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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销合作社
电子商务工作会议在常熟召开

冯国光出席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装饰建材交易中心开盘仪式
本报讯 9月24日，娄底新合作湘
中国际物流园装饰建材交易中心（B
区）举行开盘仪式，新合作集团董事
长、党委书记冯国光，副总裁王永威，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副会
长、秘书长张龙发，红星美凯龙中南
区域总经理刘科，娄底新合作公司董
事长张日平，广铁集团、香港奥特莱
斯、阿里巴巴、德邦物流主要领导出
席了此次活动。
开盘现场人头攒动， 来自湖南
长沙、宁乡、湘乡、邵东、娄底市及

周边 四县 市等 地 的 近 2000 名 VIP 客
户 争 相 购 买 装 饰 建 材 交 易 中 心（B
区）临街现铺，气氛热烈，销售业绩
达到预期。 客户们纷纷表示， 娄底
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有良好的区
位优势、 交通优势和品 牌优 势 ，是
娄底市政府指定的老市场外迁承接
平台， 引进了红星美凯龙、 香港奥
特莱斯等众多的国际国内大牌企业
入驻，企业讲诚信、负责任，未来发
展前景可以预见。
（娄底新合作 旷森培）

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
开展党员集中学习活动
本报讯 9月26日下午，集团公司
总部党支部在集团大会议室组织全
体党员集中学习，总部党支部全体党
员参加了学习。 会议由总部党支部书
记李亚萍同志主持。
按照学习安排， 总部党支部五
位党小组组长分别带领全体党员共
同学习了“四个全面”、“八项规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近年来党
的系列重大思想理论。 随后，李亚萍
同志带领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 要 讲 话 读 本（2016 年 版）》中 的
“决 定 当 代 中 国 命 运 的 关 键 一
招——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篇章，并
要求支部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深刻内
涵，结合工作实际学以致用，不断提
高自身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 质 ，
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 集团党委成员作为普通党员参
加了此次支部学习活动。
（集团公司党办 查玉婕 ）

新合作集团参加
总社直属机关第一届男子篮球赛
本报讯 9月26日，“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直属机关第一届男子篮
球比赛”在首都体育馆滑冰馆拉开帷
幕。 在10月10日新合作集团对阵供销
集团财务公司的比赛中，新合作集团
以32：15的比分赢得小组赛的首场胜
利。
本次比赛，新合作集团共派选了

9名员工参加比赛，队员们积极备战，
在赛场上发挥出了最佳水平，通过积
极进攻，严密防守，精彩的配合，赢得
了比赛的胜利。 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
中，队员们仍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顽
强奋战，预祝他们在本届比赛中取得
好成绩。
（集团企管中心 杨桦）

9月12日，全国供销合作社电子商务工作
会议在江苏常熟召开。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
发〔2015〕11号文件精神，传达学习汪洋副总
理在全国“互联网+”现代农业工作会议暨新
农民创业创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总结
近一个时期全系统电子商务工作， 并对下一
阶段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电子商务发展作出
研究部署。
王侠出席会议并讲话， 对贯彻落实汪洋
副总理重要讲话精神， 推进全系统电子商务
发展再上新台阶提出明确要求。 总社党组成
员、理事会副主任杨建平主持会议。江苏省委
常委、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鸣代表
省委、省政府在会上致辞。 总社党组成员、经
济发展与改革部部长侯顺利传达汪洋副总理
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苏州吴江肥药配送情况
时的重要指示。 江苏省社、贵州省社等8家单
位作了电商发展经验交流。
王侠指出， 全系统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
署和汪洋副总理要求“供销合作社在农村电
商领域成为能够抓在手上的‘国家队’”的重
要指示精神， 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深化供销
合作社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 总社加强顶层
设计，强化示范引领，各地行动迅速，工作有
力，注重突出农产品特色，注重发挥县域运营
平台作用，注重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发展模式
各具特色， 全系统电商发展总体呈现上下联
动、多方参与、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目前，全
系统发展省级电商平台80个、 县级电商平台
973个。 今年1-6月份，电子商务交易和在线
商 品 销 售 总 额 达 到 309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5.7%，占全系统销售额的比重超过15%。 电
子商务已经成为供销合作社增长速度最快的
新兴业务板块。
王侠强调， 全系统要正确审视供销合作
社发展电商面临的形势， 进一步统一思想认
识。 当前，供销合作社发展电商，面临十分有
利的条件和机遇。 党中央、国务院对供销合作
社发展农村电商寄予厚望， 汪洋副总理在全
国“互联网+”现代农业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
要重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农村互联网发展中
的特殊作用， 努力打造一支农村电商服务的
中坚力量。 供销合作社发展农村电商有着坚
实的实体网络基础，线下资源丰富，特别是作
为农村市场的“老字号”，有信誉、有口碑,农民
有供销合作社情结，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农村
电商消费市场潜力正在逐步释放， 增速高于
城市地区， 为供销合作社发展农村电商提供
了有利条件。 同时，供销合作社发展电商也面
临着新的挑战，但总体而言，供销合作社发展
电商是大势所趋，机遇大于挑战。 对此，全系
统要有清醒认识，既要克服急于求成的心理，
也要克服悲观畏难情绪，抢抓机遇，扬长避短，
攻坚克难，坚决打赢电子商务这场硬仗。
王侠强调，新时期做好供销合作社电子商
务工作，要深入贯彻中发11号文件和汪洋副总
理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家“互联网+”现代农
业战略和农村电子商务有关部署，始终坚持为
农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坚持开放共享理念，坚

