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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便利店委员会到
新合作常客隆考察
本报讯 11 月 26 日， 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CCFA）新闻部主任王洪涛和便利店委
员会主任、 天津津工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卢代盛带领 CCFA 便利店委员会一
行莅临新合作常客隆公司参观考察。
委员会一行考察了新合作常客隆的家
易乐 E 店、 信一生活超市和中南世纪城生

鲜直投站。 新合作常客隆董事长兼总经理
包乾申在陪同参观中详细介绍了家易乐 E
店便捷、 时尚、 高品质的购物环境以及全
新 O2O 商业模式下的生鲜直投保鲜柜等
便民服务设施， 全方位、 多元化地展示了
新合作常客隆不断创新的面貌。 华联快客
董事长翁宇杰在生鲜直投保鲜柜前感慨地

说： “新合作常客隆将我们多年所想而未
实施的构思， 彻底付诸了行动， 给老百姓
带来了便利。” 包乾申坦言， 企业要持续
不断地创新， 才能提高企业竞争力， 面对
困难， 只有想办法把它解决， 才能获得收
益。
（新合作常客隆 韩丹）

新合作广盛园借力电子商务解决柿子滞销难题
本 报 讯 10 月 底 ， 全 国 著 名 的“磨 盘
柿之乡”易县柿子丰收，却卖不出去，2 亿
斤柿子滞销，愁坏了当地果农，一时成为
媒体关注的热点。 北京新合作广盛园公
司通 过 新闻 报道 了 解 到 相 关 情 况 后 ， 立
即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启动“爱心救柿行
动”，切 实 帮助 当地 农 民 缓 解 困 境 、 解 决
柿子滞销难题。
一方面， 新合作广盛园迅速安排专人
及时赶到易县进行实地考察， 深入了解柿
农困境，启动“爱心收购柿子行动”；另一方
面，借力电商平台资源，与中粮我买网和京

东商城等大型知名电商平台进行柿子上线
沟通。 中粮我买网和京东商城均给予了大
力支持，包括启动绿色通道，大大缩短柿子
上线时间。 11 月 4 日，新合作广盛园“爱心
柿子”正式上线，当天就销售了 2500 份，共
计 20000 斤。
2014 年新合作广盛园电子商务板块
业务发展迅速，截止 10 月份，公司线上销
售额已突破 1800 万元，预计全年电子商务
业务可实现销售 2000 万元， 比 2013 年有
大幅提升。
（新合作广盛园 郑燕春）

兖州新合作大卖场百货区实施升级改造
本报讯 为适应市场变化， 从 11 月份
开始， 兖州新合作大卖场启动百货一楼和
百货区升级改造工程， 特邀上海专业策划
公司全程参与。 改造工程重新规划了一楼
布局，压缩家电、数码类商品；根据消费者
需求，淘汰经营效益不佳的品类，扩大化妆

河南新合作联购超市
举行两周年店庆
本报讯 11 月 17 日， 五彩缤纷
的礼花伴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河南新合作联购超市丰庆店迎来了
两周年店庆。 公司以此次店庆活动
为契机， 感恩 回馈 顾客 ， 聚 集客
流。 着重从以下几 个方 面 展开 工
作， 一是做到真正的商品钜惠， 百
余种商品震撼 5 折， 以知名厂商及
品牌专柜折扣为主， 为确保活动价
格优势， 活动在市 调上 下足 了 功
夫， 除了正常的周边竞争对手的市
调， 还对批发市场价格进行市调比
较。 二是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店长
亲自参加 ＤＭ 督报工作， 不折不
扣地执行并加大督报力度， 确保投
递到户， 让促销活 动 内容 家喻 户
晓。 三是在商品陈列上下足功夫，
提前 15 天对卖场商品库存进行检
查， 要求货量充足排面丰满， 商品
价格标识到位， 商品陈列展示造型
丰富， 吸引顾客眼球。 四是营造气
氛， 店外利用大型拱门、 气柱做宣
传， 店内各部门柜台根据各自特点
进行装饰、 点缀， 当天超市背景音
乐以生日歌为主， 营 造 店庆 的氛
（河南新合作 王斌）
围。

