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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新合作国际商贸城 D 区、B 区全面封顶
本报讯 5 月 9 日上午，备受娄底市民
瞩目的新合作国际商贸城 （湘中国际物流
园）D 区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 Mall 主
体工程喜封金顶。
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 Mall 是新
合作国际商贸城（湘中国际物流园）的重要
功能版块，是全市家居建材行业的新标杆，
也是娄底市建筑业的示范工程。 项目将参
评湖南省建筑行业最高奖项“芙蓉奖”，并
将被打造成中南地区品质最好、 服务最优
的家居建材“航母”。
项目自 2015 年 4 月 20 日开工建设，
秉承高起点规划、 高效率建设理念， 经过
380 多 个日 日夜 夜 的共 同努 力 和艰 苦奋
战， 顺利实现了主体封顶。 项目计划于
2017 年上半年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
又讯 5 月 18 日上午， 新合作国际商
贸城 B 区大宗陶瓷展示交易中心 44 栋建
筑的最后一栋 5# 栋封顶。
B 区大宗陶瓷展示交易中心是新合作
国际商贸城的首期启动项目和核心功能版
块， 也是新合作国际商贸城与红星美凯龙
集团除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 Mall 之
外的第二个合作项目。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约 20 万平米，总投资约 4.4 亿元，共有商

总社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
改革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上接 1 版） 要顺应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加快发展的要求， 把土地托管服务
模式拓展到全国更多有条件的省份，
探索更多适合不同地区、 不同作物的
托管方式， 为农民和各类新型经营主
体提供代耕代种、 统防统治、 收储加
工等系列化服务， 在服务现代农业发
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要夯实 基 层基
础， 与农民形成更紧密的利益联系。
按照总社六届二次理事会议部署， 着
力推进基层社分类改造， 把工作重点
从“扩面” 转到“提质” 上来， 确保
基层社覆盖住了就能立得住 、 站得
牢， 成为有效开展服务的阵地。 特别
是要在密切基层社与农民利益联系上
下功夫， 按照合作制原则， 规范内部
管理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 让农民分
享到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成果； 要
加强联合社自身建设， 形成更加高效
的市场化运行机制。 加大对联合社改
革的工作指导力度 ， 进一 步 理清 行
政管理、 行业指导、 经济 发展 等 职
能边界， 明确行使职能的程 序和 规
则， 加快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符合合作经济组织特点的联合社 运
行机制， 为供销合作事业发 展提 供
长远保障； 要坚持稳扎 稳 打， 确 保
供销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 供 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已经进入攻坚 期 ， 面
临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既 要大 胆
探索， 更要管控好 风险 。 当前 ， 各
省 （区、 市） 供销 合作 社改 革 方案
都已批复地方组织实施， 总社 要 加
强工作指导， 不刮风， 不搞一刀切。
对暂时拿不准的， 要充分 论 证， 先
行试点， 逐步探索。
（中国供销合作网）

泰山新合作举办第二季
会员“亲子课堂”沙龙活动
本报讯 5 月 7 日， 泰山新合作公
司举办了第二季会员“亲子课堂”沙龙
活动。 活动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心
理学硕士、金牌亲子教育讲师主讲。
课堂上，会员朋友们认真听讲并仔
细记录，还不时咨询与孩子相处时遇到
的各种困扰。 他们说，听了今天的讲座，
才了解到原来亲子交流学问这么大，不
仅要讲究方法和技巧，还要从孩子的生
理、心理发育特点去理解、尊重和接纳
孩子。 参加者纷纷表示，非常感谢泰山
新合作提供的这场教育大餐。
讲座结束后，会员朋友们认真填写
了
“
泰山新合作 VIP 会员问答卷”，提出
了许多中肯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活动还
安排了幸运大抽奖环节， 共有 14 名幸
运家长赢得了高档厨具等超值大奖。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铺约 1300 余间，已全面委托红星美凯龙方
进行统一功能规划、统一招商、统一运营，
为新合作国际商贸城做活做旺提供了有力
保障。
B 区大宗陶瓷展示交易中心于 2014
年 12 月开工建设，目前，项目除当天封顶
的 5# 栋外其余 43 栋建筑的装饰装修工程
已进入扫尾阶段，一个现代化、专业化的建

材陶瓷园区即将呈现。项目融建材陶瓷、仓
储、包装、流通、加工、配送、展示、交易、批
发及配套商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投入运
营后，将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有效整合
娄底及周边县市的建材、 陶瓷相关商品的
物流资源，带动和提升相关产业的发展，加
快推进湖南和周边省市的工业化进程。
（湖南新合作 欧阳宪章）

