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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新合作开展“合伙人机制”推进系列活动
本报讯 为夯实各门店合伙人业务基
础，全面推进“合伙人机制”，提升销售业
绩，近期，十堰新合作开展了纪实演讲赛
和技能培训等一系列活动。
经营承包纪实演讲以“为梦想打拼”
为主题， 各区域门店店长交流分享了自
“合伙人机制” 开启以来所开展的一系列

工作措施，充分展示了店长合伙人的综合
能力和个人风采。 运营部各商品类目负责
人以 PPT 形式对各门店负责人开展了课
长主管技能培训，期间，各门店负责人分
享了培训心得。
随着一系列“合伙人机制”推进活动
的开展，十堰新合作全体员工已将精髓之

处积极运用到工作中，如蔬果陈列色彩搭
配技术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三堰店和
郧阳店推出了早点供应；有的门店将热销
商品摆摊户外促销；有的门店推出送货下
乡服务。 员工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只
要愿意尝试，积极主动出击，就能让销售
发生奇迹。
（十堰新合作 上官晓婷）

娄底新合作召开 2016 年上半年经营工作会议
本报讯 7 月 26 日， 娄底新合作召开
上半年经营工作会议，回顾总结了上半年
工作完成情况，安排部署了下半年工作任
务。 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层管理干部、
子公司经营班子成员、 党员代表共计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
董事长张日平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下

张家口新合作组织召开
优秀党员事迹报告会
本报讯 7 月 19 日下午， 张家口新合作
公司党总支举行了庆祝建党 95 周年优秀党
员事迹报告会， 东风鞋业城董少波和配送中
心赵志强 2 名优秀共产党员作了典型交流发
言， 讲述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
事迹。
“我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党员， 不比职
位，比奉献，不比待遇，比作为。 ”东风鞋城售
后服务部经理董少波说， 从事售后服务多年
来，他一直坚持“顾客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的服务理念，尽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赵志强
长期恪守“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境”的人生
格言，他认为敬职敬责、兢兢业业，也是党员
的追求， 默默无闻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
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全桂平表示， 要认真
组织开展好向董少波、 赵志强先进典型学习
活动，学习他们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高尚情怀和以身作则、 发挥表率作用的
共产党员优秀品质。 号召全体党员和员工自
觉向先进学习，向模范对标，以优秀党员为标
尺，量一量自己的差距在哪里；以优秀党员为
镜子，照一照自己的灰尘有多少；以优秀党员
为旗帜，正一正自己前行的方向，围绕“两增
一减”这一目标，进一步推进“两学一做”活
动，凝心聚力，激发干劲，振奋精神，把全公司
党员及员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贯彻落实公
司各项决策部署上来， 努力在各自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张家口新合作 全桂平）

十堰新合作组织
无偿献血献爱心活动
本报讯 8 月 1 日上午，十堰新合作公司
组织的无偿献血献爱心活动在三堰店门前开
展， 此前报名体检合格的几十名干部员工在
公共献血车内进行了无偿献血。
十堰新合作公司连续两年组织公司员工
无偿献血，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并
于 2015 年被评为“十堰市最美无偿献血公益
之星团队”。血液连接你我，善举将爱传递。公
司现将每年的 7 月确定为无偿献血月。 此活
动不仅为公司员工提供了奉献爱心的平台，
同时更为培养公民意识、 奉献精神和服务能
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十堰市新合作 上官晓婷）

半年工作任务非常艰巨，全体员工务必要
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团结协作，举全公司
之力做好招商推广及运营工作；要进一步
加强工程管理，在确保安全生产、工程质
量的前提下，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程；要
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 不断创新求发展，
向管理要“效益”；要大力抓好党的建设工

作，打造强势团队，以党建促发展。
总经理谢国光作半年度工作报告，常
务副总经理罗志高主持会议。 部门负责人
及以上管理人员分别向总经理、董事长述
职；会议还就如何提升执行力组织与会人
员进行了集中培训。
（娄底新合作 欧阳宪章）

新合作瑞通公司学习贯彻集团
2016 年上半年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8 月 1 日上午，新合作瑞通
公司召开全体员工会议，全面学习、贯彻
集团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工作会会议精
神。 会议由新合作瑞通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刘跃忠主持。
会议学习了新合作集团总 裁 郝彦
领所作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
司 2016 年上半年工 作 报告》 。 刘跃 忠
要求公司全体员工要将具体工作与集
团半年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 一是
要与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

