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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新合作组织开展
2017 年样板店观摩学习活动
本报讯 近日，十堰新合作公司商超
事业部组织开展 2017 年样板店观摩学习
活动，由 170 余家一线门店店长、主管“点
菜”，商超、生鲜两大事业部运营管理者
“下厨”， 精心为一线经营者烹饪丰富的
“运营大餐”。
首次 活 动 以 新 合 作 远 洋 盛 荟 购 物
广场为样板店展开，该购物广场是十堰
新合作倾力打造的集购物、餐饮、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高端购物广场，门店商品

兖州新合作曲阜百意开展
门店现场巡查交流活动
本报讯 为加强门店管理，进一步提
升门店运营质量，5 月 26 日，兖州新合作
曲阜百意公司组织各门店开展现场巡查
交流活动。 活动现场，各店长汇报了各自
门店的基础管理工作情况， 包括应季商
品和自营商品的陈列、生鲜营运管理、节
日商品的备货准备等； 参与活动的店长
和大卖场的区域经理针对各门店实际运
营情况也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和建
议。 通过现场交流，各店长充分认识到了
各自门店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
学习到了其他兄弟门店的优秀经验，达
到了学习交流，相互促进的目的。
（兖州新合作 赵秀芬）

十堰新合作承办市首届
“诚信杯”食品安全知识竞赛
本报讯 5 月 25 日，由十堰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主办、 十堰新合作承办的
首届“诚信杯”食品安全知识竞赛在五堰
美乐酒店举行。 十堰新合作公司 200 余
家门店 6000 多名员工参与其中，经过初
赛和复赛， 有 12 支代表队共 60 名员工
进入总决赛现场同台竞技。 竞赛知识涵
盖 《食品安全法》、《湖北省食品安全条
例》、《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竞赛中，参赛
选手展示了丰富的食品安全法律知识和
较高的管理水平， 也展现了企业员工紧
密协作、通力配合的团队精神，达到了以
赛促宣、以赛促学、以赛促用的目的。 十
堰市各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市内
各大连锁超市企业代表共计 400 余人观
看了比赛。
（十堰新合作 喻喜）

十堰新合作举行
采购中心组长竞聘会
5 月 6 日，十堰新合作公司召开采购
中心组长竞聘会。 通过公开、公平的方式
选拔家纺、冲饮、休闲、日化、粮油等五个
组的采购组长，共有 13 位选手参加了演
讲竞聘。 竞聘者围绕应聘的岗位谈认识、
谈优势、谈目标、谈设想，展示各自的能
力和才干，表达自己的理念和追求，彰显
了广大员工情系企业、 心系发展的强烈
责任感。 经各评委的细致考评和认真把
关，五名竞聘者最终脱颖而出，走上新的
管理岗位。
（十堰新合作 李佳晋）

结构优化能力强，运营过程中注重顾客
的 购物 体验 ， 满 足顾 客 个 性 化 消 费 需
求。 观摩学习主要围绕三方面内容，一
是服务标准化， 从员工的仪容仪表、行
为举止 等着 手 ，倡导 主动 服务 ，微 笑服
务，营 造 宾至 如归 的 服务 氛围 ；二 是运
营标准化，从卖场布局、商品陈列、促销
氛围、主题营销、堆码 / 端头陈列标准、
价格标识以及陈列道具摆放、仓库管理
等细节入手，引导管理者在今后的工作

中必须严格按照营运标准执行到位；三
是管理规范化，从人员管理、商品管理、
损耗控制、制价标准、生鲜管理、设备管
理等方面入手，引导学习人员要在管理
上创新，通过奖罚分明的制度与人性化
的管理，最大化激发每位员工的工作热
情。 活动现场，还针对促销、创新、采购、
提升毛利等案例， 进行了现场讲解、沟
通和交流。
（十堰新合作 喻喜）

十堰新合作与中石化湖北十堰石油
分公司签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5 月 16 日， 十堰新合作公司
与中石化湖北十堰石油分公司签定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
势，互补互利，便民利民。 根据协议，十堰
新合作公司代理的品牌商品与中石化湖
北十堰石油分公司的非油自有品牌商品
将相互进入双方的网络销售，丰富双方商
品资源；十堰新合作公司依托现有完善的
物流仓储和配送优势，为中石化湖北十堰
石油分公司 100 余家便利店非油商品提

供优质快捷高效的物流服务；中石化湖北
十堰石油分公司为十堰新合作公司提供
优质、可靠、便捷的油品供应服务，满足新
合作物流和办公车辆的用油需求。
据了解，中石化湖北十堰石油分公司
依托加油站点， 在区域市场设有 100 余
“家易捷” 便利店， 凭借省公司的资源优
势， 建立了部分商品的全省联采体系，并
运作了部分非油自有商品品牌。
（十堰新合作 喻喜）

陕西新合作举办
员工业务技能比武大赛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加强员工的业
务知识培训， 5 月 11 日至 12 日， 陕西新
合作公司举办了员工业务技能比武大赛。
早在 4 月初， 公司就制定出了详细的比
赛 方 案 ， 并 下 发 了 “团 体 比 赛 复 习 内
容”、 “收银技能比赛评分标准” 等资
料， 经过近一个半月的积极准备和两天

