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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新合作举办“风华正茂”35 周年店庆仪式
本报讯 9 月 28 日上午， 泰山新合作
公司在购物中心广场举办“风华正茂”35
周年店庆仪式。 舞台上，直径 8 米的圆形
蛋糕及舞台下长达 10 米的巨型蛋糕格外
引人注目；舞台前，全体员工身着统一工
装，佩戴 35 周年的心形胸贴整齐列队，为
新合作超市庆生。
活动现场，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全体员
工与顾客一起分享了蛋糕，并表演了精彩的
文艺节目。 公司董事长张忠先做了热情洋溢
的致辞，他说，作为肥城本土企业，泰山新合
作在肥城人民的支持和厚爱之下，走过了 35
年的漫漫征途，值此店庆之际，与肥城父老
乡亲分享喜悦和甜蜜是理所当然的。
多家门店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促销活
动，店庆当天，购物中心、生活广场、王西
店及人防店共实现销售 154.7 万元。
（泰山新合作 韩静蒲）

本报讯 9 月 18 日，肥城市政府
在城西区人员掩蔽工程（现泰山新合
作人防超市）组织开展“防空防灾”应
急疏散演练，泰山新合作公司员参与
了此次防灾演练。
演练主要学习了分辨“预先警
报”、“空袭警报”、“灾情警报”和“戒
除警报” 四种警报信号， 以及听到
不同的警报鸣声后应采取的具体行
动。 泰山新合作员工在演练中能够
积极配合， 做到头脑冷静、 听从指
挥、 有序疏散， 得到了政府相关领
导的好评。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灵宝新合作公司举办
岗位技能比赛

娄底新合作举办 2016 娄底首届国际美食音乐节
本报讯 9 月 15 日—17 日，由娄底新
合作公司主办的 2016 娄底首届国际美食
音乐节在大宗陶瓷展示交易中心项目现
场盛大举行，来自世界各地六十余种美食
与不同主题音乐表演让全城市民享受了
一场集听觉、视觉、嗅觉与味觉于一体的
美食音乐盛宴和一个不一样的中秋假期。
开幕式上，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罗志高
致辞，他表示，此次活动旨在以美食和音

十堰新合作组织召开第三季度
总结会暨合伙人演讲比赛
本报讯 9 月 26 日， 伴随着“为梦想打
拼，为业绩而战”的嘹亮口号，十堰新合作公
司三季度总结会正式开始。门店课长、店长代
表、后勤经营部门主管参加了此次总结会。
在消费持续低迷的情形下， 为了激发员
工工作激情、 总结经验、 寻找新的销售突破
点， 此次总结会改变以往以部门为单位汇报
总结的方式， 由员工代表踊跃报名参加演讲
竞赛， 阐述自己作为一个优秀合伙人是如何
实现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共赢的。
选手们饱含激情地向与会人员展示了自
己在工作中的方法和细节，如两日一鲜、主题
组合营销、微信分享营销、外卖推销、优化服
务、全员电商推广、定位销售、用生鲜增强聚
客力等。通过此次比赛，极大地带动了大家的
创业热情，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了，门
店的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了， 销售也有了实实
在在的提高。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获批
湘中地区首家公共型保税仓库
本报讯 近日，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
园公共型保税仓库获长沙海关批准设立，据
悉，这是湘中地区首家公共型保税仓库。该公
共型保税仓库位于多式联运中心内， 总面积
2002 平方米，主要服务于入驻园区企业及区
域内有需求的进出口企业。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公共型保税
仓库的获批，对增强区域外贸经济发展信心、
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和外向型经济提速增
效意义重大， 将为娄底新合作公司的发展再
添新动力。
（娄底新合作 旷森培）

泰山新合作人防超市
开展“防空防灾”
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乐为媒，让广大商家、朋友在项目开盘前
零距离了解项目，与广大客户和合作伙伴
共叙友情、共谋发展。 公司总经理谢国光、
红星美凯龙娄底项目公司总经理谷为等
出席活动并对“娄底最具人气建材品牌商
家”进行了颁奖。
活动中，来自泰国、马来 西亚 、新 加
坡、新西兰、意大利、英国、土耳其等 13 个
国家 60 个档口的特色美食让广大市民朋

