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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余名员工集体宣誓 向年度目标发起冲刺
—娄底新合作公司
——
“奋战五个月、誓夺新胜利”活动拉开序幕
本报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10
月 8 日上午， 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誓言拉开
了娄底新合作公司“奋战五个月、誓夺新胜
利” 活动序幕，120 余名员工集体立誓言、
表决心，全力保证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目前，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的
开发建设进入关键阶段， 娄底新合作公司
开展这一活动旨在进一步调动员工工作积
极性，在全公司掀起“你追我赶、创先争优”
的活动热潮， 全面推进各项工作任务有序
开展。
娄底新合作总经理张日平在誓师大会
上总结回顾了项目自建设以来所取得的成
绩，并就如何开展好“奋战五个月、誓夺新
胜利”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殷切期望。他
强调，面对当前新的经济形势，务必采取新
举措应对新常态， 公司全体员工要统一思
想，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进一步增强紧迫
感、提升责任感，充分发扬努力拼搏、无私
奉献的精神， 以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打赢这

场“攻坚战”。
据了解，年底前，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
物流园信息服务中心（A 地块）信息大楼和
大宗陶瓷展示交易中心（B 地块）将竣工并
投入运营；多式联运中心（C 地块）将完成

40%的工程量； 工业原料及产品展示交易
中心 （D 地块） 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
MALL 主体工程将建至三层， 园区一期道
路全面实现通车。
（湖南新合作 欧阳宪章）

苏州市农村电子商务工作座谈会在新合作常客隆召开
本报讯 9 月 23 日， 苏州市副市长盛
蕾、副秘书长阚明清、商务局局长唐晓东及
常熟市副市长孙健一行到江苏新合作常客
隆公司调研农村电子商务工作。
盛蕾一行参观考察了新合作常客隆电
子商务中心后，出席了在该公司召开的苏州

市农村电子商务工作座谈会， 来自苏州市、
常熟市商务局、农委、市府办的相关工作人
员以及常熟市电商企业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会议听取了新合作常客隆公司在发展农村
电子商务中的经验和做法，对新合作常客隆
依托自身网点优势，大力发展家易乐生鲜直

投项目，并实施一村一品电商新模式表示肯
定。 盛蕾要求各地和相关部门紧紧抓住消费
互联网迈向产业互联网的机遇，围绕示范引
领、特色发展、生态环境、金融服务等关键要
素，强化“要素集成 + 人才”，大力推动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十堰新合作牵手十堰烟草金叶阳光打造批发电商平台
本报讯 9 月 17 日，十堰新合作公司与
十堰烟草金叶阳光公司举行“互联网 + 批
发”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 十堰烟草金叶阳光将开发
提供相关互联网批发平台及零售终端的增
值服务； 十堰新合作公司负责组织商品采
购及各类营销活动， 并完成商品的物流配

张家口新合作实体店
插上电商腾飞的翅膀
本报讯 8 月 8 日，张家口新合作公
司鹿购网网上商城正式上线运营。 自
2014 年起，张家口新合作公司适应社会
发展和顾客需求， 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融
合新模式，着手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同步
开通企业微信账号、 购物网站以及属于
涿鹿人自己的手机购物微商城， 支持支
付宝支付和货到付款， 为实体店销售插
上了腾飞的“
翅膀”，给公司的发展带来
了新机遇。
入秋以来， 涿鹿葡萄迎来了大丰
收，但出现了价低、滞销的情况。 为解
决这一难题， 鹿购网利用网上商城优
势为农户提供销售平台， 打通信息和
物流通道， 为农户节省店铺租赁、仓
储、人工等流通费用，在成本上让利消
费者，实现了较好的销售。
张家口新合作正在努力探索适应
区域电商发展的新思路， 在平台现有
的日用品、 农产品销售基础上， 完善
各项增值服务， 使企业在竞争中占据
优势， 打造集智能购物、 展示体验、
生活服务于一体的购物体验。
（张家口新合作 吴琼）

送及相关结算工作。双方遵循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原则， 建设更加便捷的供应商与零
售终端供销渠道， 更好地服务于烟草零售
客户及地方经济发展。
十堰烟草金叶阳光已在全市搭建销售
网点一万多个， 现拥有遍及城乡的销售网
络优势。 本次合作将对双方客户资源与货

