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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新合作网上商城上线试运营
本报讯 10 月 11 日， 经过两个月的紧
张筹备， 泰山新合作网上商城成功上线运
营（tsxhz.soe.wang），率先在肥城建立起了
电子商务系统。
泰山新合作公司利用遍布肥城市区
及周边乡镇的实体网点优势， 网上商城
以就近配送为原则，初始运行显现顺畅。
网上商城支持“货到付款”、“在线支付”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
组织业务知识竞赛

等多种支付方式，配送时间从 8:30 到 18:
30，肥城市区域可在 1 小时内送达，购物
金额满 38 元即可享受免费送货上门。 目
前已成功上线商品 3000 余种， 涵盖了生
鲜日配、食品杂货、洗化用品、粮油调味、
针纺服饰、百货及家电等各品类商品，基
本上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所
需。

泰山新合作电子商务除了网上购物外，
还将向异业联盟方向发展， 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更多深层次的服务，如订餐、代缴各项
费用、找家政、找安装、找开锁公司、疏通管
道等便民服务； 网上商城还将与会员系统
相结合， 通过在线上交易平台实现会员卡
线上推广。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济宁供销百意”电商运营中心试运营
本报讯 10 月 15 日，由兖州新合作公司
和兖州喜庆烟花公司、 济宁市供销社三家合
资成立的
“
济宁供销百意电子商务中心”试运
营。 运营中心位于兖州市区中御桥中路与中
山东路交叉路口路北的喜庆烟花公司总部一
楼大厅，面积 200 平方米，中心设置有“供销

社电子商务平台体验区”、“济宁特产展示
区”、与省供销社合作的
“
京东代购”体验区、
“
百意购”自提体验区、
“
百意妈妈购”线下体
“
百意海外购”体验区以及快递服务区。
验区、
目前， 运营中心主要承担推广和培训两方面
的任务。
（兖州新合作 肖敏）

河南新合作孟州店启动常态化安全检查

本报讯 10 月 30 日， 张家口新合
作公司组织 2015 年度业务知识竞赛。
竞赛分为鞋城服装和超市两个业务板
块， 共有 14 支代表队参赛。 比赛分
必答、 抢答和风险题三个环节， 内容
为企业文化、 管理制度、 商品知识、
业务流程及岗位职责等知识。 比 赛
中， 各代表队展开激烈的竞争， 参赛
队员踊跃答题， 展示了良好的专业知
识和团队协作精神， 赢得了大家的阵
阵掌声。
（张家口新合作 王建忠）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严防
各类事故发生， 河南新合作孟州店结合商
场实际情况， 开展常态化安全经营大检查
活动。孟州店组织成立安全检查小组，将每
月 5 号、20 号确定为安全检查日。 每到安
全检查日，防损、消防、水电设备等 5 个检

查小组，集中对各系统进行全面检查，查出
的隐患按照标准落实整改。 为确保检查效
果，规定各检查组对安全状况负连带责任，
如出现检查不认真、走过场、整改措施不到
位等现象，将严肃追究检查小组的责任。
(河南新合作 吕颖)

泰山新合作组织 34 周年店庆暨第二届厂商联谊会

本报讯 10 月 23 日， 新合作常
客隆公司举行支塘购物广场招商大
会。 常熟市供销合作总社、支塘镇服
务业办公室、 新合作常客隆公司有
关代表及供应商代表等近二百人参
加了招商大会。
新合作常客隆支塘购物广场作
为新合作常客隆公司在农村实行一
村一品电商模式的重要起点， 改造
升级后集购物、休闲、娱乐等多功能
为一体，招商工作开展顺利。 在招商
大会上，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
和李锦记（中国）销售有限公司作为
供应商代表分别上台发言。 肯德基、
中国联通、好利来、波司登男装、迪
诺、 贡茶等六家商户在现场签订了
合作协议。 今后，新合作常客隆公司
将以支塘购物广场为模板， 逐步改
造农村卖场， 以适应城乡一体化发
展需求。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宁夏新合作
永宁杨和康城店盛大开业
本报讯 10 月 31 日上午，宁夏新
合作永宁杨和康城店盛大开业。 该超
市位于银川市永宁县城内，周边分布
大型住宅小区及学校， 市场前景良
好， 营业面积 500 多平方米， 经营 1
万多种单品。 开业当日，超市准备了
丰富的特价商品优惠酬宾,还推出了
多种形式促销活动,吸引了大批消费
者关注参与。 开业当天销售情况良
好。
（宁夏新合作 徐培培）