友大饱口福；不同元素主题、不同风格的
音乐演出不断将现场气氛一次又一次地
推向高潮；17 日晚上闭幕式的焰火晚会更
是轰动全城，让广大市民直呼“娄底新合
作让娄底更美丽”。
据统计，为期三天的活动中，现场共
接待市民朋友十多万人次， 接受客户、商
家咨询 2000 余组。
（娄底新合作 旷森培）

新合作襄阳食品城举行盛大开盘仪式
本报讯 9 月 8
日，新合作襄阳食品
商贸物流城在樊西
新区物流大道项目
地现场举行隆重的
开盘仪式。 新合作集
团常务副总裁高国
进莅临现场并致辞，
襄阳市政府副市长
张小帆为项目开盘
点晴。 省供销社党组
成员、 监事会主任、
湖北合作投资集团
董事长苏泽文、 湖北合作投资集团总经
理严莉敏及市、 区政府相关领导及职能
部门负责人参与了上述活动。 来自长虹
食品城、 彩虹门茶叶城等食品类市场的
商户齐聚开盘仪式现场， 共同见证开盘
盛况。 仪式现场同时吸引了来自周边地
区民众及购房意向客户驻足观看， 整个
现场近 1000 余人，气氛热烈。
据了解， 新合作襄阳食品城为襄阳
市“两改两迁”重点建设项目，主要承接

新合作常客隆老街生活
超市招商调整盛大开业
本报讯 新合作常客隆老街生活
超市商店街经过重新定位，进行招商
调整。 10 月 1 日，以焕然一新的面貌
开业。 商店街新引进了乐吉狮儿童乐
园、妻捞夫烫、周黑鸭、N 多寿司等商
家，开业期间人气爆棚，吸引了常熟
老街及周边的消费人群。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襄阳市长虹食品城、 彩虹门茶叶城等食
品类市场的转迁。 经过近三年的建设，新
合作襄阳食品城已具备了承接市场转迁
的条件，按照“先建先迁、分批进行”的原
则， 成为政府首批正式启动市场搬迁的
三大市场承接主体之一。
项目的开盘， 标志着食品类市场搬
迁进入实质性阶段， 商户开始陆陆续续
入驻装修，预计 10 月份试营业。
（襄阳新合作 李传雄）

十堰新合作组织节前消防应急灭火培训演练
本报讯 9 月 23 日， 十堰新合作公
司物流中心组织节前消防应急灭火培训
演练， 物流中心 300 余员工参加了此次
培训演练。 培训演练的主要内容有模拟
火灾现场、启动微型消防站、灭火器及消
防水带实战灭火和消防知识现场有奖问
答等。
随着消防应急灭火演练总指挥一声
令下，参加演练的各应急小组迅速就位，

本报讯 9 月 24—25 日，灵宝新
合作公司举办岗位技能大赛，各部门
选派优秀选手参加了收银技能、商品
陈列、生鲜采购等项目的比赛。 评委
们从理论、实操、业务流程、服务礼仪
等方面对选手进行考核评分，经过角
逐， 有 27 名选手脱颖而出， 获得奖
励。
通过比赛，激发了全体员工的工
作热情，在公司内营造了比、学、赶、
帮的良好氛围，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和
向心力。 全体员工表示，在以后的工
作中要进一步提高各项业务技能，齐
心协力，为圆满完成本年度的各项目
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灵宝新合作公司 张丹丹）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各应急小组按照微
型消防站预案部署， 紧张而有序地开展
人员疏散和灭火工作， 各参演人员分工
明确，密切配合，5 分钟后人员、物资已
全部撤往临时安置点，火情得到控制。 公
司要求各部门在节日期间提高消防应急
能力，落实消防安全职责，强化人员消防
安全防范自救意识， 切实做到防范于未
然。
（十堰新合作 夏敬勇）

新合作常客隆重阳节
组织义工走进敬老院

本报讯 10 月 9 日重 阳 节， 新
合作常客隆公司党支部、 团委以及
星 光天 地 义工 团共 20 多 人来 到常
熟市敬老院， 向敬老院 500 多位老
人赠送了重阳糕和水果等节日礼
物。 随后， 义工们踊跃上台为老人
演唱歌曲， 献上了一场热闹精彩的
慰问演出， 老人们喜笑颜开， 连连
鼓掌。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