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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商界

（通讯员高芸）
近日袁 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尧

金元宝大五金超市总经理冯梦甦
在大五金超市中层干部工作会议
上袁 对上半年销售工作进行了盘
点院野今年 1至 6月份袁大五金超市
圆满完成上半年销售任务袁与去年
同期相比袁提升了 80多万元遥 冶

会上袁 各卖场负责人对上半年
销售情况进行了汇报袁 对取得的成
绩进行了分析院 食品家饰商场上半
年对自身的经营品种进行了调整袁
与有实力尧重诚信的供货厂商联手袁
增加了牛尧羊尧柴鸡蛋等品类袁货进

源头袁价格公平袁既丰富了百姓的菜
篮子袁 也填补了超市经营品类的空
白袁满足了周边居民的生活需求袁赢
得了市场遥 五金电料商场上半年在
认真做好市场调研的基础上袁 结合
企业实际袁 加大了经营结构调整的
力度袁提高了品牌的市场竞争力袁同
时推出了不同形式的营销举措袁真
诚回馈消费者袁促进了销售遥

大家表示袁我们要积极应对市
场竞争袁充分调动干部尧员工和厂商
的工作热情袁齐心协力袁主动作为袁
不断创新袁努力实现集团公司 2015
年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遥

金元宝大五金超市年中盘点：

上半年销售任务圆满完成

在金元宝即将迎来 20年华诞
之际袁回眸与企业朝夕相处尧风雨
同舟的点点滴滴袁感慨万千遥 作为
金元宝的一员我感到幸运和温暖遥
是金元宝伴我走过了希望的春尧期
待的夏尧收获的秋尧晶莹的冬袁我与
金元宝一路同行尧一路欣喜尧一路
感动袁金元宝早已融入我生命的轨
迹袁她是我休戚相关的家遥

1993年袁我调到了刚刚开业一
年的塘沽商业大厦袁成为一名商业
战线的职工遥 在当时袁两万平方米
的塘沽商业大厦是塘沽最大的商
场袁有一定的影响力遥 但是袁随着市
场竞争加剧袁 大厦经营每况愈下袁
企业野包袱冶沉重遥1997年 11月袁塘
沽区委尧区政府决定袁将金元宝商
厦与塘沽商业大厦实行 野强强联
合冶袁组建金元宝集团遥 当时袁我和
我的同事都为能够成为金元宝的

一员而感到兴奋袁我们都知道袁金元
宝管理严格尧员工素质高尧经济效益
好袁相信员工的收入也会稳步提升遥

记得当时集团公司对符合上岗
条件并愿意留下来的人员进行合理
的岗位安置袁并与金元宝员工享受同
工同酬的待遇遥 随后袁集团公司又派
出了精兵强将进驻塘沽商业大厦袁投
入资金尧完善管理袁对塘沽商业大厦
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改造遥

因为亲身经历袁 所以印象深刻遥
从塘沽商业大厦尧 金元宝超级市场尧
金元宝服饰商厦到今天的金元宝东
方广场袁一路坎坷尧摸索前行袁原先的
塘沽商业大厦如涅磐重生袁 摆脱困
境袁焕发出生机袁最终成为深受滨海
百姓青睐的 野青春时尚主题百货冶商
场袁经济效益逐年攀升袁成为金元宝
集团重要的经济增长点遥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袁 一次次的

调整改造尧扩建转型尧提档装修噎噎
我与领导和同事们那不分子夜与黎
明袁夜以继日地奋力拼搏袁面对数不
清的困难袁我们不动摇尧不放弃袁多
少次擦干苦涩的汗水尧泪水袁与企业
同甘共苦袁无怨无悔浴 我常想袁金元
宝的成功尧金元宝创造的奇迹袁凝聚
着金元宝人全部心血尧汗水和智慧袁
也正是野纯朴尧热情尧勤奋尧忠诚冶的
金元宝人怀揣梦想袁 有着奋进的目
标袁才会得到历史机遇的垂青袁才会
在激烈竞争的商海中一路高歌尧捷
报频传遥 20年来袁野金元宝冶这艘商
海巨舰袁 这颗滨海新区商界璀璨的
明珠已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名称袁
更是滨海新区商业的代名词袁 是百
姓放心消费尧快乐消费的坐标遥
步入中年的我袁 少了几分幼稚尧

