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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 月 21 日集团公司下发 《关于开
展优秀门店评选活动的通知》 以来， 14
家参评公司积极按照集团优秀门店评选
活动要求， 均根据各自情况制定了相应
的 《活动实施方案》。 各区域公司门店充

分调动全员参与的积极性， 组织开展各
种活动， 传递新合作人“比、 学、 赶、
超” 的工作热情。 好的创意和活动不断
涌现， 集团网站开设的活动专题网页对
各出资公司的活动方案和活动动态进行

跟踪报道， 激发了各门店把服务工作做
实做透、 为顾客服务的热情。
现将各公司在优秀门店评选活动中
好的做法进行整理， 并将三、 四版作为
专版， 刊登相关内容， 供学习参考。

兖州新合作公司
量化考核结合多种形式竞赛
结合集团公司 2014 年度优秀门店评
比标准，兖州新合作公司于 9-10 月份在
近百家门店中开展“优秀门店标准化管理
量化考核”评比活动。 评选活动围绕社区
便民店 55 项工作标准和 2000 平米以上
卖场 66 项工作标准开展考核， 考核按月
度记分制，季度统计汇总，得分排名前五
位直营门店，公司直接奖励；得分排名后
五位直营门店， 门店店长将在 2015 年做
相应岗位调整。
结合此次优秀门店评比活动，兖州新
合作公司在各区域门店内开展了以“亲民
价格、贵族服务”为主题的标准化服务月
活动，将文明服务传播到千家万户，提升
了公司门店的标准化服务，也推动了优秀
门店评比工作的积极开展。
兖州新合作公司大卖场首先推出了
收银岗位能手竞赛月度评比活动，根据收
银岗位销售排名或占比优胜者进行物质
奖励，每月将以班前会、办公平台通报考
核成绩。 10 月份大卖场将推出 2014 年度
第二届商品陈列艺术陈列比赛。

选。 首先，及时召开了工作部署会议，单忠
萍经理对整改期间存在的问题和各项工作
进行了精密部署与安排， 要求在做好销售
工作的同时，抓好卫生、陈列、安全等各项
管理工作，力求做到分工至细，权职分明，
监督有效。 之后，各经营区域利用晨会对优
秀门店评选的要求进行专门学习， 针对评
选标准和要求， 各经营区员工纷纷总结思
考，找差距，想办法，按照标准化要求实施
大整改，力争在人员素质、商品陈列、现场
管理等各个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 从员工形象和内在素养抓起。
对着装、礼仪、文明用语等进行严格的标
准化要求，每天早会学习文明礼貌用语和
引导手势，各经营区主任总结前一天发现
的问题和需要整改事项。
其次， 对于 POP 的标准商品陈列进
行整改。 撤销不标准规范的 POP，更换为
统一标准字体的 POP。 宣传海报及时更

换新版本。对促销商品的宣传和陈列做到
一目了然。 鼓励大家动脑筋，发挥奇思妙
想，开展创新陈列的评比活动。 积极搜集
网络和同行业所热销而我们尚缺的商品，
满足顾客一切所需。
第三， 对卫生环境加强管理。 对各
柜组卫生环境一一进行指导改善， 把裸
露在外的清洁用具、 办公用品分类隐藏
摆放， 对现场堆放的货物及时清理上架。
多处设置垃圾筐， 方便顾客使用， 定时
对货架、 隔板进行拭擦、 清洁， 排查商
品日期， 做到无污迹， 无破损， 无灰尘，
美化购物环境。
其实，每一个门店都有我们值得学习
的优点和需要改善的缺点，只要我们善于
发现不足，积极完善。 俗话说“小赢靠智，
大赢靠德”， 只要所有的员工做到以严待
己，以德服人，那我们就是顾客心中的优
秀门店。

设立“服务创新气象站”
“多亏新合作服务创新气象站！我
行动不便， 在电视上看到新合作成立
了服务创新气象站， 我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打了个电话，他们就把我需要的
蔬菜、酱油和醋送来了，帮助我解决了
大问题。”交通名苑小区刘阿姨在感谢
信中说。
新合作“服务创新气象站”邀请各
小区内具有影响力的党员、退休职工
和部分居民担任气象站监督员，形成
了“以气象站为点，以监督员为线，以
全体居民为面” 的服务创新收集网
络， 及时反映新合作的服务情况。 气
象站人员要及时、细致地了解居民需
求，将顾客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搜
集上来并报告给“服务创新气象站”，
气象站将这些信息进行筛选，掌握居
民在消费中所想、所盼，了解不同顾
客的消费需求，提供令消费者满意的
服务， 并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提供私
人订制服务， 为赢得顾客信赖打下良
好基础。