紧张激烈的比赛， “理论团体比赛” 和
“个人收银技能比赛” 各产生了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1 名， 三等奖 2 名。 参赛员
工纷纷表示技术比武是对自身岗位技能
及业务知识的一次全面检阅， 对提高业
务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陕西新合作 裴利民）

泰山新合作开展员工星级评定工作
本报讯 为有效激励一线员工向岗位
能手与行业专家的方向努力，泰山新合作
公司于今年初制定并全面推行员工星级
评定方案。星级员工根据不同岗位分为星
级员工、服务标兵和技术明星，级别分为
一星、二星和三星，合格星级员工将根据
不同星级享受不同的待遇。 评定本着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星级标

准，多角度综合考评。 5 月中旬组织一线
营业员进行了理论考试；5 月下旬， 进行
员工日常工作的综合评定。星级评定工作
的推行旨在让员工从星级评定中寻找榜
样、提升技能，学会分享和创新，享受自信
和快乐，在公司上下形成比、学、赶、帮、超
的氛围， 打造卓越的泰山新合作服务品
牌。
（泰山新合作 孙玉菡）

陕西新合作荣获
西安市商业服务业“先进企业”称号
本报讯 近日，在西安市商界“追赶超
越”发展论坛暨西安市商业“争先进位”誓
师表彰大会上，陕西新合作公司荣获西安
市商业服务业“先进企业”荣誉称号。
近年来， 陕西新合作公司紧紧围绕
“稳健发展，提升效益；内强管理，外树形
象”的总体目标，通过狠抓超市主体业务
发展，积极发展电商业务，创新经营模式，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积极
开展“一县一品，百县百品”工程，把全省
各地农副产品引入陕西新合作销售终端，

解决农副产品卖难的问题；公司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关心职工，积极协
助政府解决 40、50 人员的就业困难；严格
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合法经营，没有发
生过任何在国家和地区环保、节能、安全、
质量、 顾客满意等监督抽查中不合格现
象。
同时获奖的还有世纪金花、 开元商
城、 民生百货等 19 家西安市较有影响力
的企业。
（陕西新合作 裴利民）

十堰新合作经营分析会
扬长不避短用数据说话
本报讯 5 月 20 日，十堰新合作公司
召开 5 月份经营分析会。 此次经营分析
会不再是各部门负责人上台总结汇报，
而是用数据说话，采取公开通报、公开排
名、公开表态的方式，扬长不避短，让月
度经营分析会成为相互交流和促进的总
结分析会。
会上， 业绩连续两月双超的小品类
负责人进行了经营分享， 他们用朴实的
语言和生动的事例分享了工作举措，大
家从成绩背后看到了他们辛勤的付出。
未达成任务的小品类团队进行了认真的
反思分析，并集思广益，制定出整改措施
和业绩提升的方法。 公司领导为业绩达
成的部门和个人颁发了团队排名牌匾和
小礼品。
公司副总经理白宏伟说：
“
通过经营分
析会，大家在找问题的同时，更多的是给予
指导和帮助， 让业绩未达成的部门和个人
重拾信心，找对方法，争取所有部门和个体
齐头并进， 最终圆满达成公司整体任务指
标。 ”
（十堰新合作 喻喜）

泰山新合作举办
“利润技术派”培训学习
本报讯 近期，泰山新合作公司举办
“利润技术派”培训学习活动，公司 240
余名主管级以上管理人员参加学习，前
来交流的山东新合作公司和兖州新合作
公司的 24 名管理人员也受邀参加了培
训学习。 培训讲师由公司 10 名高层管理
人员担任，10 人此前被公司选送到天津
参加了为期四天的“利润技术派”培训学
习。 培训课上，10 名讲师分别就所学的
《一伙人支撑》、《5D 爆品技术》、《5G 管
理技术》、《多米诺营销》、《落地执行》等
课程，为大家作了精彩的分享报告。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宁夏新合作组织员工
开展户外拓展活动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提升全体员工
的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 增进同事之间
的沟通与交流，近期，宁夏新合作公司在
贺兰山上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户外拓
展活动。
参训员工被随机分为 3 个队， 在培
训教练的带领下分别进行了爬山比赛和
袋鼠运瓜、支援前线、铁人三项等休闲拓
展活动。 活动中，大家相互配合，集思广
益，展现出积极奋进、努力创新的团队精
神。 活动现场队员们或击掌鼓励，或相互
拥抱， 在欢声笑语中营造了和谐的互动
关系。
（宁夏新合作 达琦蓉）

彼安苏总裁何塞参观新合作
瑞通公司服 装 经销 商 门店
本报讯 5 月 20 日，上海彼安苏服装
有限公司总裁何塞先生一行到新合作瑞
通公司经销商门店山东鲁百集团东营金
鼎广场集合店参观。
何塞先生多次肯定新合作瑞通公司
在选择经销商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他表
示，东营金鼎广场集合店面的大小、店铺
的装修、 销售人员的专业水平等完全出
乎他们的意料， 对未来进一步扩大与新
合作瑞通公司的战略合作充满信心。
（新合作瑞通公司 代瑞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