多了几分沉稳曰少了几分拘谨尧多了
几分豁达 袁生活更加多彩多姿遥 融入

金元宝团队的十余载袁让我开阔了
视野尧得到了锻炼袁更加深深体会
到野大河有水小河满袁大河无水小
河干冶的真谛遥 我与企业风雨同舟尧
休戚相关遥 在企业几次增资扩股
中袁我都参与其中遥 我对家人的理
解和支持真的是非常感动袁他们对
我的支持袁实际就是对我所依赖的
企业又多了一份信任尧一份期许遥

野企兴我荣袁企衰我辱冶遥 金元
宝为我提供了生存尧学习和成长的
土壤袁金元宝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
平台遥 金元宝就是我的家袁作为企
业的一员袁我会竭尽全力为她的安
宁尧和谐尧发展尧兴旺做出奉献遥 我
坚信袁金元宝人齐心协力尧努力奋
斗袁 明天的金元宝会更加熠熠生
辉袁我们的人生也会随着企业的辉
煌而更加精彩浴

作者梁英

金元宝，休戚相关我的家

一周浏览

荣誉之旅

忘我工作 无悔付出
———记 2014—2015年度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郭常芳

（通讯员石美荣）
金元宝集团针鞋采供部经理助

理郭常芳袁是一名共产党员曰她负责
的鞋品袁是集团公司年销售超亿元的
野创效大户冶遥 为人和顺的她袁在工作

中严谨求实袁勤奋刻苦袁为了企业的
发展和利益忘我工作袁 无悔付出袁受
到同事及厂商的一致好评遥

郭常芳可是个野大忙人冶袁金元宝
商厦一尧二楼女鞋袁四楼男鞋袁金元宝

东方广场男女鞋和金元宝于家堡购
物中心鞋品的招商尧调整装修及促销
活动谈判等事宜都是她的分内之事袁
找到她不容易遥 就算碰到她袁想和她
安静地聊上几分钟也非易事遥因为她
所负责的卖场多尧 调整装修工作量
大尧促销活动频率高袁经常是接着厂
家座机电话的同时袁手机里又显示另
一个厂家的来电遥 一个接一个的电
话袁一次又一次地沟通袁一天下来嗓
子哑了成为野常态冶遥

经常在下班铃声响起时袁品牌厂
家发来调整装修的图纸袁 为了不影响
装修进度袁她总是审核完再下班袁她的
下班没有野铃声冶遥 她负责的品牌要进
场或撤场袁无论是夏季的汗流浃背袁还
是冬季接进场道具的寒风刺骨袁 她都
会坚守在现场袁直至深夜才能回家遥当
装修亮相后漂亮的柜台尧 精致的商品
和顾客们的好评纷至沓来时袁 她觉得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遥

工作中袁 郭常芳也非一帆风顺袁
一些供货商的不理解尧不配合袁甚至
脏话尧粗话尧无理取闹袁也会让她感到
很委屈遥 面对这些袁她对自己说院野一
名共产党员袁怎么能向困难低头钥 冶于
是袁她马上调整心态袁平复情绪袁再次
拿起电话耐心地与对方沟通遥持之以
恒的努力袁 确保了企业利益不受损
失袁也让她得到了品牌厂商的认可遥

在过去的一年里袁郭常芳放弃了
许多个公休日袁坚守在品牌装修的现
场袁 即使是在公婆双双患病住院时袁
她都凭着党员不会向困难低头的顽
强意志袁振作起精神袁妥善处理好工
作和家庭的关系袁她甚至还把工作带
到了病房尧带回了家袁而她从没有因
为自己的困难而耽误工作遥

郭常芳表示院野在金元宝集团 20
周年店庆之际袁被集团公司党委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感到无比自豪袁我将以
此作为新起点袁继续努力探索袁扬长
避短袁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使
自己的各项工作在稳定中创新袁在创
新中前进遥 冶她坚信院只要以积极的心
态主动工作袁无悔付出袁一定会谱写
出更加壮丽的篇章遥

“20年同行，感谢有你！”
金元宝集团“店庆季”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通讯员华静）
7月 10日袁 金元宝集团携手滨