持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传统产业和实体网络
资源优势，突出抓好全国平台和县域运营中心
两个关键环节， 不断完善电商综合服务功能，
加快建设线上线下融合、覆盖全程、综合配套、
安全高效、便捷实惠的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
努力成为农村电商领域的
“
国家队”。
王侠对进一步做好电子商务工作提出六
项要求。 一是要始终坚持为农服务根本方向，
突出抓好农产品电商，依托电商平台创新农业
社会化服务，推进线上线下融合，激活自身独特
优势，提升为农服务水平，形成供销合作社电商
的核心品牌和鲜明特色。 二是要抓住全国平台
和县域运营中心两个关键，树立全国
“一盘棋”
的意识，从全局和战略层面进行考量，推动区
域性、专业性平台与全国平台对接，逐步形成全
国电商
“
一张网”，不断增强供销合作社在农村
电商领域的竞争力。 三是要树立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着力推进各层级、不同区域供销合作社
之间的联合合作，加强与各大电商平台的务实
合作，加强与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合作，形成
发展电商的整体合力。 四是要建立市场化的运
作机制，深入分析电商发展规律，深入分析供销
合作社的优势和劣势，不断完善电商企业的经
营决策、激励约束、收入分配、风险防控等机制，
增强发展活力，加快探索出成熟的运营模式和
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形成供销合作社电商品牌。
五是要注重电商发展质量，不能盲目冒进、急于
求成，慢一点不要紧，一定不能出问题，要注重
质量信誉、经营信誉，坚持诚信经营、合法经营，
维护好供销合作社的金字招牌，取得民心，赢得
市场。 六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对电商
工作的统筹谋划、分类指导，主动向地方党委
政府汇报工作，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
跟踪掌握政策动向，加大典型经验的宣传推广
力度，形成系统上下互动融合、共同推进电子商
务发展的新格局，营造电商发展良好环境。
王侠强调，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构建农村
现代流通网络，是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
重要任务，是推进供销合作社转型发展的重要
战略举措。全系统一定要认清形势，抢抓机遇，
真抓实干，加快打造全国供销电子商务“一张
网”和农村电商“国家队”，为培育经济发展新
动力、提升为农服务水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杨建平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
他强调， 会后各级供销合作社要及时向系统
干部职工传达会议精神， 深刻领会汪洋副总
理和王侠同志的讲话精神， 深刻领会会议的
精神实质和重要内涵。 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
府汇报会议情况，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
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形成共同推进供销合作
社电子商务的发展合力。 要贯彻落实好会议
的有关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电子商
务工作取得实效。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
“
供销e家”常熟
电子商务运营服务中心、曹家桥现代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
供销e家”跨境电商线下体验中心及
绿山城市e店，并就如何贯彻落实汪洋副总理要
求进行了热烈讨论。
（中国供销合作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