新合作常客隆公司

为做好优秀门店评选工作， 提高
门店营运标准及服务水平， 新合作常
客隆公司专门召开“五星门店”评选活

自从接到优秀门店评选的通知要求以
来，兖州新合作大卖场人打起十二分精神，
积极行动起来，进行各项整改，积极迎接评

（整改现场对比图）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
查通报，切实把活动开展落到实处。

打造示范店全面带动创优活动
强调落实，确保实效
泰山新合作九月份按照集团公司
优秀门店评选活动的通知要求， 在公
司内掀起了争创优秀门店的 创 优热
潮，超市员工认真领会评优目的，对所
在门店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自检自查，
以集团优秀门店评定标准为标尺，对
照标准找差距，弥补不足，努力规范运
营标准与服务标准。 公司针对各门店
情况迥异、基础参差不齐的情况，以本
次评选活动为契机， 实现统一运营标
准与服务标准的目标， 泰山新合作以
基础较好的人防超市店为突破口，打
造优秀门店标准示范店，以此为模本，
全面带动其它门店的创优活动。 主要
着重于对干净整洁的入口、 视觉效果
良好的店内陈列、 提供顾客满意的服
务、健全的制度建设、完善的商品质量
管理体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对照
整改。

山东新合作公司

召开优秀门店评选活动专题会议

大卖场在行动

泰山新合作公司

3

开展小指标竞赛活动
9 月 23 日， 张家口新合作结合集团
公司检查情况专门召开了阶段分析会。会
议强调不能为了活动而开展活动，要把活
动开展当作公司打基础、谋发展的基础工
作去抓， 通过活动开展切实起到规范管
理、改善服务、提升效益的目的，把新合作
打造成当地知名品牌企业。会议对下一阶
段工作进行了部署，一是是要加大宣传力
度，营造氛围。 定期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
报道宣传；通过当地搜鹿网、微信公众平
台和电视媒体向社会公开公司开展活动
情况；设立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促进
服务提升。二是限期整改，不留死角。对查
找出的问题， 不留死角限期整改落实，公
司统一对整改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并进行
通报。三是严格标准，确保实效。要对照标
准逐条逐项的进行落实，公司活动领导小
组每周对各店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一次检

为促使优秀门店评选活动地顺利开
展，取得实效。张家口新合作公司开展了
以“
长技能、增效益、提综合水平”为主题的
小指标竞赛活动。活动围绕公司业务经营
和提升效益为重点， 具体内容涵盖经营、
管理、服务、技能、生鲜 5 大类中共 23 个项
目指标，每月按照相应的考核量化指标积
分情况排名，排名结果在公司内部刊物和
公示栏内进行公布， 并实行奖优罚劣。活
动引导和鼓励广大员工从岗位做起，从自
我做起，在竞赛活动中当先锋、唱主角、显
身手、增效益，树立一流的争先创优意识，
促使企业的服务质量上水平，增收节支有
成效，安全经营有保障，通过小指标竞赛
活动有效促进优秀门店评选活动的有序
开展，达到公司管理更规范、服务质量有
改善、业务经营有提升的目的。

动专题会议， 成立了由公司董事长包
乾申担任组长的评选组委会。 会上，
包总要求所有门店要以此次新合作总
部首届优秀门店评选活动为契机，着
力提高门店管理水平， 实现门店管理
持续提升， 为顾客提供一个温馨、舒
适、安全的购物环境。
评选活动自开展以来， 公司各门
店积极响应，参照总部优秀门店评选标
准，形成了一股
“
比、学、赶、帮、超”的学
习热潮，家家争创“五星门店”，人人争
当
“
优秀员工”，使门店的营运标准和员
工的服务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河南新合作公司
召开优秀门店评选阶段工作会议
河南新合作公司召开了关于“集
团优秀门店评选” 的阶段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各门店深入学习优秀门店的
评比标准，参照标准，发现问题，逐个
对照整改；各门店店长负责，做好日常
动员宣传工作； 要求提供门店形象照
片、 门店企业文化建设、 经营管理亮
点、 优质服务以及员工的职业风采等
亮点文章， 进行推广宣传。 通过活动
产生的优秀门店将获得河南新合作
公司表彰奖励， 并推荐示范店参加集
团公司的评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