十堰新合作组织召开后勤岗位竞聘大会
本报讯 5 月 18 日下午， 十堰新合作公
司组织召开 2016 年后勤岗位竞聘大会，旨
在进一步深入推进合伙人机制模式，逐步形
成“岗位需求能公开，发展平台可拓展，个人
需求可实现”的人才环境。 公司领导班子成
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作为评审员出席竞聘
大会。
此次共有 16 个岗位虚席以待。 竞聘包括

员工报名、门店推荐和上台演讲等环节，主要
从品德、职业素养、沟通能力、判断能力、业务
能力、工作态度、工作业绩、工作规划和岗位
理解等 8 个方面进行考察考核。 演讲结束后，
评审团成员针对每一位竞聘员工的岗位特
点、任职要求等进行了打分，整个竞聘活动在
紧张有序的氛围中进行。
（十堰市新合作 张廷双）

新合作常客隆进出口公司成立
暨星光全球购开通举行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5 月 14 日， 新合作常客隆上海
自贸区进出口公司成立暨星光全球购开通
仪式新闻发布会在星光天地大型购物中心
隆重举行。
星光全球购是新合作常客隆公司通过
对消费群体的需求分析， 充分整合自身资
源， 依托现有的物流和渠道优势组建起的
“海淘商品”专业电商平台，该平台由专业团
队跨境采购商品，服务当地消费者。 发布会
上，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星光全球购的购买
流程，现场观众纷纷表示星光全球购让他们
足不出户买到安全、放心的海淘商品，值得
信赖。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员工的交
通安全意识，5 月 19 日下午， 泰山新
合作公司邀请肥城市交警大队指导员
张杰进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讲座，各
部门负责人、 全体驾驶员共 150 余人
参加讲座。
讲座播放了 《交通事故警示宣传
片》，一件件血淋淋的交通事故让在场
人员深切感受到了因违反交通法规给
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影响和痛苦。 培训
师结合交通事故案例， 讲解了驾驶车
辆遵守的交通规则、 注意事项以及日
常驾驶过程中应改正的不良陋习等，
并着重强调了驾驶过程中的超重、超
速、疲劳驾驶、强超强会、酒后驾驶等一
系列最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违规操作，
指出“违规不一定出事故，但事故必定
出自违规”。驾驶员们纷纷表示，今后不
仅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还要提高行
车道德素质，确保自己和公司的生命、
财产安全。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延边新合作设立
衣物捐助“爱心墙”

十堰新合作举办食品安全管理培训
本报讯 5 月 12 日，十堰新合作公司组织
举办食品安全管理培训。 公司各门店店长和
后勤部门人员共 200 多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邀请十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工作人员对《食品安全法》进行了专门培训，
培训结合新合作超市的实际情况，围绕食品
安全管理的法律责任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生产经营标准等法律法规、条例进行了
案例讲解。
十堰新合作副总经理钟萍强调，公司各

泰山新合作举办
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环节、各门店要充分认识食品安全管理的重
要性， 必须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各项规章制
度，强化责任，严格管理，层层抓好落实，做好
食品安全管理的检查、督查工作，时刻做到防
患于未然，防范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为严格落实“四防一确保”工作标准，公
司成立了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并建立了食品
安全事故追责流程。 各区域、各门店、各部门
负责人签订了 2016 年食品安全管理承诺书。
（十堰新合作 夏敬勇）

本报讯“一件衣物，一床被子，不
足以令一家人彻底摆脱寒冷， 但足可
以令一家人的心得到片刻温暖。 ”“如
果您需要，无需任何请示或回报，随时
无偿取走。 您家里有不需要的物品也
可以放在爱心墙， 给他人留下一丝温
暖。 ”这是延边新合作欧尚家居“爱心
墙”上温暖人心的话语。
“爱心墙”专门设有一个衣柜，供
捐赠者和受助者在此捐赠、领取，是延
边新合作欧尚家居七彩虹志愿者分队
经过精心筹备而推出的一项爱心活
动，旨在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帮助有
需之人。 行动之初，延边新合作欧尚家
居的工作人员积极动员商场内所有商
户参与到爱心行动中， 得到了广大商
户的大力支持。 自 5 月份正式设立“爱
心墙”以来，共收到近百件干净衣物，
大部分衣物已被有需求的市民取走。
为了保持‘爱心墙’的干净整洁，商场
定期组织员工轮流管理。 爱心墙将会
长期存在下去，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市
民。 ”
（延边新合作 于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