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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2014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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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作集团怀安和娄底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集团投资管理部

我在一线

]

五月初，集团总部选派 5 位新入职青年员工赶赴兖州新合作公司，进行为期四个
月的一线岗位挂职培训学习。 一个月过去了，他们无论在工作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思
想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本期，我们选登两位学员的工作日志，分享他们在
这一阶段的收获和感悟。 此后，内刊将陆续刊登学员们的日志，希望大家关注。

冯钰灏

今年以来， 新合作集团总部和出资企业进一步加强项
目建设的推进力度，从项目团队、建设资金及相关协调等方
面加大对在建项目的关注，项目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怀安新合作综合购物广场项目由一栋三层地上建筑和
地下一层建筑组成，为框架结构建筑。 项目定位于县域综合
商贸中心，集生活超市、日用百货及餐饮娱乐为一体，是怀
安县目前在建的最大综合商业中心， 填补了怀安县无大型
商业、服务业综合设施的空白。 项目建成后将对所在县域农
村消费品流通环境改善起到重要作用， 可更好地满足怀安
县城及周边乡镇居民的生活消费需求。 该项目自启动以来，
怀安新合作公司逐步克服技术困难、不断优化投资方案，经
过项目单位的积极努力及集团公司的多方协调， 该项目正
在紧张、有序施工中。 截至 2014 年 6 月 6 日，地下一层顶板
全部浇注完成， 目前正在进行地上一层的支板及钢筋绑扎
工程。 按照计划， 该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建设工
作。

（地下室（1-16/A-K）轴已全部封顶）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项目涵盖农副产品和日用
品交易展示、综合物流配送、公共信息服务、商贸配套生活
服务等多个方面，以市域物流和湘中地区物流为重点，扩展
湖南中部和中南地区物流， 把湘中国际物流园区发展为集
商品、物流、金融、信息为一体的物流园区，实现多式联运和
无缝衔接，形成物流企业集聚区。 建成后将成为项目所在地
和周边广大地区提供商贸交易、 物流服务及日常生活配套
服务的综合平台。 项目按照总体规划，分块、分步实施。 截至
目前，信息大楼裙楼主体部分已建成，主楼已完成地下室土
方挖运工程，正在进行主楼基础工程施工。 大宗陶瓷展示交
易中心、多式联运中心、工业原料及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及信
息服务中心等第二批挂牌土地已经完成清表工作， 整个物
流园区的部分道路开始动工。 按照工程实施计划， 到 2014
年底，信息大楼将建至 20 层，大宗建材陶瓷展示交易中心
和工业原料及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完成主体建筑建设工程，
多式联运中心和五金机电展示交易中心各完成 10 万平方
的建设任务。

（信息大楼裙楼主体工程完工）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单位重视安全文明生产、加强
工程质量管控。 一方面严格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保障体系，包括签订安全
生产责任合同，建立完善的安全文明管理制度；设立安全监
督岗位，明确各自的岗位管理职责；实行标准化管理，杜绝
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另一方面，严格施工图审阅、技术交
底和现场的实施性指导，不断调整核实各个施工环节，将安
全管理、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逐一落到实处，对工
程质量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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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卖场工作记
■集团企划部挂职学员 杨桦
兖州新合作广场商厦大卖
场是我们此次挂职锻炼第一阶
段的工作地点，我们 6 学名员被
分配在不同的经营区域，从最基
层的卖场理货员开始做起。
工作的第一天，兖州新合作
总经理王连臣首先同我们进行
了亲切的交谈，并分享了他多年
的工作经验和人生感悟，他总结
的“本分做人，本事做事”，道出
了为人处事的真谛，还反复强调
应该做一个乐于吃苦、乐于吃亏
的人，也是我们今后工作和生活
中应该持有的理念。
我被分配到了食品区的方
便面组， 主要负责的商品是方
便面、 粉条、 紫菜等干货。 工
作内容可以概括为： 整理货架
上的商品， 保持货架商品的完
整和品类分明； 查看商品的生
产日期和包装， 及时撤换快要
过期和包装破损的商品， 生产
日期已过三分之二的商品及时
进行促销； 更换到期的促销价
签， 避免误导顾客； 向顾客介

绍商品质量， 回答顾客的询问；
及时补货， 避免商品短缺。 经
过几天的工作体验， 感到相比
于坐在电脑前办公， 守护在自
己负责的区域， 面对随时要交
到顾客手里的商品， 责任感会
不由自主地强烈起来， 自然会
投入更多的精力。
期间，在肖敏部长和单忠萍
经理及柜组组长的指导下，我们
6 人对同新合作有竞争关系的
当地几家卖场进行了实地调研，
主要是对商品价格、 客流量、商
品结构、假期促销活动等方面进
行市调。 这次“打入敌人内部”的
经历，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
调查中，我们仔细观察商场的人
数、各个角落的细节。 并对照所
负责的区域及时对价格、品类等
做出调整，以适应每天变化的市
场环境，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
殆。
在此期间，我们还参与了兖
州新合作服务明星的评选活动
和如何提供优质服务的培训。 通