海新区塘沽街道办事处尧新滨海义工
协会尧金元宝集团供货厂商及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袁共同举办的野爱心无限袁
与你同行冶大型公益活动将在金元宝
于家堡购物中心温暖启幕遥 据悉袁此
次活动为期 3 天袁7月 11 日尧12 日袁
分别在金元宝东方广场尧金元宝商厦
门前袁通过公益拍卖尧义卖等形式袁为
外来务工子女尧贫困家庭及残疾孩子
筹集善款袁提供帮助袁并通过参与体
验等形式袁让孩子们更多地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尧人间的挚爱遥
今年的 9月 26日是金元宝集团

20周年店庆袁集团公司以野感恩冶为
主线袁将在 7月 10日至 10月 7日推
出以野20年同行袁感谢有你冶为主题
的野店庆季冶系列活动遥

与此次大型公益活动相继推出
的还有金元宝集团精心策划的多种特
色营销活动遥 野 耶店庆季爷男装升级调
整袁出清特卖 2折起冶酬宾活动在金元
宝商厦尧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尧金元
宝东方广场共同推出遥 活动以装修升
级和离店撤场的品牌为主袁 涵盖应季

商品和反季商品袁 为消费者提供高性
价比的男士商品遥 金元宝商厦六楼推
出野床品夏凉品 2折起冶的让利活动袁
竹丝席尧竹块席尧冰丝凉麻席尧木藤席尧
牛皮靠垫尧牛皮坐垫凉枕尧夏凉被尧蚊
帐等品类参与其中遥 7月 18日袁三大
卖场还将凭借品牌优势袁汇集少淑尧淑
女尧熟女等品类袁共同推出野裙装商品
4折起冶的野裙装节冶遥 连续多年举办的
野金元宝翡翠节冶 不仅推出各品牌野1
折起冶特推款商品袁正价商品也将推出
野买满 200元减 125元冶 的超值活动遥
野金元宝箱包节冶 与暑期相约而至袁厂

商联袂推出了 野金元宝箱包特卖会冶袁
新秀丽全场 8折起袁 旅行者全场买满
300元减 100元起袁 其他品牌均提供
暖心的暑期礼品套装特供遥与此同时袁
众多品牌还将陆续推出秒杀商品尧多
倍积分尧答谢酒会等升级活动袁让消费
者在金元宝尽享网购价格的同时袁还
能拥有在实体店体验后的愉悦遥

多彩七月袁金元宝野店庆季冶系列
活动温暖起航袁 公益活动汇聚爱心袁
传递正能量曰 特色营销亮点不断袁福
惠百姓曰金元宝不改初衷尧回馈桑梓袁
彰显商界名企的大家风范遥

光荣榜
“七一”前夕，金元宝集团党委被中共滨海新区塘沽街道工作委员

会授予“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先进单位”。
为弘扬正气，鼓励先进，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

和战斗力，金元宝集团党委决定，对 2014-2015年度在各项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的 3个党支部、17名优秀共产党员、1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予以表彰。

先进党支部：金元宝东方广场党支部、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
广场党支部、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党支部

优秀党员：张贵华、韩红霞、崔悦、高贤素、郭常芳、于健、郭金奎、席
春霞、罗敏、何宝程、陈松、张淳艳、李岩、刘静、杨惠颖、张杰、陈晓波。

优秀党务工作者：阚宝云
集团公司党委号召各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向先进党组织

和优秀共产党员学习，紧紧围绕企业经济发展的中心，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实现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商 讯

荫 金元宝滑冰俱乐部
暑期活动全线启动：报
10 节教练课加 299 元
获月卡一张；办 30次卡
赠 10次；提高班、冰球
队学员招募中。（刘金秀）

荫 7 月 6 日至 19 日，
金元宝东方广场一楼共
享空间男装特卖会：斯
莱德、杰克琼斯等品牌
全场 5折起。 （于 娜）

（通讯员刘金秀）
7月 3日袁 位于金元宝于家堡

购物中心一楼的金元宝金店渊于家
堡店冤正式开业遥 精致的店面设计袁
典雅的购物环境及缤纷的酬宾活
动吸引了众多顾客驻足尧 选购袁开
业当日袁销势喜人遥

金元宝金店渊于家堡店冤经营面
积近 80平方米袁 主要经营黄金饰
品尧黄金工艺摆件尧黄金工艺金条尧
3D硬金饰品尧 珍珠饰品尧18K金珍
珠镶嵌饰品等袁 并提供以旧换新业
务遥 此次金元宝金店渊于家堡店冤的

