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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规矩
才能挑好担子

D 店长风采

明星店长黄慧和他经营的榕花园店
■兖州新合作
五一前夕， 榕花园小区附近一家
超市宣布关店，这家开业已十余年、经
营面积达 200 多平米的老门店， 在与
经营面积仅有 80 多平米的兖州新合
作榕花园店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新合作百意榕花园店于 2015 年
下半年开业运营， 小店在开业第二个
月里就实现了盈利，运营几个月，就挤
走了附近竞争对手， 堪称新合作连锁
超市历史上的奇迹。 也许，你很好奇，
是谁带领这家小便利店走上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经营之路而创造了奇迹呢？
黄慧，个子不高、肤色黝黑，在顾
客口中被亲切地叫做“小胖”，是榕花
园店店长。 原任职南关店店长时，黄慧
以他朴实、 亲切的工作作风成了许多
顾客心中的“明星”，培养了众多忠实
的顾客“粉丝”，南关店的销售一直稳
步增长。 他调到榕花园店以后，南关店
的销售一度曾惊人地下滑了 50%，究
其原因发现， 南关店忠实的顾客“粉
丝”在得知黄慧调动到榕花园店以后，
都纷纷追随他到榕花园店来购物。
当然， 创造奇迹的新合作榕花园
店和所有新开业的门店一样， 都要经
历从开业筹备到正常经营再到从重重
困难中突围前进的一番历练。 而 黄
慧——
—正是这位出生于 80 后的年轻
而又资深的店长， 带领着该店的 5 名
员工开创了一条属于榕花园店自己的
经营之道。
初开业时， 榕花园店周边竞争激
烈，经营惨淡。 黄慧和同伴们加紧对竞
争门店进行市调分析， 通过对地理位
置、客流量、居民消费情况，以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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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促销方式等进行深入地研究、
揣摩和分析总结， 主要抓住了竞争对
手门店生鲜空缺的弱点， 寻求到以生
鲜为突破口打败竞争对手的有效方
法。 然而，生鲜是个辛苦活，要想做好
生鲜， 必须要耐得住严寒， 忍得住酷
暑。 为保证顾客每天都能够买到新鲜、
实惠的果蔬，每天早晨五点钟，黄慧都
要亲自去批发市场采购；下午两点，又
骑着自行车去批发市场以补充下午及
晚上时间段所需的新鲜蔬果。 开业以
来，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冰雪挡路，他
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 另外，榕花园店
与公司总部的生鲜采购团队积极 配
合，充分利用总公司采购量大、价格低
的优势做选好宣传，吸引顾客关注，培
养长期顾客群； 利用公司周三日双倍
积分的规定，推出一至三种特价商品，
吸引顾客，让顾客感觉到真正的实惠。