过学习我认识到目前我国零售
业进入了全面变革的时代，新的
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但回归零售
业的价值本源，都要以消费者为
核心，需要经营顾客。 在服务明
星的评选现场，来自一线的导购
员、店长，讲述了她们服务顾客
的生动故事， 从中我理解了，服
务和维护一名顾客， 需要耐心、
技巧，更需要真诚。
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 我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 也
深刻感受到一线工作并没有我
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商品陈列、
客户服务、 商品促销每一项工
作都需要不断深入地学习。 用
大卖场总经理单忠萍的话来说，
自己工作几十年， 也只是学到
了零售行业的皮毛而已， 未来
还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深入学
习的东西。
生活中，我们 6 个伙伴相互
帮助、谦让和包容，在一个大家
庭中和睦相处，相信未来的几个
月，我们会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记挂职锻炼第一阶段
■集团物流管理部挂职学员 温丝

在走上岗位培训前的座谈
会上， 兖州新合作总经理王连
臣给我们上了在我看来最为宝
贵的一课。 他说， 年轻人干事
创业， 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开
创者艰苦奋斗的精神， 自身要
培养 两 种功 夫 ： 本 分 和 本 事 。
本分， 即做人的本分， 给大家
信任感， 安全感， 让人愿意与
你共事； 本事， 即做事的能力，
要靠自己的本事生存。 正确看
待 挫 折和 困难 ， 受 的 难 越 多 ，
学到的越多， 经的事越多， 越
进步。 当时， 我便在心里对自
己说： 此次挂职培训， 我一定
要不怕吃苦、 勇于吃苦、 勤于
工作、 干好工作， 不辜负集团
公司和兖州公司及各位领导对
我们的期望， 给自己、 给公司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对他们充满了深深的敬畏。 我看
到他们一个个主动无私地加班，
让我真真切切看到了怎样才是
一个积极主动的人，也明白了工
作的意义和责任。 对于主动的人
来说， 有些事是不必领导交代
的。 领导交代的工作，可以做好，
也可以做坏，可以做成 60 分，也
可以做成 80 分。 而主动的人，就
会尽可能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他实际完成的工作，往往比原来
承诺的要多，质量要高。 工作中，
没有人会时刻告诉你需要做的
事， 都需要自己主动思考， 所
以在主动工作的背后， 需要付
出比别人多得多的智慧、 热情、
责任、 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想
正是这样， 主动的人在各种各
样的工作中才会找到超越他人
的机会， 并表现出能胜任上一
级的工作， 然后责任和报酬就
接踵而至了。

二、深刻的体会

三、成功的喜悦

六一前夕，我所在的玩具柜
组连续几天大批量进货、 验货、
理货， 工作量突然加大了许多，
柜组的 4 名组员，全部上满全天
班，其中更有员工一天连续工作
19 个小时，让我感动之余，心中

玩具的外形不像食品那样
规整， 理货陈列不仅需要美观，
更需要技巧。 在“六一”儿童节，
为充分体现节日气氛，卖场将通
道 6 组促销花车分配给我们做
活动，共设计了车模、芭比、沙滩

一、宝贵的一课

等 5 个模块理货宣传。 在对车模
模块理货时，我跟张丹妮为了展
现更美观和具有创意的摆放，共
设计了 4 组造型选择，前后费时
40 分钟， 最终选定了合适的造
型展示时， 我俩擦着额头汗水，
会心地笑了。 那一时刻，我真真
切切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

四、温暖的关怀
在此次挂职锻炼中，我们在
工作和生活中都得到了集团公
司和兖州新合作无微不至的关
心。 集团人力资源总经理李凤兰
一天往返几百公里送我们到兖
州新合作，之后每天电话中关心
我们的衣食住行。 在兖州公司，
人资部部长肖敏像大姐姐一样
细心安排我们的生活； 工作中，
王连臣总经理、大卖场单忠萍部
长对我们每天锻炼任务进行跟
踪指导和关怀……每一天，我们
都被这些点滴的温暖和关怀深
深地感动着。 这也激发了我们强
烈的感恩之心——
—全力以赴，努
力学习， 竭力做好手中的工作，
与周围人快乐相处，争取各项荣
誉。 而当我怀抱着这种心情时，
我想， 我会更加愉快地工作，出
色地完成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