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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新合作利用
电子网络扩大经营销售
本报讯 为扩大宣传， 提高
销售，灵宝新合作公司积极利用
电子信息网络资源，在灵宝百店
网、生活网和金城生活网注册了
新合作网店，把每期的促销海报
信息、 特色商品发布到网上，并
将商品信息做了二维码，顾客只
需手机扫描就可查到商品的详
细信息。 通过电子网络平台让顾
客轻松了解超市的促销信息，有
效地提高了公司的品牌宣传，带
动了客流，促进了销售。
（灵宝新合作办公室）

张家口新合作
开通网上购物业务
本报讯 春节前期，为方便
顾客购物，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
开通了网上购物业务， 成为当
地首家零售业网上购物平台，
极大地方便了市民消费需求。
打开搜鹿网，点击“张家口
新合作公司动态”，顾客即可轻松
开通网上购物业务。 县城内免费
送货，电话联系当天送货上门，消
费者足不出户轻松购物，省时、省
力。网上购物业务的开通，改变了
当地居民单纯去实体店购物或网
购的局面，可实现门店体验，线上
下单， 既满足了年轻人群利用碎
片化时间进行网购， 也可在体验
后购买到适合的商品。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 王建忠）

泰山新合作
加快直营店建设步伐
本报讯 去年，泰山新合作
公司加快了直营店建设步伐，
继续深挖肥城市场， 将肥城市
场做深做透的同时， 不断向周
边地区扩张， 全年共开设直营
店 5 家，发展农村加盟店 20 家。
其中，2 月 3 日同时开业的
王庄店和岱岳区山口店，经营面
积均在 3000 平方米以上；12 月
14 日，岱岳区道朗店开业。同时，
泰山新合作在肥城市市区实施
便利店建设工程，康诚丽都店和
颐和花园店开业。进入 2014 年，
公司进一步加快网络拓展步伐，
春节前夕， 经营面积达 5600 平
方米王西店开业，两家便利店建
设小区店和山水名园店相继开
业。 泰山新合作还与张店店、高
余店和岱岳区北集坡店已达成
意向签约， 三店即将陆续开业。
直营店建设的稳步推进，表明泰
山新合作公司在人员储备、业务
流程上日趋完善和成熟。
（泰山新合作办公室）

兖州新合作邹城
百意第 28 家连锁店开业
本报讯 1 月 18 日， 兖州新
合 作 邹 城 百 意 第 28 家 连 锁
店——
—看庄店盛大开业。 从此，
新合作超市成功覆盖了邹城全
部乡镇。 新开业的看庄店经营面
积 1000 余平方米，分上下两层。
开业后连续四天销售额达 30 余
万元， 开业当天销售额突破 12
万元。
（兖州新合作 肖敏）

陕西新合作与陕西镇乡投资
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1 月 16 日， 陕西新
合作与陕西镇乡投资有限公司
在西安签署了禧里民乐商业综
合体合作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此
次签约， 是响应国家新农村建
设，全面改善县域、镇域流通服

务体系， 加快新型城镇建设步
伐，提升商贸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的精神，也是双方深化务实合作
的一项重要举措。
协议将依托陕西镇乡投资
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商业综合

体，陕西新合作作为超市经营方
进驻，合作期间陕西镇乡投资有
限公司承诺在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 给予陕西新合作在租金、政
策等方面提供优惠服务；陕西新
合作将按照陕西镇乡投资有限

十堰新合作春节再创销售新高
本报讯 春节长假期间，十
堰新合作累计实现销售 4500 余
万元，同比增长 7.8%，再创春节
假期销售新高，迎来新年开门红。
十堰新合作通过早动员，早
准备，做足商品功课，确保了节
日期间商品丰富， 物价平稳，年

味浓厚， 没有出现商品断档、脱
销、价格异常波动等情况。 公司
先后开展了以马为主题的“马上
有 礼 ”、“马 上 有 钱 ”、“马 上 有
车”、“龙马精神”、“马到成功”等
各种“满额送、满就减、直降、打
折、抽奖”等形式的促销活动，实

惠百姓，吸引消费者。 为确保节
日销售，十堰新合作将所有班子
成员进行细致的分工， 划片区、
带目标任务对各门店销售进行
挂靠、 监管， 创下了好的销售
业绩， 并确保了节日期间安全
无事故。
（十堰新合作 喻喜）

