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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机制 挖潜增效提质
—十堰新合作 2016 年全面推进合伙人机制
——
■十堰新合作 王雁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趋势和大
环境下，十堰市新合作公司主动出击，创新
机制、搭建平台，引入合伙人机制，通过提供
平台、合伙承包、收入分成、政策激励等系列
举措，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增加员工收入
和企业收益，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实现
在市场下行环境下经营业绩的逆势上扬。

企业搭建平台
为顺应经济结构调整大环境、 应对消
费下行的不利局面， 零售业转型升级已是
大势所趋， 十堰新合作 3 年前就开始试行
实施机制转型，引入合伙人机制，充分调动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经过两年的推行适应
和发展，效果良好。 2016 年，公司全面改进
合伙人机制，在原有基础上，将合伙人范围
扩大到普通员工， 将奖励 分 成由 原来 的
20%提高至 40%，并增加了创新项目的收入
提成。 通过上述举措，基层员工可以参与经
营 、 享 受 成 果 ， 由“打 工 者 ” 变 成 了“主 人
公”，大大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合伙人机制，就是由企业搭建平台，给
员工提供创业机会， 让人人都可能成为企
业的合伙人，而不再是单纯的打工者。 企业
与员工事业共创、责任共担、成果共享，让
员工的每一分努力都有回报，改“大锅饭”
为“切蛋糕”，通过将大蛋糕细分，确保企业
和员工共同受益。
实施合伙人机制，员工通过合伙承包
的方式参与经营，公司的各部门、各门店

都成为一个个小的自主经营体，享有一定
的自主经营权、商品组织权、奖 金分 配 权
和一定的人事权，并能充分利用公司平台
所提供的资金、人力、后勤、规范等保障。
各个自主经营体的做大做强，既能保证员
工得到更多的收入，又能实现公司业绩的
整体提升。
除此之外， 公司还支持各个自主经营
体开发、引进和创新更多的经营项目，面向
内部及社会开放，做大公司业务平台，寻找
新的销售增长点。 普通员工通过申请可以
出资承包一个经营体， 还可以为超市引进
新项目。 对原有项目， 在达到规定任务额
后， 利润超出部分按 40%奖励给承包人；而
对于创新项目，公司给予 70%的奖励。 政策
激励下，员工努力工作积极创新，一方面在
增加销售方面下功夫， 一方面在控制成本
降低费用上做文章，收效明显。

了，服务态度更好、质量更高了，公司的凝
聚力显著提升，企业正能量得到极大激发。
有些门店推出了早点供应； 一些门店将热
销商品摆到户外促销； 有的门店开始推出
送货下乡服务。 在合伙人机制的刺激下，新
合作员工开始积极主动创新求变， 思维一
变天地宽。如今，公司旗下 27 个项目产生的
305 个合伙经营体， 已经成为公司经营的
“干细胞”和“生力军”，他们或在业务拓展、
增加业绩方面不遗余力，或在降低费用、节
约成本方面精打细算， 公司竞争力和整体
风貌显著提升。
为保障经营管理高效、 安全、 有序进
行，公司实行统一采购、统一流程、统一财
务，做到放而不乱。 同时，合伙人机制坚持
自愿原则，绝不强制员工出资参与。 并且，
建立健全退出制度， 对承包期内连续两个
月业绩不达标的合伙人予以淘汰， 保证合
伙人机制健康良性运作。

员工自愿参与
2013 年公司引进合伙人机制之初，只
接受店长、主管层面的出资合作，并选择了
30 家门店作为试点。 当季试点门店的业绩
达成突飞猛进， 这坚定了公司扩大合伙人
机制参与范围的决心。 2016 年，合作层面下
沉到普通员工，只要对工作有热情，想要通
过自身努力提高业绩、提升收入，都可以提
交申请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合伙 人机 制扩 大 到普 通员 工 层 面 以
后，广大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了、精气神饱满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视作新常态
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而对十堰新
合作来说，以“双创”为载体推进合伙人机
制， 实际上为企业长足发展打造了动力强
劲的“多引擎”——
—每一位合伙人都是企业
肌体的鲜活细胞， 每一个自主经营体都为
企业发展输送源源动力。 合伙人机制将在
实际运作过程中不断完善、深入推进，通过
全员参与、收入分成和利益捆绑，保证合伙
人机制高效运转； 通过推出合理的管理机
制，保证合伙人机制良性持续。

泰山新合作管理成效显现
经营业绩实现逆势上扬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1-4 月份，泰山新合作公司全体员工团
结一致、开拓进取，认真贯彻落实集团总部
各项工作要求， 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
工作指标，明确经营思路，把握经营重点，
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 取得了超预期经营
成绩，销售较同期增长 32.1%。 在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 零售行业形势下行等不利因素
的影响下， 泰山新合作公司销售业绩仍然
保持逆势上扬， 得益于该公司有一支素质
过硬的员工队伍外， 更得益于公司推行以
下工作。
一是以人为本，统一思想。 思想是所有
活动的先导，从去年开始，公司通过学习董
事长张忠先发表的几篇文章以及举办供应
商大会、春节文艺晚会、年度工作会议，激
发了全体员工的工作热情， 公司上下呈现
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全体员工思想高度
统一，公司上下积极向上、精神饱满，充满
了“一心一意干事业，全心全意谋发展”的
正能量。 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也得到了肥
城市委市政府的认可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