结合好， 切实保证目标任务及重点工
作按时完成； 二是要与公司三年规划
目标结合好， 按照集团工作报告要
求， 对三年规划进行进一步完善， 努
力冲刺三年规划目标任务； 三是要与
各部门上半年具体工作及下半年计划
结合好， 理清下半年工作思路， 确保
各项任务责任到人， 保证上半年应完
成而未完成工作下半年及早落地， 争
取提前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瑞通公司 刘婵）

泰山新合作隆重举行扶贫捐助
暨生活广场启动仪式
本报讯 7 月
16 日，泰山新合作
在新开业的新合
作生活广场举行
了“扶贫捐助暨生
活广场启动仪
式”。 在泰山新合
作公司与市委扶
贫办共同举办的
扶贫捐助仪式上，
泰山新合作公司
现场捐出扶贫捐
助物资五万元。
泰山新合作
生活广场位于肥城市长山街中段， 建筑
面积 2 万多平方米， 共有五层， 周边商
业氛围浓厚， 地理位置优越， 是集购
物、 休闲、 娱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卖
场。 其中， 一楼主营生活超市、 化妆

本报讯 7 月 16 日，十堰新合作
公司召开 2016 年食品安全管理专题
会议。 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
负责人、店长代表、商品质量管理小
组全体人员共五十余人参会。
会议听取了商品质量管理小组
自成立以来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
并针对近期食药部门对门店检查存
在的问题， 提出下半年食品质量管
理工作方案、 食品安全管理过程控
制工作标准及相关责任部门管理责
任目标。
十堰新合作总经理张义鹏要求
各部门、各门店要充分认识食品安全
管理的重要性，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各
项规章制度，强化责任，严格管理，做
好食品安全管理的检查、督查工作，
加大食品安全管理小组的检查力度，
通报力度和处罚力度，确保全年无食
品安全事故发生。
（十堰新合作 夏敬勇）

泰山新合作丰园
智慧便利店开业运营
本报讯 7 月 10 日，泰山新合作
公司精心打造的智慧便利样板
店——
—丰园店成功开业运营，标志着
首个“互联网 + 便利店”示范店正式
落户肥城。
新合作丰园店位于肥城市城区
丰园小区沿街楼，营业面积 600 平方
米，分上下两层，一层以生鲜日配、洗
化用品等民生商品为主，二层为孕婴
生活馆。 除了提供日常的生活百货销
售服务，还提供家政、维修、缴费、鲜
花、快递、社区配送等便民服务。 居民
通过手机 APP 或网络下单， 商品就
可以免费送货上门， 这种动动手指，
商品和服务送到家的全新体验让很
多社区居民欣喜不已，真正解决了居
民驾车购物停车不便、排队付款浪费
时间等实际生活烦恼。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新合作瑞通公司举办
新合作内刊稿件写作
专题培训
品、 珠宝； 二楼主营中端品牌服饰； 三
楼主营皮具、 鞋帽； 四楼为自营低价服
饰专区。 开业当日 就 实现 销售 156 万
元， 实现开业开门红。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宁夏新合作永宁杨和康城超市
荣获自治区食品安全先进示范单位
本报讯 7月28日，《宁夏日报》 公布
了2016年全区食品安全先进县 （区）、先
进乡镇（街道）、示范单位（店）名单，宁夏
新合作永宁杨和康城超市榜上有名。 永
宁县此次首批入选的先进示范单位共有
48家。
新合作永宁杨和康城超市开业一年

十堰新合作召开
2016 年食品安全管理
专题会议

来，在销售业绩不断攀升的同时，非常注
重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 严格规范食品
进货入库， 从源头上杜绝安全事故的发
生， 并定期进行食品卫生安全检查和对
员工进行商品安全知识培训， 严把食品
安全质量关，深得当地消费者的信任。
（宁夏新合作 达琦蓉）

本报讯 8 月 3 日下午， 新合作
瑞通公司组织举办内刊稿件写作专
题培训，《新合作》内刊编辑张婧进行
了专门授课。 培训结合新合作内刊的
实际情况，围绕内刊定位和办刊指导
思想，引用范文示例，就内刊版面设
置、稿件类型和新闻写作技巧等方面
内容进行了讲解和指导学习。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跃忠出
席培训并做重要讲话。 他强调，公司
通讯员以及全体员工都要充分学习
提升文章写作水平，养成学习思考习
惯。 同时，要将培训所学的知识用到
实践中，积极踊跃投稿，丰富集团内
刊和公司网站，从而更有效地服务于
企业文化建设。
（新合作瑞通公司 陈梦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