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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作集团召开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本报讯 4月28日下午， 新合作集团
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冯国光出席会
议并做动员讲话。 会议由集团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副总裁王永威同志主持。 会议
传达学习了总社党组成员、 理事会副主
任、供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平同
志在4月27日供销集团关于召开“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以
及 《中国供销集团关于开展“学党章党
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
的实施方案》。
冯国光在动员讲话中对新合作落实
“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行了布置，结合自
己对党章党规的深度理解及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讲话的丰富内涵，为与会人员讲了
一堂生动的党课，要求全体党员认真研读
党章党规和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深入领
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
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学党章党
纪、学系列讲话常态化，争做“讲政治、有
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
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冯国光强调，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贵在知行合一、学用结合。 新合作集
团作为“为三农服务”的企业，要坚守、自
信，积极承担总社赋予的使命；作为窗口
企业，要为消费者树立良好的形象，体现
良好的企业风范；作为拟上市企业，要在
资本市场树立口碑。 各直属党组织要借

此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加强党
建工作，进一步强化党员日常管理工作，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企业的健康持
续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全体党员要通
过学习教育， 进一步提升自身政治素质
和道德修养，严守底线，不违规、不违法，
在工作中充分发挥积极性、 主动性和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 共同推进新合作事业
不断发展。
新合作集团在京全体党员和中层以
上管理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 京外直属
党组织全体党员和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以
视频会议的形式同步参会。
（集团党委办公室 查玉婕）

新合作集团组织学习贯彻
总社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精神
本报讯 4月20日上午， 新合作集团
召开全体党员干部扩大会议， 专题传达
学习总社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精神。
集团总部全体党员和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总社党组书
记、 理事会主任王侠在总社党员干部警
示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参会党员对通报
的系统内违纪违规事件深受教育、警醒，
切实体会到加强作风建设没有休止符、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廉政建设一
刻也不能放松的重要性， 增强了遵守党
章党规的自觉性。

会议要求，新合作集团全体党员、各
级管理干部要深刻领会王侠书记的讲话
精神， 一是要不断深入学习研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加强党性修养和
党性锻炼，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
立正确的“三观”，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自觉
性与坚定性，认真参加“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活动，时刻自省自警，坚守老老实实
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准则，争做优秀党
员、称职管理干部。 二是要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严格遵守

党规党纪， 始终做到心有所畏、 言有所
戒、行有所止。 三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和“六项纪律”，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
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进一步增强广
大党员干部抵御“四风”的自觉性。 四是
对照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
规定》及集团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廉洁
从业实施细则》等法规制度，进一步健全
完善“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及财务、投资、
职务消费等方面的管理制度，与此同时，
进一步强化对制度的执行效力督查，确
保党员干部廉洁从业。
（集团公司党委办公室 查玉婕）

集团总部党支部召开换届选举大会
本报讯 4月8日下午，集团总部党支
部召开支部换届选举大会。 集团党委书
记冯国光出席会议。
全体与会党员面向党旗齐声歌唱国
歌， 大会在庄严的氛围中开幕。 按照会
议议程， 大会审议通过了集团总部党支
部 《换届工作报告》、 《党费收缴、 使
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 以及换届选举办
法和计票人、 监票人名单。 全体党员本
着严肃认真、 公正公平的态度填写选

票，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集团总部党支部
委员会。
冯国光同志对上一届集团总部党支
部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他指出， 上一届
支部在党员发展和管理、 支部学习和活
动开展、 组织生活会等工作方面做了很
多工作， 使支部保持了较好的向心力和
凝聚力， 为企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他要
求新一届支委会贯彻落实好上级党组织
的各项指示和工作部署， 对党员进行有

效管理和监督， 确保党支部各项职能得
到有效落实； 结合中央第八巡视组专项
巡视工作， 结合自查中发现的不足之
处， 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纠正。 同
时， 他要求全体党员要积极按时参加支
部组织的学习和各项活动， 主动按时交
纳党费； 要清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严
格遵守党章， 严格要求自己， 讲规矩，
守纪律， 做合格党员。
（集团总部党支部 查玉婕）

新合作集团召开2016年一季度财务会议
本 报 讯 4 月 15 日 ， 新 合 作 集 团
2016年一季度财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集团总裁郝彦领， 常务副总裁高国进，
副总裁王仁刚、 陈彤出席会议。 会议
由集团副总裁、 财务总监袁苏宁主持。
会议通报了2016年一季度集团和各 出
资企业经营情况及2015年审计整改意
见， 部署了二季度财务工作安排， 讨

论了资产重组特殊税务处理申报进展
和注入供销大集的子公司清产核资情
况等问题。
郝彦领强调， 各子公司要重视财务
工作， 支持财务工作， 对于重要的财务
问题要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 财务人员
要当好决策参谋， 善于发现问题， 解决
问题； 要有规则意识、 规范意识， 按规

章制度办事， 坚持原则， 按照财务规范
处理账务； 要有责任意识， 敢于担当、
勇于担当， 自己份内的事情要责无旁
贷， 努力做好， 同时要敬畏法纪， 遵纪
守法。
集团各出资企业主要负责人及财务
总监参加了会议。
（集团公司财务部 黄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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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新合作国际商贸城
再次携手红星美凯龙

本报讯 4月27日， 红星美凯龙星艺佳
与娄底新合作国际商贸城B区装饰建材展
示交易中心签约仪式在上海隆重举行。 新
合作集团副总裁兼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
公司副总裁王永威， 娄底新合作国际商贸
城董事长张日平、 总经理谢国光， 红星美
凯龙集团副董事长、 执行总裁张琪， 红星
美凯龙集团发展三中心执行总裁蒋小忠，
红星美凯龙集团中南区域总经理刘科， 红
星美凯龙星艺佳总经理吴静等出席签约仪
式。
此次签约是继2013年9月红星美凯龙卖
场项目签约入驻娄底新合作国际商贸城D
区后的再次携手深度合作。 红星美凯龙星
艺佳将依托红星美凯龙集团30多年家居行
业商业物业开发、 运营经验及经销商资源，
统筹规划娄底新合作国际商贸城B区、 D区
（家居家饰展示交易中心）， 为B区量身定
制符合市场品味的策划、 招商、 运营方案
等全方位的服务， 开启专业市场合作新模
式。
（娄底新合作 欧阳宪章）

集团公司运营管理部
开展员工
学习与自我培训活动
本报讯 4月21日下午， 新合 作集 团
运营管理部召开业务学习和自我培训总
结会， 集团常务副总裁高国进、 人力资
源部总经理李凤兰出席会议。 会议通过
PPT形式就部门近期开展的员工学习与自
我培训进行了分享交流， 部门员工围绕
各自的业务领域和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进
行了互动。
高国进肯定了这种自我学习、 相互学
习的培训模式， 要求将学习结果与绩效考
核指标相结合。 高国进指出， 在工作中，
每位员工都要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和成
长， 使自己成为真正具有学习与创新能力
的职业化员工； 要学会汇报和沟通， 并善
于积极主动的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 要
为自己设定一个具体而恰当的目标， 并达
成目标， 产生业绩， 为公司发展做出贡
献。
（集团运营管理部 陈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