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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武生调研新合作国际商贸城
本报讯 2015 年 12 月 25 日，娄底市委
书记龚武生调研新合作国际商贸城， 市委
副书记、 经开区第一书记何文君， 市委常
委、 市委秘书长王雄以及经开区主要领导
陪同。
龚武生一行听取了湖南新合作公司总
经理张日平关于园区招商以及香港奥特莱
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 察看了红星美凯龙

家居生活 Mall 和大宗陶瓷展示交易中心工
程进展情况。 看到施工现场井然有序，龚武
生对此表示肯定，提醒施工人员要保证施工
安全和施工质量。 当得知施工方娄底工程
公司想把红星美凯龙项目建成样板工程并
争创全省建设工程
“
芙蓉奖”时，龚武生叮嘱
娄底经开区和新合作国际商贸城负责人一
定要积极为争创工作营造有利条件。

龚武生强调，年关将至，新合作国际商
贸城项目建设进入年度收官阶段， 项目方
要在确保工程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 进一
步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确保年度建设任务
圆满收官。 经开区要进一步强化“产城融
合”观念，大力改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推
动园区建设， 确保园区发展每年都有新突
破、上新台阶。 （湖南新合作 欧阳宪章）

十堰新合作牵手十堰烟草金叶阳光举行电商宣传推介会
本报讯 2015 年 12 月 29 日，十堰新合
作公司牵手十堰烟草金叶阳光公司举行电
商宣传推介会， 对新合作网上批发商城进
行宣传和推广。
推介会上， 十堰城区专卖局贾敏副局
长作大会致辞， 并代表十堰市烟草公司向
广大卷烟零售户承诺日用品批发电商平台
在运营过程中“货源有保障、质量有保障、

安全有保障、服务有保障、利润有保障”。 十
堰新合作超市网上批发商城平台负责人就
该商城的概念、运行现状、操作方式、购买
环节等问题进行全面阐释， 加深了与会嘉
宾对平台的认识。“以后在家里也能用‘批
发价’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了，真是方便！ ”
刚刚通过该平台下单成功的肖女士高兴地
说。

自去年 9 月 17 日，十堰新合作公司与
十堰烟草金叶阳光就“互联网 + 批发”电
商平台签署战略合作签约以来， 经双方的
通力合作与建设，目前金叶阳光 & 新合作
网上批发商城已初具规模，上线单品 3000
余种， 商户可通过 www.jyygxhz.com 实现
卷烟、食品、日化、百货等日用品类网上订
货。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张家口新合作
举办新年联欢晚会
本报讯 2015 年 12 月 30 日， 张家口新
合作举办了“2016 庆元旦联欢晚会”，公司
全体员工及家属参加了此次活动。张家口新
合作公司董事长王振峰代表领导班子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新年致辞，他真诚地向辛勤工
作的全体员工和给予新合作支持的家属们
致以新年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晚会节目全部由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自
编自演，内容新颖，花样翻新，既有传统节目
快板、三句半、舞蹈、独唱、合唱，也有当今流
行的脱口秀、情景剧等，精彩的表演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张家口新合作 王建忠）

新合作卡地亚公司成功举办《梨园春》系列营销宣传活动
本报讯 出将入相， 同唱梨园欢歌；锣
鼓铿锵，奏响华彩乐章。 在这岁末迎春，风
朗气清的日子里， 由河南新合作卡地亚置
业公司冠名的“金三角·卡地亚杯”河南卫
视 《梨园春》 为期一个月的海选活动于
2015 年 11 月 14 日启动。 其中《梨园春》名
家献唱会于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许昌文
峰广场盛大演出， 吸引了全市戏迷朋友围
观，现场人山人海，气氛热烈。
《梨园春》 是河南电视台知名老牌栏
目，开办十几年来，深受全国戏迷朋友的关
注和喜爱。 此次由新合作卡地亚置业公司
为广大戏迷准备的演出戏曲名家云集，群
贤毕至，《梨园春》著名主持人庞晓戈、戏曲
表演艺术家胡希华，柳兰芳，汤玉英以及资

深擂主为代表的原班人马共同演绎。 著名
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胡希华、柳兰芳老师
的一段段经典代表作重献舞台， 让观众往
昔似在眼前，既有热情又有感动；少儿戏曲
擂主活灵活现的精彩表演， 让台下观众赞
不绝口； 新一代戏曲名家的戏曲小品带来
了更多活泼轻松的欢乐氛围， 让观众笑声
连连。
新合作卡地亚置业公司此次举办 《梨
园春》擂台赛（海选、决赛）及《梨园春》明星
名家献唱会一系列营销宣传活动， 缘于许
昌戏曲文化氛围浓厚，群众基础坚固。很多
戏迷朋友听说梨园春名家现场演唱， 提前
两个小时到现场等候， 从演出开始到结束
四五个小时的时间，观众的热情一直高涨。

