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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平到河南许昌调研出资企业项目
本报讯 6月1日， 总社党组成员、理
事会副主任，中国供销集团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杨建平一行到河南许昌市就新
合作公司文兴商贸广场、 中棉公司河南
物流园、 鄢陵县花木园林建设基地等项
目进行调研。集团公司总裁郝彦领、副总
裁王永威， 河南省供销合作社、 许昌市
委、 市政府负责同志以及中棉公司有关
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在新合作公司文兴商贸广场项目现
场， 杨建平仔细询问了项目建设中遇到
的施工难点、安全生产措施的落实情况，
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

是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施工、人员、质量
等各项安全生产工作， 尤其是当前高温
天气情况下，更要做好安全监控，杜绝安
全事故；二是要做好项目建设进度管理，
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三是
要科学规划，不仅要建设好，更要运营好
该项目。
在中棉公司河南物流园， 杨建平实
地察看物流园仓库、 露天货场和总控制
室监控视频， 详细了解物流园建设与商
品储存情况， 观看物流园消防灭火救援
演习， 并认真听取公司负责人关于园区
定位、 近期经营管理及未来发展方向的

汇报。 他强调，物流园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至关重要， 要求公司加强监管， 排查隐
患， 落实责任， 确保在库物资安全无事
故；要开拓思路，创新经营，充分发挥物
流园在河南及周边棉花销地市场上的重
要作用，努力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益。
调研期间， 杨建平对许昌市委市政
府在集团项目落地中给予的大力支持表
示感谢，他希望双方保持密切沟通交流，
为进一步加深合作营造良好环境， 共同
寻找更多更好的合作契机， 实现双方共
赢发展。
（新合作卡地亚公司 张丹）

新合作集团召开生鲜农产品销售网络项目研讨会
本报讯 6月6日，新合作集团在京举
行生鲜农产品销售网络项目研讨会。 集
团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冯国光出席会
议，会议由集团公司总裁郝彦领主持。会
议听取了公司自营业务部总经理徐海东
对项目有关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北京万
容达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靖路对当
前生鲜农产品销售网络改造情况和市场
前景的介绍， 以及该公司在生鲜农产品
销售网络经营中的工作体会。
冯国光表示， 新合作生鲜农产品销
售网络项目是按照总社及供销集团转型
升级要求开展的新型业务。 项目主要通
过建立综合性公益生鲜农产品销售网络

服务平台，为城镇居民提供安全、放心的
鲜活农产品及各项社区便民服务， 项目
符合当前市场发展需求， 契合供销社综
合改革的要求，是推动新合作转型升级、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 他要
求通过此次研讨， 进一步明确项目的发
展思路和模式， 尽快建立品牌， 打造团
队， 推进项目建设， 将其打造成服务农
民、服务社区的综合性平台。
研讨中，《零售世界》 杂志主编高景
远、 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艾永梅博士
和杨旭博士、 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
门负责人、 公司出资企业代表等参会人
员充分肯定项目的可行性及未来发展前

景，并就消费者特点、项目定位、项目功
能、商业模式、运作方式和资金需求等提
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与会专家还从理
论方面对项目在产业整合、 项目模式及
管理上提供了解决的思路。
郝彦领总结指出， 新合作生鲜农产
品销售网络项目是在传统生鲜农产品市
场基础上的优化和完善， 通过打造智慧
型网络平台， 不仅让社区居民的菜篮子
拎着更放心、更舒心、更便捷，而且服务
项目会更多，服务功能会更强，相信项目
的推动将会进一步扩大新合作的社会影
响力。
（企业管控服务中心 杨桦）

新合作凤凰虹桥路人防商业街盛大开盘
本报讯 5月7日，新合作凤凰虹桥路
人防商业街举行盛大开盘仪式， 新合作
集团总裁郝彦领， 副总裁王永威出席开
盘仪式。
新合作虹桥路人防商业街是湖南新
合作城市地下空间发展有限公司倾力打
造的首席风情商业街， 项目位于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 国家AAAA级景区凤凰县