入驻袁 进一步拓展了金元宝于家堡
购物中心的经营领域袁 填补了该地
区金饰品销售空白袁 满足了周边百
姓的购物需求遥金元宝金店渊于家堡
店冤会员正在火热招募中遥

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

金店开业 会员招募

荫 7月 10日至 23日，
金元宝商厦将在一楼推
出夏凉商品特卖会：森
淼、佳丽斯、美术馆等品
牌全场 10元起。（郑 浩）

图片新闻

（通讯员王桂萍）
6月 30日，金元宝集团党委召开了“庆祝建党 94

周年暨迎店庆 20 周年，向党献礼———优秀事迹报告
会”。会议由集团公司党办主任阚宝云主持；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石磊、党委委员、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新山及
所属 7大卖场党员、积极分子代表数十人参会。

会上，10名预备党员面向党旗宣读了入党誓词；先
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受到集团公司

党委的表彰；先进党支部及优秀党员代表介绍了他们在
企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集
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石磊代表集团党委做了总结发言。他
从党的建立到党的发展，从大的经济环境到企业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多角度进行了论述，勉励党员干部按照“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
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自觉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以实际行动为企业创效、为党旗增辉。

迎 20年店庆 向党生日献礼
———金元宝集团党委举办优秀党员事迹报告会

荫 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金元宝爱来无忧数
码电器广场家居类商品
全场 6.8折起；凌丰、欧
美达、米技、特美刻等品
牌锅具 2.8折起。（陈 泉）

送人玫瑰 手留余香
7月 11日、12日，金元宝集团“爱心

无限，与你同行”大型公益活动在塘沽解
放路商业街举行，期待您的参与。具体活
动细则，请关注金元宝集团微信平台。

卖场风采

（通讯员于娜）
7月 3日袁 金元宝东方广场召

开了 2015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汇报
会遥 对上半年的经营尧管理及服务
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曰全面分
析了下半年的市场形势袁对做好下
半年工作进行了部署遥 会议由金元
宝东方广场总经理助理刘淑娟主
持, 所属商场及职能部室部主任以
上管理人员参会曰集团公司总经理
助理尧金元宝东方广场总经理李静
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会上袁金元宝东方广场卖场及
职能部室负责人分别就上半年工
作的完成情况进了总结曰刘淑娟就
广场的服务及安全工作做了专项
总结袁她要求各单位下半年要进一
步规范服务礼仪袁 强化卖场管理袁
深化感恩情亲式服务袁精心打造整
洁尧舒适尧温馨的购物环境曰在集团
公司开展的 野感恩亲情式服务冶竞
赛活动中袁结合实际袁通过内容丰
富尧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将竞赛活
动推向高潮袁真正收到实效遥

李静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指
出袁金元宝东方广场在集团公司的
正确领导下袁以市场为导向袁科学
谋划袁优化调整布局袁强化管理袁提
升服务袁各项工作成绩斐然遥 今年
上半年总体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袁
实现了销售尧毛利双提升袁达到了
野时间过半袁 任务超半冶 的预期目
标曰成绩来之不易袁下半年任务更

加艰巨遥 当前袁集团公司发展势头
向好袁企业潜力巨大袁各兄弟单位争
先发展袁金元宝东方广场不能有丝
毫的懈怠袁我们要增强信心袁直面竞
争袁深挖潜力袁乘势而上袁主动作为曰
要自找压力袁增强动力袁形成合力袁
准确把握市场消费动态袁密切与采
供及供货商联系袁共同携手袁根据销
售卖点袁抓好货源袁黏住顾客曰在服
务上勇于创新袁完善细节袁凸显野感
恩亲情式服务冶曰 在员工队伍建设
上袁坚持以人为本袁凝心聚力袁激发
员工敬业爱岗尧无私奉献的热情袁只
争朝夕袁再创佳绩遥

会后袁各单位向员工传达了会
议精神袁对下半年工作进行了部署遥
大家纷纷表示院野我们要以永不服输
的自信尧奋发有为的斗志尧奉献拼搏
的精神袁全力做好下半年的各项工
作袁不断巩固和提升金元宝东方广
场整体竞争实力袁确保圆满完成全
年各项经济指标袁为集团公司可持
续发展战略顺利实施袁做出我们更
大的贡献遥 冶

奋进只争朝夕创效与时俱进
金元宝东方广场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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