新合作襄阳食品商贸物流城
举行营销中心开放仪式
本报讯 1 月 15 日， 新合作
襄阳食品商贸物流城举行营销
中心盛大开放仪式和襄阳食品
类市场外迁对接会暨十大品牌
签约仪式。 襄阳市政府副市长周
巍和樊城区政府、 市商务局、市
供销社等相关部门领导以及市
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出席活动。
600 多家食品商户聚集对接
会。 对接会上，金龙鱼、伊利、蒙
牛、莲花味精、黄山头、双汇、思
念、老干妈、中储粮、光明等十大
品牌签约入驻。 中国建设银行襄
阳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襄阳
分行、湖北农村商业银行襄阳分
行分别为新合作襄阳食品商贸
物流城签约授信，市场外迁对接
取得圆满成功。
在建中的新合作襄阳食品

新合作常客隆公司
提档升级成效显著
本报讯 为积极应对日益
激烈的市场竞争， 去年， 新合
作 常 客 隆 公 司 围 绕 “三 化 ” ，
投资 180 万元左右， 对 18000
多平方米的 17 家老门店进行
了改造和提档升级。 一是优化
硬件设施。 对经营多年老门店
中的货柜、 灯光、 地砖、 道具
等设备进行了更新， 通过改
造， 店容店貌焕然一新， 吸引
了消费者。 二是优化商品结
构。 扩大了生鲜经营面积， 增
设品种、 品类； 淘汰滞销商
品， 增加适销对路的商品，
提高货架使用效率。 三是优
化经营机制。 店内所有商品
排面、 货架陈列、 散装食品
位置都经过精心策划； 注重
对经营生鲜食品员工的技能
与工作责任心的培训， 制订
员工考核机制， 充分调动积
极性， 销售、 毛利有了较大
幅度的增长。 预计所有改造
的门店销售均增长 25％以上。
（新合作常客隆办公室）

十堰新合作两大卖场
荣膺市首届
“十佳商超门店”称号
商贸物流城是市政府“两改两
迁” 工程中的重点项目之一，承
担着襄阳市食品类市场外迁的
任务，新合作集团计划将其打造

为集铺商电商为一体，仓储物流
配套，服务功能齐全，运营模式
超前的国家级标杆市场。
（襄阳新合作物流公司 李传雄）

新合作时令电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本报讯 新合作时令电器公
司以“涉足行业，争做第一”为企
业员工的共同目标，以“
牢记企业
宗旨、恪守职业道德”为员工行为
准则，积极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提
高全员素质，塑造企业形象。
一是每周四开展“成功课
堂”全员培训。 通过开展多种形
式的活动内容， 如学习规章制
度、开展员工互动活动、学习现
金服务管理经验、进行爱岗敬业
讨论、分析企业形势、探讨改革
发展、感悟人生等，提高员工基

公司商业综合体网点发展计划，
开设新的网点，逐步拓展陕西农
村市场。 预计到 10 月份，眉县槐
芽镇的新合作槐芽购物广场和
风翔县柳林镇的柳林购物广场
可开业。 （陕西新合作 张秦烨）

本素质。 二是创办《时令电器》
报，结合公司的营销活动，设有
“经营管理”、“图片新闻”、“职工
之窗”、“专家推荐”等栏目，广泛
宣传正能量，服务业务经营。 三
是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打造
独具魅力的“时令文化”。 组建
“时令骑行俱乐部”，每天开展活
动； 每天早上进行团队操展示；
组建时令羽毛球俱乐部和篮球
队，经常开展体育竞赛；定期开
展每年组织员工旅游活动；举办
年度团拜会和春节联欢晚会等。

去年，公司还参与举办了“豫南
羽毛球邀请赛”、“南阳市书法比
赛”等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树立
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四是建立员
工星级考评制度， 从工作质量、
工作态度、劳动纪律和学习培训
等方面加强考核，由此产生星级
标兵，提高了员工爱岗敬业的积
极性。 同时，公司还设立“总经理
特别奖励”， 褒扬为企业发展作
出突出贡献的员工， 弘扬正气、
倡导积极向上的企业精神。
(新合作时令电器办公室)

本报讯 节前， 在十堰市
首 届“十 佳 商 超 门 店 ” 总 结 表
彰活动上，十堰新合作公司中
心 城 区 两 大 主 力 店——
—三 堰
购物广场和量贩店，经过几个
环节的综合评定，以优异成绩
荣获十堰市首届“十佳商超门
店”荣誉称号。
此次“十佳商超门店”评选
活动，是由市商务局牵头组织，
市质检、物价、工商、政法等部
门联合参与的首次商贸流通业
评选活动。 活动从 8 月份开始，
采取现场打分、公众投票、特邀
评判和专家评分等环节进行，
重点考察企业的经营规范、文
明诚信、 服务质量、 社会美誉
度、影响力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活动中， 近 100 余家商超门店
踊跃报名，参与考评，最终从参
选的商超中选出 10 家作为表
彰对象。
（十堰新合作 王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