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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合作
加快建设实力、活力、魅力、和谐新合作
■山东新合作 陈军先
2016 年， 山东新合作将全面贯彻落
实“新合作集团 2016 年度工作会议”精
神，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
求进、改革创新，按照“主业为本、创业并
举、线上线下联动”的工作思路，加快建
设实力、活力、魅力、和谐新合作。

发挥主业优势，发展实力新合作
经过几年的发展， 山东新合作在沾
化地区已奠定了龙头地位 （沾化区域内
已没有其他超市公司），今年公司提出了
“综合实力提升年”， 也是公司分“三步
走”战略（即造势、规范、发展）进入“发
展”阶段的关键年。 按照年初制定的目标
计划， 继续将生鲜经营作为今年的重点
工作，以此拉动人气，带动其他商品的销
售。 去年， 城区直营门店通过一年的努
力， 生鲜经营已搞得红红火火，“买果蔬
还是到新合作” 已深植沾化城区居民心
中。 下步工作重点是集中精力，将乡镇直
营店生鲜经营打造成各乡镇亮点， 生产
基地蔬菜逐步向乡镇倾斜， 降低生鲜成
本，提升竞争力，今年 1-2 月份，乡镇店
生鲜销售较去年同期增加 63% ， 其他商
品的销售同比也增加了 21%， 为发展实
力新合作开了个好头。

利用网络优势，发展活力新合作
今年，将在农村实体店网、农村物流
网和农村电子商务网上下功夫， 已成立
的滨州市沾化区供销大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着手开展“大集易购” 线上购物工
作， 网络将覆盖沾化城区及各乡镇。 同
时， 在 1000 人以上的大村以新合作加盟
店为依托建立 213 个村级综合服务站，配
备电脑、网络、收款机、TM 机等，开展现
场体验购物、网上购物、销售农副产品、
存取款、邮寄、代收水电费和手机交费等
综合服务， 解决好“为农服务最后一公
里”，真正实现现代流通网络城区、乡镇、
村的全覆盖。
公司采用先进的网络技术与严谨的
管理制度，坚持以“让客户满意，为客户
赢利”为服务宗旨，利用线上线下销售模
式， 一方面将新合作的商品通过网络进
行销售， 另一方面将当地的农副产品通
过网络销往全国各地。 公司将凭借供销
大集丰富的电子商务运营经验， 借助其
强大的网络实力，发展活力新合作。

加快项目建设，发展魅力新合作

中心和蔬菜及养殖基地建设。 新建的物
流配送中心即将开始投入使用， 借零售
商会成立之际， 加大商品自采力度， 分
别与义乌、 白沟、 南通、 临沂等大市场
对接， 吸引商会会员到新合作物流配送
中心选购商品。 进一步扩大蔬菜养殖基
地建设规模， 增添农家乐、 一日游等项
目， 加快打造“体验生活” 绿色蔬菜大
棚， 着力打响“观蔬菜基地， 品农家风
味 ” 特色 新 合作 品 牌 ， 创 建 魅 力 新 合
作。

注重企业文化，发展和谐新合作
进一步加大新合作宣传力度， 弘扬
企业文化； 切实为职工解决实际问题，
增强 员 工的 凝聚 力 。 加 大 公 共 设 施 投
入， 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高度重视职
工教 育 工作 ， 重点 抓 好 庸 懒 散 治 理 工
作；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确保制度面前
人人平等； 深入开展“学雷锋、 见行动”
活动； 加快“四德” 工程建设， 开设道
德讲堂， 弘扬社会正气， 凝聚向上向善
的道德正能量； 推进职工参与、 文化搭
线等工程，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全力打
造和谐新合作。

持续夯实基础建设——
—即物流配送

泰山新合作着力打造最具幸福感企业
■泰山新合作 徐伟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多元化的发展，
带来了文化和人的思想的多元化， 企业
职工的思想观念、 认知水平和价值取向
等方面也随之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和个
性化特征， 这决定了他们需要得到企业
更全面的关怀和关注。
职工是企业人、财、物三要素中最核
心和最活跃的要素。甚至有管理理论认为，
一个企业的命运是掌握在普通员工手里
的， 企业的产品出自于员工， 企业各项制
度、标准以及文化和理念的执行归结于员
工， 外界对一个企业的认知同样来源于员
工。一个不视员工为第一位的企业，它的员
工也很难会把客户信奉为上帝。
近年来， 泰山新合作通过对胖东来
和海底捞等知名企业人文关怀文化的学
习， 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和阶
段，认识到，企业加强人文关怀不仅是时
代发展的必然， 更是建设和谐企业和培
养高素质职工队伍、 提升企业综合竞争
力的必然举措。
随着公司经营业绩的稳步提升，泰
山新合作的企业文化逐步侧重于为员工
谋求更大的福祉。 由于零售服务行业的
特殊性，员工常年在岗，失去了很多与家
人、孩子、朋友团聚享乐的宝贵时光，往
往在别人沉浸在假日欢乐中的时候，我
们的员工却在超负荷工作。 泰山新合作
公司管理层深知零售行业员工的辛劳，
为了让员工享受生命中更多的幸福和温
暖， 也为了让员工感受到企业的进步是
大家更好的依托，2016 年年初，公司提出
了“打造充满温暖、尊严和人文关怀的幸
福企业”发展思路，进一步加强企业的精