度赞扬。
二是打造最具幸福感企业。 年初，董事
长张忠先提出了打造最具幸福感企业的发
展思路， 把企业的终极奋斗目标确定为追
求幸福最大化，让员工感受到更多的尊严、
温暖和人文关怀。 如实施大年初一闭店全
体员工放假一天、 为员工父母寄送感谢信
和感恩卡、举办春季趣味运动会、开设员工
餐厅等一系列举措， 不仅激发了全体员工
爱岗敬业的工作热情，同时，也赢得了较高
的社会美誉度。 张忠先说，公司各项措施的
衡量标准是公司 员工 是否 能 够感 受到 幸
福， 而不是把公司获取的利益多少放在第
一位。
三是永做良知企业，勇担社会责任。 泰
山新合作是肥城本土企业， 为肥城人民创
造更多的财富和谋取更大的福祉是公司应
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由于盛世佳和超市关
店，造成大量失业人员，公司在新开业的生
活广场招聘中， 宣布将招聘用工年龄放宽
至 40 岁，为了让失去工作的原盛世佳和员

工重新找到工作。 这一举措，真正让肥城人
民感受到了新合作的担当和包容。
3 月 12 日，泰山新合作承租肥城市长
山街 040 号富世康商业楼，将其正式更名
为“泰山新合作生活广场”。 这里曾经连续
多年是肥城市最具人气的大型购物场所，
一直以来是泰山 新合 作 最具 竞争 力 的门
店，而现今，被泰山新合作公司 的 成功 接
管，标志着泰山新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历史发展时期，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体员
工的士气， 增 强了 对 公司 蓬勃 发 展的 信
心。
充满关怀的人文管理、 和谐的集体环
境、 稳健的企业经营发展使泰山新合作员
工感受到了强烈的归属感、 认同感和自信
心，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工作的热爱，对岗位
的热爱，对新合作事业的热爱。 因为热爱所
以勤奋钻研，因为热爱所以勇于进取，因为
热爱所以乐于奉献。 公司经营业绩的逆势
增长就是泰山新合作实施各项管理措施取
得成果的体现。

“争一 流， 上 水
平” 是山东新合作未
来三年发展的新目
标、 新要求， 如何将
“争 一 流 ， 上 水 平 ”
的目标不折不扣地落
实到具体工作中， 成
为当前工作的一个重
点。
经过近几年来
的谋划、 并购和发
展，山东新合作已成
为当地零售行业当
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其所在区域沾化区
再没有其他的超市
公司，但是没有竞争
的市场往往缺少创
■
山
新，往往会阻碍企业
东
的发展。 山东新合作
新
合
总经理王希明强调，
作
井底之蛙， 所见不
陈
大；萤火之光，其亮
军
不远。 在当今信息
先
流、资金流、技术流、
人才流大融合的时
代，我们要站在一个
新的高度，把眼光放
长远， 只有跳出沾
化，把新合作事业置
于周边市县区，才能
找准自身定位，创出
一流业绩。 为此，公
司分期分批派人员
到东营市、滨州市及
周边县区超市进行
调研，了解他们在同
业竞争激烈的情况
下， 如何发挥优势，
求同存异，在市场中
站稳脚跟。 通过分析
比较，研究制定出适
合自身发展的计划。
今年 一季 度，按
照工作争一流， 管理上水平，眼
睛向外， 占领周边市场的要求，
山东新合作公司紧密结合“供销
大集”电商平台各项工作，以建
设“滨州供销大集·酷铺” 为主
线， 建立线上线下运作机制，组
建“以实体店为主，网上销售与
物流配送并举” 的电子商务公
司，在农村实体店网、农村物流
网和农村电子商务网上下功夫。
目前，已在滨州、东营区域发展
4000 家“酷铺”门店，实体店与网
上销售并举， 统一物流配送，打
造成为鲁北城乡商品流通综合
服务运营商（O2O）第一品牌。 一
季度，网上销售突破 2000 万元。
山东新合作干部职工， 坚
持创新实干、 主动作为、 争创
一流的精神蔚然成风。 “争一
流、 上水平” 就意味着要做新
的尝试， 走新的道路， 要敢为
人先， 敢于冒尖， 而不能再四
平八稳， 老生常谈。 面对严峻
的经济形势， 要始终保持拼搏
进取、 敢于担当、 善于创新的
精神状态， 突破旧格局， 创出
新路子， 打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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