以“满足群众而服务群众”的方式得到老百
姓的认可， 活动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
明生活，拉近金三角·卡地亚广场与许昌市
民的距离，将项目信息传达至客户、潜在客
户及更多市民， 提高了新合作卡地亚的品
牌知名度。
新合作金三角·卡地亚广场位于许昌
市文兴路与新许路交汇处， 隶属许昌市南
湖新天地商业综合开发区，占据南城金三角
黄金坐标点， 辐射周边 20 万常住居民，商
政、教育、医疗资源丰富。其中新合作卡地亚
广场南城 10 万平米的城市综合体，涵盖 5A
生态写字楼、 双子座精装酒店式公寓和时
尚大型购物中心，集办公、投资、购物、休闲、
娱乐于一体。
（平顶山新合作 张丹）

十堰新合作召开 2015 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
本报讯 2015 年 12 月 20 日 -21 日，十
堰新合作召开年终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
各门店店长、优秀员工代表、储备干部共计
600 余人参加会议， 有 483 人荣获优秀工
作者表彰奖励。
十堰新合作总经理张义鹏在年度工作
汇报中指出，2015 年十堰新合作通过稳步
发展直营网络，强化内部管理，实现了超市
主体业务板块的稳步提升； 同时大力创新
开拓电商事业板块， 新合作网上零售商城
及新合作网上批发商城正式上线运作，半
年来实现销售收入 2400 万元；在借力国家

大力发展农村区域电商、 搭建农村电商物
流体系的大形势下，一并拿下丹江、郧西农
村区域电商项目，通过全面推行“七个一工
程”及“五个帮”，现已建成农村电商物流服
务站（点）178 家；加快推进第三方自建瑞
捷物流业务发展， 截止目前运输专线已达
33 家，引进高端物流专用软件系统，收发
货更加准确快捷， 逐步建立起瑞捷物流品
牌优势； 稳步完成了上市重组前期筹备工
作。同时，十堰新合作发挥地方龙头企业的
带动作用， 通过建设 200 余亩自产自销蔬
菜基地， 建设 50 余家蔬果直供直采基地，

10 家平价菜店， 10 余家特产专营店， 年
实现农副产品购销额达 7 亿余元。 组织员
工积极参加“无偿献血周”、 瞻仰烈士陵
园等社会公益活动。 2016 年， 十堰新合
作将着眼破解发展难题， 增加发展动力，
厚植发展优势， 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 绿
色、 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 认真贯彻落实
廉洁自律工作， 创新经营， 全力推进公司
重组上市， 以更优质的服务， 保证现有业
务稳步发展， 加快转型业务快速提升，实
现企业转型升级。
（十堰新合作 严月杉）

新合作常客隆召开
2015 年度年终总结大会
本报讯 2015 年 12 月 24 日，新
合作常客隆召开 2015 年度年终总结
大会， 会议总结回顾了 2015 年度和
“
十二五” 期间公司的工作， 制定了
2016 年工作计划，并对公司
“
十三五”
发展进行了规划。 公司中层、采购部、
团购部等共 3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新合作常客隆董事长、总经理包
乾申作了 2015 年度工作报告， 报告
—《新合作常客隆 2015
通过幻灯片——
十大事件》生动形象地介绍了新合作
常客隆今年所取得的各项成绩。 会
上，确定 2016 工作总体思路为：以创
新为引领，以发展为主线，以管理为
重点，围绕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攻坚克
难，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确定
“
十
三五”发展目标为：在“十二五”基础
上，做到销售利润、税利目标、员工收
入翻番；企业全面上市，新增曹家桥、
格林电子、福仕嘉三家公司。
新合作常客隆总监以上管理人
员作了述职报告，到会人员对述职人
员进行了测评。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陶
镕和副总经理严肃分别作了关于电
子商务发展规划、购物中心发展思路
和新合作常客隆未来便利店探索发
展模式的主题演讲。 相关人员还签订
了《安全生产责任状》和《食品安全责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任状》。

兖州新合作在兖州区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收银员
技能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 2015 年 12 月 18 日，兖
州区第四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收银
员技能比赛在兖州新合作公司举行，
大赛由兖州区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联合举办。 比赛的内容为上
机操作收银业务流程和收银业务理
论知识， 主要考核收银员的服务礼
仪、标准化收银的准确度和速度及装
袋、点钞、验钞等技能技巧。
兖州新合作公司共有 19 名选
手参加了比赛， 经过激烈的实操比
赛和理论考试，栾慧珠、李晓庆和孙
峰发获得比赛前三名的优异成绩，
刘丹丹等 16 名选手获得的优秀奖。
（兖州新合作 肖敏）

新合作国际商贸城
“新合作”杯
乒乓球赛拉开帷幕
本报讯 2015 年 12 月 26 日，娄
底新合作举办的“新合作国际商贸
城 2015 年‘新合作’杯乒乓球比赛”
拉开帷幕，70 余名员工参加了第一
轮淘汰赛。
比赛设男子单打、 女子单打和
团体赛三个项目。 比赛现场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精彩纷呈，赛出了风
格、赛出了水平。 场上不时传出观众
热烈的掌声、加油声和喝彩声，比赛
现场充满紧张、激烈、友好、互助的
气氛。 通过开展乒乓球比赛，进一步
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 加强了公
司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交流， 增进了
员工间的友谊， 营造了和谐的公司
文化氛围。 （湖南新合作 彭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