延边新合作欧尚家居
情系孤寡贫困

张家口农村超市
暨加盟店建设工作会在
张家口新合作召开
本报讯 10 月 23 日下午， 张家口
市供销社组织的张家口市农村超市暨
加盟店建设工作会在张家口新合作公
司召开。
会议围绕在建设美丽乡村工作中
如何做好农村加盟店和农村电子商务
进行讨论， 就农村发展电商业务工作
作出整体规划和重要部署。 各县县社
主任纷纷表示将会积极参与此项工
作。
张家口新 合作 董 事长 王振 峰 表
示，张家口新合作作为一家以为农服
务为宗旨的企业，将积极参与美丽乡
村建设。 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司将依
托现有网点的优势、配送优势及管理
经验，借助集团公司的力量和省、市、
县社力量的支持， 上下贯通整合、合
纵连横，发展加盟网点，实现加盟店
统一配送、统一管理，扩大配送范围
及配送能力， 提高农村商品质量，解
决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在
推进农村加盟店和农村电子商务工
作中贡献力量；同时，通过电子商务
渠道和手段解决当地农产品卖难问
题，将当地农产品销往全国，更好地
服务“三农”。
(张家口新合作 王建忠)

新合作常客隆支塘购物
广场招商大会成功举办

图为泰山新合作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忠先给供应商颁发纪念品
本报讯 10 月 9 日上午， 泰山新合作
34 周年店庆暨第二届厂商联谊会隆重举
行， 泰山新合作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
300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供应商代表
出席了本次联谊会。
泰山新合作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忠
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向多年来对泰
山新合作发展提供大力支持的供应商们表
达了衷心感谢；并对泰山新合作 34 年来的
发展及成就进行了回顾， 经过 34 年的发

展，泰山新合作公司已成为集超市、百货、
家电、酒店等业态为一体、有近千家供应商
的大型多元化、综合性商贸连锁企业，多年
来一直占据肥城市及周边地区的行业龙头
地位，员工和供应商们深受鼓舞。
联谊会歌舞表演精彩纷呈， 员工以活泼
向上的精神状态把新合作锐意进取的工作精
神和良好的企业文化传递给了在场的每一位
供应商。 同时，联谊会还评选出了 22 家明星
供应商，颁发了纪念品。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本报讯 延边新合作欧尚家居
志愿者分队自成立以来， 捐助贫困
学生、 关爱孤寡老人、 帮扶残疾人
群，将志愿精神落在实处。
10 月 21 日，正值重阳节，延边新
合作欧尚家居志愿分队携手建工街
道七彩虹志愿者看望了延吉市光荣
院的军烈家属，为老人们演出了精彩
的节目，并送上了节日慰问品。 随后，
延边新合作欧尚家居总经理还陪同
市委领导看望了身患癌症的低保户
老人，并送上了节日的慰问。 10 月 26
日，新合作欧尚家居在得知 8 岁的小
男孩李科燃家境贫困、 母亲去世、奶
奶瘫痪，且身患“动脉瘤样纤维骨囊
肿”的情况后，志愿者们自发捐助了
书本、衣物，还为李科燃小朋友买了
一台学习机，孩子收到物品时，露出
了开心的笑容。
（延边新合作）

张家口新合作新发地批发市场新址展销厅开张营业
本报讯 10 月 29 日上午， 位于高碑店
市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新址传来阵阵喜庆
的鞭炮声， 张家口新合作展销厅及涿鹿农
特产品展销厅正式开张营业。
张家口新合作展销厅位于新发地批发
市场新址北口惠农门 N10 入口处，展销厅
经营蔬菜、水果、杂粮、红酒、干果礼盒、口

蘑、食用油等农土特产品，代销代购张家口
地区农副土特产品，进行车位出租等。批发
市场展销厅的开办， 标志着张家口新合作
公司在坚持以产销对接为核心的基础上，
走上了“批发市场 + 超市 + 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的发展之路。
( 张家口新合作 吴琼)

建工街道七彩虹志愿者与延边
新合作欧尚家居志愿分队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