每逢节假日， 果蔬批发市场上人多采
购量大， 影响到门店采购的生鲜按时
到达， 许多顾客宁愿耐心的在店里等
候，也不去别的地方购买。
由于今年市政创卫工作的大力开
展，市区内禁止出摊销售，榕花园店出
摊促销受到限制，这对只有 80 平方营
业面积的门店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
为此，榕花园店展开了“拉锯式”和“游
击式”促销，对敏感商品和民生商品与
竞争门店展开马拉松式的价格战，充
分利用我们采购部自采品牌毛利高的
商品，来实现和稳定门店的毛利；在不
影响创卫工作的前提下， 利用三轮车
的机动优势开展“生鲜早市”和“生鲜
晚市” 游击式促销， 合理安排员工加
班，保证活动的氛围和效果。 在黄慧和
他带领的团队日夜奋战、辛勤付出下，
榕花园店的销售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里实现每天一万元的坪效， 勇夺公司
“最佳经营单位”。 多半年的“征战”，竞
争门店被“折磨”得垂头丧气，直至关
门认输。
黄慧说， 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要感
谢企业为他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
让他能够尽情的将自己的青春和热情
挥洒在热爱的岗位上； 更要感谢一路
走来和他并肩作战的小伙伴们， 风风
雨雨他们一起携手走过， 今后的路他
们还会走得更加坚定，更有气魄。
黄慧和他店里的员工只是奋战在新
合作营业一线的广大员工中最普通的一
员， 然而正是是这些平凡而又不普通的
一线员工坚守奋战在新合作的各个岗位
上，让我们新合作事业蒸蒸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力度持续加大，作
风建设驰而不息，不少党员干部积极主动，把正风
反腐当作自我净化的契机，官架子放下了，主观能
动性发挥起来了，办事效率提升了，群众的大拇指
也竖起来了，这是化压力为动力的正能量。
但也有个别党员干部不习惯：如今红线多、要
求严，当官成本高，一不小心便会踩了地雷。 他们
主观臆断地认为规矩约束严了不好开展工作，主
观能动性难以发挥。 随着政府大力推动简政放权，
权力清单进一步明晰， 有的干部对新的改革举措
和政策手段认识不到位、不充分，有的满足于照本
宣科，生搬硬套。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一些干部不担当、不实干，
其本质是没有正确认识守规矩和发挥主观能动性之
间的辩证关系。守规矩不做出格的事，是提醒干部正
确对待权力、秉公行使权力。 不守规矩，发挥主观能
动性就会走样， 而脱离了政治责任的主观能动性游
离于党纪国法之外，最终的结果是既挑不好担子，也
干不好工作。
严是一种爱护，清是一种自由。 多回家吃饭、少
出去应酬，干部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种解脱；脱离了
文山会海，远离了迎来送往，告别了觥筹交错，干部
就有更多时间精力抓学习、搞调研，这正是轻装上
阵、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大有作为的好时候，又怎
能浑浑噩噩坐失良机，畏首畏尾自懈其劲？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大批勇于担当的改革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曾
指出：“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
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 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行为区
分开来； 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
失误和错误， 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
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
失， 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
区分开来。 ”这正是广大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定心丸”。 （纪检督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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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 岁月迷茫的水面上
一艘清醒的小船
浆声的跋涉
把偏离的航向找到

同忆峥嵘岁月
共谱时代新程

你是 无边的暗夜里
一团不灭的火
燎原的燃烧

—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有感
——
6 月 25 日，公司党支部组织我们党员和积极分子参
观了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温光荣历史，
缅怀革命先烈，以此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
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回首历史，
我们党从血雨腥风中走来， 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
礼， 引领中华各族儿女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走向无限光明的未来，我心中充满了对党组织的无限
敬意，也更加深化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识。
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门前，我们再
次重温了入党誓言。 95 年前，我们党自嘉兴南湖上的
一叶扁舟起航前行， 紧紧依靠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披荆斩棘，不懈奋斗，逐步构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先
人已逝，岁月长河如斯夫，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交递
着共产主义的熊熊火炬，我们不忘初心，这份永恒初
心是党旗下的庄严誓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
变宗旨， 更是融入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浓浓亲情。 95
年峥嵘岁月， 我们新一代共产党人面对新的历史形
势，依然怀着与我们前辈一模一样的初心，共勉俱进，
紧随中国共产党的脚步，紧随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领路人，以忠诚报国、以热血为人民，岗位
建功、奉献社会，共谱时代新程！
（集团企业管控服务中心 皮君丽）

党颂

把遮天的帷幕撕破
你是 共和国明媚的日子里
一轮鲜红的太阳
温暖的照耀
把和平的光芒绽放
你是 各族人民心中
一首永远传唱的歌
朴素的语言
把爱的旋律唱响

服务

（十堰新合作供图）

Y 楹联
锤镰开劈，赤帜飞扬，
把红船驶向江山万里长天胜境；
岁月峥嵘，宏图绘就，
将绿野书成国梦千秋大地华章。
—贺建党
——
95 周年 （灵宝新合作

来广飞）

我愿 是划行的双浆
见证你远行的足迹
我愿 发出火柴般的光亮
即便微弱 但星火相传
我愿 是太阳的一抹光束
用力驱赶夜的黑暗
我愿 成为一个个音符
为实现中国梦谱写动人的旋律
（集团人力资源部

田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