神文明建设。
在千家万户喜迎新春的时刻， 恰好
是我们员工最繁忙、最劳累的时候。 自春
节前夕的小年开始， 公司董事长张忠先
委托领导班子成员带着公司为员工们精
心准备的新年礼物， 对 36 家超市及酒店
的分店逐一进行了拜年走访， 带去了公
司对员工及其家人的亲切慰问， 员工们
在 身心 疲 惫之 际获 得 了极 大 的 力 量 支
持，工作干劲更足了。
为感谢员工家属长期以来对泰山新
合作的支持，春节前，公司为每一位主管
以上的管理人员、 部门先进工作者以及
20 年以上工龄的员工家人寄去了春节慰
问信，并附送上节日礼品卡，给新合作员
工的家人们带去了一份惊喜、 温暖和敬
意。 张总相继收到了多封员工父母的回
信，很多回信是员工家中八、九旬的高龄
老人用颤抖的笔迹亲自书写的， 字里行
间流露着真情， 表达了对公司领导的感
激之情和对泰山新合作的无限祝福。
对于尚处初级发展阶段的零售企业
来说，休息是奢侈的，但是为了让辛劳了
一年的员工都能过上一个祥和、温馨、团
圆的春节，公司领导大胆决策，大年初一
全公司歇业一天， 让全体员工欢欢喜喜
过个大年。
这些举措体现了泰山新合作公司以
张忠先董事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打造充
满微笑和幸福感企业的决心， 真正把让
员工平安舒心工作、不断增加收入、营造
幸福家庭作为公司的责任。
在充满人文关怀的工作环境中，公
司员工倍感荣幸和自豪， 亲身感受到了

个人与公司的鱼水关系， 深刻意识到了
公司的发展是个人利益获得的前提和保
障， 大家以更加高涨和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了工作中。
春节前的销售高峰期， 卖场内的顾
客比肩接踵、熙熙攘攘，付款结算的顾客
排成了一条条长龙， 公司行政科室人员
主动自发地来到卖场帮忙， 加班加点毫
无怨言，有的给顾客提供商品装袋、运送
等服务，有的做购物车、筐的收捡归拢工
作， 最令人感动的是很多员工家属自发
来 到门 店 帮助 装卸 货 物和 维 持 卖 场 秩
序。 春节后，各门店依然人头攒动。 为了
保证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公司的
很多管理人员和员工奉献出了自己的假
期，放弃了与亲友团聚的难得时光，舍小
家顾大家，坚守岗位，全天盯靠，有的员
工带病坚持工作，利用吃饭的时间输液，
甚至出现了有收银员累得趴在了收银台
上的情况。 在此期间，涌现出了很多心系
企业、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
在公司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和共同
努力下， 公司的销售业绩和客流量均创
下历史新高。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2 日，销售较去年同期上升 35%！ 按照农
历日期统计，腊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期间，
销售较去年同期上升 41.4%！ 更值得一提
的是农历腊月 28 当天， 泰山新合作销售
额达到了 977 万元，完成了公司制定的单
天销售破九百万的目标。 这些成绩的取
得，不仅得益于泰山新合作团结奋斗、无
私奉献的职工队伍， 也是得益于公司高
层领导制定的一系列行之有效而又深得
民心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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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为本
创新驱动
十堰新合作升级商业
格局优化消费空间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随着网络购物的深入发展，十堰新
合作 正 在悄 然改 变 经营 管 理 模 式 ， 以
“互联网 +”为源动力，升级城市商业格
局，在电商网络构建、质监体系完善、消
费空间优化等方面走在了十堰商业领
域的前列。

构建全面快捷
可信赖的电商网络
为了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实现互
联网时代下服务三农的新举措，十堰新
合作致力于搭建新型“工业品下乡，农
产品进城” 的电子商务双向流通平台。
2014 年 6 月，十堰新合作电商平台进入
测试阶段，通过试运行新合作网上零售
商城、新合作网上批发商城、地方特产
馆和区域农村电商四个模块全面推进，
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同步发展。 到目前为
止，订单数量 6 万余单，销售额 6000 余
万元，建成镇村级电商服务站(点)178 余
家，组织电商培训 1500 余人次。

搭建安全放心
可追溯的质监体系
十堰新合作始终严把商品质量关，
从源头上控制， 在销售过程中监督，做
好售后服务，搭建起了一套安全放心可
追溯的质监体系。
公司通过建立健全商品质量管控
体系，严把商品进货渠道关，严格执行
进货检测、索证制度。 为了做好商品流
通过程控制，公司加大对物流仓储中心
的改造，实现了从商品的进场、检测、储
存、运输、销售一体化的完整链条，更通
过物流健全的管理机制和检测机制，确
保各类商品的质量安全。 同时，采取大
库检验、大店自检、定期抽检、交叉检查
等方式严把质量关， 发现问题严格惩
处。 组织多样化学习强化员工质量意
识，邀请质监局专家对员工进行相关培
训，从制度上、思想上、行动上构建起一
整套质监体系。

创建多元服务
有特色的消费空间
跨界融合，创新驱动。 随着企业线
上线下融合特别是线上服务终端投入
使用，十堰新合作超市服务功能越来越
多，如 手机 交费 、银 联支 付、信 用 卡还
款、银行转账、旅游一卡通办理充值、新
合作网上商城体验区等支付类服务，另
外快件代收发、 代订火车票和飞机票、
代交电费、景点门票、代订蛋糕、代订酒
店、代订电影票、货运收发代理等代办
类服务项目也能在新合作门店办理。 超
市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购买商品的地方，
而是一个囊括了居民生活大小事的场
所。 十堰新合作改变了以往超市始终围
绕商品销售服务的惯例，通过开展多种
便民服务创建有特色的多元服务消费
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