品、鞋品等优势品类；重新公开招商,引入
优秀品牌。
经过一个月的加班奋战， 新百货区化
妆品、黄金珠宝、翡翠玉器、经典银饰、箱包
皮具、 数码产品及各类生活小家电布局一
新；一楼鞋区接吻猫、一度花雨、简米拉、珂

卡芙、 卡丽贝儿等时尚经典品牌陆续登场
迎宾。升级后的新百货区坚持亲民定位，坚
持惠民路线，品牌更丰富，结构更优化，布
局更合理，环境更舒适，服务更完善，以更
加高端、大气、服务大众的形象展现在消费
者面前。
（兖州新合作 肖敏）

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大宗建材陶瓷
展示交易中心开工建设

十堰新合作
拓展“孕婴童市场”
提升竞争力
本报讯 随着国家“
单独二孩”政
策的放开，专家预测未来几年孕婴童
用品产业将呈井喷之势，年增长率将
超过 15%。近年来，十堰新合作瞄准婴
“
消费群体”，充分发挥自
童这一庞大
身物流、 供应链和网络平台优势，大
力拓展婴童用品专营店。 截止目前，
依托十堰新合作三堰购物广场、量贩
店、丹江购物广场、花果购物广场等
门店， 重点打造的 10 家高端新合作
母婴馆先后对外营业， 年新增销售
1000 余万元。 （十堰新合作 喻喜）

张家口新合作深入
实施
“
旗帜供销”工程
本报讯 近期， 张家口新合作公
司按照河北省组织部、省供销社《关
于实施“旗帜供销”工程发挥基层党
组织和党作用推进供销社综合改革
的意见》文件精神，组织实施“旗帜供
销工程”。公司建立健全党组织，要求
党员“
佩标”上岗，充分发挥其先锋模
范作用， 成为公司各门店的一面旗
帜， 在优秀门店评选活动中发挥作
用，促进公司各门店经营管理的全面
提升。 经县社与公司综合考核共有 5
个柜组，被县供销社评为“旗帜先锋
岗”。
（张家口新合作 王建忠）

南阳新合作时令电器
铂金体验店开业
本报讯 11 月 26 日，南阳新合作
时令电器铂金体验店隆重开业。 该
店位于南阳市中心城区的文化路与
新华路交汇处，经营面积约 2600 平
方，分上下两层，主要经营国内外二
十多个品牌众多品类的电器。
新开业的铂金体验店开创了南
阳家电行业全渠道零售体验模式，店
内采用开架式真机展示，消费者可以
零距离接触、试用想购买的商品。 店
内除了正常的现金和刷卡交易外，顾
客还可通过扫描二维码网上完成交
易。 扫描二维码后，如需购买新合作
时令其它商品，不需要到门店，可实
现由 PC 或移动端购买，直接送货上
门。
（新合作时令电器 武运东）

张家口新合作
组织安全消防培训

本报讯 12 月 2 日，新合作湘中国际物
流园核心功能版块——
—大宗建材陶瓷展示
交易中心（B 地块）正式开工。 大宗建材陶
瓷展示交易中心位于娄底马龙路以东、秋
蒲街以南、迎春路以西、尤莉街以北，规划
占地面积约 152000 平米（约 228 亩），建筑
面积约 198300 平米， 投资总额约 5 亿元。
共分为陶瓷、卫浴、地板、楼梯、门业、窗业、

板材、管材、油漆涂料、整体橱柜、集成吊顶
等十二个区。 将被打造成为产品丰富、档次
齐全、一站式采购、湘中地区最大的装饰建
材批发市场，同时配套厂家营销展示、网上
营销平台、二次加工等功能，形成湘中地区
超大规模、综合性、现代化的装饰建材批发
采购基地。
（湖南新合作 欧阳宪章）

本报讯 近日，张家口新合作公
司组织门店负责人、 柜组长及新员
工进行消防知识培训， 为公司各门
店送上一份“平安符”。
受训人员了解了商场火灾的特
点、危险性和预防措施，重点学习了
火灾的类型、 火灾致人伤亡的原因、
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组织人员疏散
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使用方法等内
容，掌握了火灾防范要点和逃生自救
技巧。公司要求各门店负责人要加强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等消防安全知
识的学习，提高消防安全意识，积极
查找身边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为
各门店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张家口新合作 王建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