艳艳）
粉的目的。

新合作凤凰虹桥路
商业街盛装认筹

十堰新合作便利店转型升级“便民”更“贴心”
本 报 讯 “点 一 杯 热 饮 ， 来 点 美 食
……，听着舒缓的音乐，三两好友聚在家
门口的超市休息区，迎接美好新一天！ ”
以前在大型商场才能体验的项目， 如今
在十堰新合作社区店中也能得到满足，
且服务内容更丰富、更贴心。 近日，十堰
新合作重新调整布局的燕林小区和北京
小镇两家社区便利店盛装开业， 两家社
区便利店新增了休息区域和便民服务项

泰山新合作组织“全民动起
来”新型体验式营销活动

的奖项，张家口新合作公司是唯一荣获此
殊荣的企业。
2016 年，张家口新合作公司在当地政
府和商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下，借助农村
电商全覆盖项目，积极探索“互联网 + 农
村实体店”的经营模式，构建了以电子商
务运营为依托、 以农产品电子商务为重

点，以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物流配送体系为
支撑的县域农村电子商务经营服务体
系。 目前，全县 370 个行政村全部建设了
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为农民搭建了“金
融不出村、购物不出村、销售不出村、生活
不出村、 创业不出村” 的综合服务站点。
（张家口新合作 王建忠）

本报讯 3 月 19 日，正值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的美好时节，备受瞩目的凤凰
虹桥路商业街盛装认筹。 上午 7 点，活
动还未开始， 认筹客户就陆续签到进
场。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充分
显示了虹桥路人防商业街爆棚的人气。
整场活动始终洋溢在喜庆热烈的
气氛之中， 精彩的节目让现场的认筹
客户目不暇接、掌声不断。 在活动进行
的同时， 营销中心前来咨询登记客户
络绎不绝，把整个场地围得水泄不通。
认购区排起了长龙， 客户们纷纷争先
恐后地购买 VIP 卡， 活动当场 500 张
限量 VIP 卡全部售罄。
（新合作中昊公司 郭贤梁 ）

张家口新合作建立并
落实领导班子晨会制度
本报讯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为进
一步规范公司管理，加强内部沟通，提
高公司整体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自
2 月份起， 建立并落实领导班子晨会
制度。 晨会早 8:00 开始，对前日工作
进行总结点评； 对当日重点工作进行
梳理、讨论的存在问题和解决方案等。
建立和落实领导班子晨会制度， 进一
步强化了责任，促进了思考，也增强了
领导班子的团队意识， 提高了工作效
率。
（张家口新合作 王建忠）

泰山新合作
开展员工春季军训
本报讯 3 月 21 日至 4 月 1 日，泰
山新合作购物中心及生活广场分批组
织一线员工开展春季军训活动。
每天早上 7 点半， 参训员工在本
部门经理的带领下统一着工作装、平
底鞋于购物中心和生活广场前广场集
合， 进行单个军人徒手队列动作、军
姿、队形、报数、稍息、立正、三面转法、
行进与立停等内容的训练。 对员工开
展军训旨在提高员工纪律观念、 规范
仪表姿态、提振员工精神状态。
（泰山新合作 韩静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