源资源进行优势互补， 并利用互联网终端
引导客源优势，实现战略目标共赢。
十堰新合作总经理张义鹏在签约仪式
讲话中表示：“十堰新合作将全力推动此次
合作，整合更多客户资源、汇集更多的优质
供应商，促进流通渠道变革，从而更好地服
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河南许昌市禹州供销社到兖州新合作观摩交流
本报讯 9 月 22 日，河南许昌禹州供销系
统王主任一行 20 人， 在兖州区供销社主任孙
静和兖州新合作公司董事长王连臣的陪同下，
对兖州新合作公司进行参观调研，详细了解兖
州新合作公司的运营管理和企业发展情况。
参观团一行先后到大卖场“
百意网”中心
体验店、北站物流配送中心和太阳都市花园
自提点，对公司的电商模式、物流配送和网购
社区自提柜进行了详细地观摩了解。 在北站
物流配送中心，参观团对配送中心宽敞的仓
储面积、排列整齐的商品、运行条理的铲车和
先进的生产设备赞叹不已；同时，他们了解到
兖州新合作公司负责兖州全区和曲阜全市 9
万多中小学生营养餐的配送，工作艰巨，责任
重大，但看到工作人员从食品和水果的拆包、

验数、清洗到封箱，整个过程流程化，高效率，
参观团给与了极大的赞许。 在太阳都市花园
自提点，参观团现场观看了“
百意智能生鲜配
送柜”的操作演示，对电子商务便民服务给予
高度认可。
（兖州新合作 李真）

延边新合作欧尚家居举办盛大周年庆活动
本报讯 9 月 5 日至 8 日， 延边新合作
欧尚家居广场举办盛大周年庆活动，4 天累
计签约金额达到 1100 多万元， 超去年开业
同期水平。
经过一年的经营，在原有品牌组合的基
础上，根据市场需求，延边新合作欧尚家居
广场进一步合理优化品牌结构，引进了德国

“汉斯格雅”、“喜临门”等国际、国内一线品
牌。 在日常经营中，实行了“先行赔付”、“末
位淘汰”、“品牌销售”、“销量追踪”等积极措
施，统一收银、统一形象、统一宣传，延边新
合作欧尚家居广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幅
度提升。
(延边新合作)

十堰新合作丹江口
电子商务孵化园
电商培训班一期开课
本报讯 水都大集新合 作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9 月 2 日正
式启用后，9 月 11 日，丹江口市电
子商务孵化园一期电商培训班在
丹江口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正式开课。 培训特邀请湖北工业
职 业技 术 学院 副 教 授 郝 静 讲 解
《电子商务与网店运营》 相关知
识，20 多家电商企业与电商创业
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郝静教授主讲了电子商务的
特点、形式以及运用和淘宝知识、
如何注册淘宝账户等理论知识，
并手把手指导学员如何进行实战
操作。
下午商务局领导百忙中到电
商孵化园了解本次培训情况，赞
扬了学员们的创业热情， 鼓励学
员们珍惜机会，认真学习，并介绍
了服务中心下一步培训计划以及
政府未来在丹江口电子商务领域
的愿景规划。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兖州新合作
两店同开业
本报讯 9 月 22 日，兖州新合
作曲阜百意购物中心姚村连锁店
和电厂连锁店同天开业。
姚村连锁店位于曲阜市姚村
镇集的核心位置，地理位置优越，
幅射周边十多个村庄、社区，经营
面积 1700 多平方米。 新店商品布
局清晰，陈列丰满有序，经营商品
品类齐全，包括百货、医药、和各
种生鲜类商品；同时，为了更好的
服务当地百姓， 店内设置了自行
车充气、代交话费、医药咨询等服
务项目， 目前是姚村镇最大的综
合性购物中心。 开业当日，姚村连
锁店销售额近 15 万元，次日销售
额仍高达 13 万元。
电厂连锁店位于华能电厂
内 ， 经 营 面 积 近 100 平 方 米 ，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店内商
品 丰满 有 序 ， 员 工 服 务 细 致 周
到。 开业当日， 销售额近 3 万
元， 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和广阔
的发展前景。
( 兖州新合作 赵秀粉)

南阳新合作时令电器
新华路店盛大开业
本报讯 9 月 19 日，南阳新合
作时令电器第十家卖场——
—新华
路店盛大开业。 新华路店位于宛
城区新华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东
200 米。 卖场共有三层，一、二层经
营各种品牌的冰箱、洗衣机、空调、
电视、厨电、电动车等品类，三层为
会议区和娱乐区。 新华路店是未来
新合作时令电器的核心门店，将被
着力打造成南阳最好的家电服务
卖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购
物体验。
(南阳新合作时令电器 武运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