核心地段， 汇聚10万本地民居和数千万
的旅游人流，极具投资价值。
项目自3月19日开启认筹以来， 得到
了市场的强烈关注，当天就有近千组客户
来排队预约。 开盘当日，更有近千名客户
赶往开盘现场排队“
等”铺，热情高涨的客
户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抢购热潮，爆销场面
堪称凤凰商铺销售之最。 项目负责人表

示，新合作虹桥路商业街的火爆开盘只是
开启了一段新的征程，并非结束。 接下来
的使命是秉承长期以来坚持的“负责到
底，服务到家”的经营理念为新合作虹桥
路商业街购铺者的财富保驾护航，为新合
作虹桥路商业街招好商开好业，实现旺场
旺市、永续经营，帮助投资经营者们实现
财富倍增的梦想。 （湖南新合作 李威）

集团公司组织在京党员参观北京鲁迅博物馆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持续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5月17日下午，集团党委办公室组
织在京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观了北京鲁迅博物馆。
通过聆听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讲解，品读鲁迅先生真迹，参观
鲁迅先生故居， 党员和积极分子同志们全面清晰地了解了鲁迅
的生平思想及其作品的特点。 透过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大家也
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新文化运动给当时的中国所带来的
翻天覆地的改变，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后，诞生了一大
批仁人志士，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成为那个时代社会先
进文化的代表，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就此展开。
通过这次参观活动， 进一步增强了集团党员和积极分子们
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家都表示要时刻牢记使命，坚定理想
信念，在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进程中，不断提升自我认知，以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为企业持续健康发
展而不懈奋斗。
（集团党办 查玉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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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烟花爆竹采购联盟
在武汉举行成立大会
本报讯 5月26日，全国烟花爆竹采购
联盟成立大会暨经营产销对接会在湖北
武汉召开。 总社原监事会主任、中国日用
杂品流通协会会长诸葛彩华出席大会并
讲话。 来自全国各地的25家理事单位参加
大会。
诸葛彩华指出，全国烟花爆竹采购联
盟的成立是烟花爆竹经营企业走向联合
发展的重大举措，将为烟花爆竹行业转型
升级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采购联盟，可以
提高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确保安全生产经
营；可以控制采购成本，获得规模效益；可
以提升供销合作社系统在烟花爆竹经营
方面的主体地位；可以建立同供应商长期
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日用杂品流通
协会将通过这一平台，更好的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切实想会员所想，急会员所急，从
机制上解决部分会员企业产品滞销、库存
无法消化等难题，使会员企业尽快走出困
局，健康发展。
就采购联盟成立后的工作开展，诸葛
彩华提出要求：一是全体成员要坚持平等
协商、共建共享原则，在采购招商和日常
运营中秉持“自愿、互利、共赢、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立足长远，寻求共赢。 二
是入盟企业要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与联盟章程、规范，坚决杜绝购销假冒
伪劣和违法产品，把诚信和履约作为衡量
成员遵守规范、践行义务的唯一标尺。 三
是联盟理事会要做好服务与协调工作，以
联合采购、公开竞标等方式扶持行业内优
秀品牌做大做强，大力提高烟花爆竹产业
整体水平和竞争力。
大会选举产生了采购联盟理事会成
员，通过了采购联盟章程及工作规范。 在
当天举行的经营产销对接会上，参会企业
达成意向合同2亿多元。
（中国日杂流通协会 张志强）

新合作集团在供销集团
第二届职工乒乓球比赛
中获佳绩
本报讯 近日， 在供销集团举办的第
二届职工乒乓球比赛中， 新合作集团代
表队经过奋力拼搏， 获得女子单打第一
名、 男子单打第三名和最佳组织奖的佳
绩。
此次乒乓球比赛设男子单打、 女子
单打和男子双打三个项目， 供销集团系
统各公司共30余人参加了比赛。 新合作
集团7名乒乓球爱好者报名参加比赛。 经
过激烈的比赛， 新合作集团副总裁陈彤
获得女子单打第一名， 企业管控服务中
心副主任曾华军获得男子单打第三名，
新 合 作 集 团 总 部 工 会 获 得 “最 佳 组 织
奖”， 展现了新合作职工拼搏、 进取的良
好精神风貌。
（集团党办 查玉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