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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 12月 10日，享誉全球的“反斗城”玩具店将
在金元宝商厦 6楼开张纳客。汇集芭比、万代、
Harsbro、Mattle、LEGO、Vtech 等数十个品牌，
上千款商品，开业酬宾，满额就送现金券。 （石伟）

商 讯

荫 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圣诞狂欢序
曲”。百货类冬款出清；名品年终折扣季全场 5折
起；工商银行信用卡消费满额立减；12月 17日
至 22日，更有微信“抢红包”。 （王冉）

荫 12月 5日至 18日，金元宝商厦一楼共享空
间举办女装特卖会，珂莱蒂尔、音儿、娜尔思、
BADEYA、诗篇等品牌全场 1折起。 （张万荣）

（通讯员石美荣）
在金元宝商厦提起 野巧手姐

姐冶尧野织补能手冶袁无人不知袁无人不
晓袁 她就是金元宝商厦少淑饰品商
场羊绒部主任陈桂萍遥 十几年间袁经
她手织补过的毛衫尧毛裤等毛制品袁
多达上千件袁受到顾客的称赞袁更让
人钦佩的是袁 她用一双巧手织出了
与顾客间的情感纽带遥

陈桂萍在金元宝集团从事服务
工作已经有三十个春秋袁 她把人生
最宝贵的时光都留在了这里遥 她常
说院野我的千针万线能够织汇出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尧 搭起心灵的桥
梁袁更包含着无数的信任与期待袁是
顾客成就了我的这双巧手遥 冶然而袁
陈桂萍的闪光点不止是这双 野巧
手冶袁还有她那强烈的责任感和爱企
业尧爱员工尧爱顾客的一片真心遥

陈桂萍在金元宝商厦多年的实

践袁造就了她敏锐的市场观察力袁从
中寻求商机袁抢抓销售袁并以自己所
获得的切身体会袁 毫无保留地对员
工进行技能培训和素质培养曰 她通
过场外特卖拉升业绩袁 并以此提高
员工的销售意识遥 在日常工作中袁她
更是以身作则袁为员工们做好表率遥
前不久袁借助野滨购体验季冶袁塘沽解
放路商业街上举办了大型的展卖活
动袁陈桂萍负责的野天美意冶品牌也
参加了活动遥 突发恶劣天气袁野天美
意冶品牌的展棚出现漏雨尧坍塌等现
象袁陈桂萍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袁疏散
人群袁安抚员工袁与现管保卫科员工
们奋战在抢险一线遥 经过她们连夜
奋战袁 冒雨将千余双女鞋抢运到了
安全地带袁并逐一检验袁擦拭干净袁
避免了财产的更大损失遥

陈桂萍视顾客为亲人袁 顾客更
是把她当作知心人遥 一位姓顾的大

娘袁 每次路过金元宝商厦都会到二
楼看看她袁看她是瘦了袁还是胖了袁
或者跟她唠唠家常袁 买什么东西都
让她瞧瞧袁 把陈桂萍当做最信任的
亲人袁就连和老伴儿吵架尧买假药受
骗了袁都要来和她讲一讲袁诉一诉遥
这样的顾客不只是这一位袁 所有与
她交朋友的顾客不是亲人袁 胜似亲
人遥 提起这些袁 陈桂萍总是感动地
说院野正是有众多的忠实顾客在维系
着我们金元宝这个含金量特别高的
品牌袁他们的信赖化作无形的动力袁
时刻激励着我们去勇于开拓袁 去奋
力拼搏遥 他们扎根在我的生命里袁我
感到很幸福遥 冶

今年袁 金元宝商厦二楼品牌调
整袁 陈桂萍挑起时尚鞋品区的装修
升级的重担遥 她将人员的招聘尧培
训袁货品的储备数量尧到店时间袁仓
库的截取尧分配袁以及装修尧拆柜尧人

员定岗等事事记于心中袁 件件周密
安排袁 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和各级
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袁8月 23日袁一个
崭新的时尚鞋品区开张纳客了遥 敞
亮的卖场袁时尚的鞋品袁精神饱满的
员工袁 这一切都是对陈桂萍努力的
最好验证遥

巧手织出情感纽带
———记金元宝集团 2016年“服务明星”陈桂萍

习惯下班的时候在商场门前
的广场上坐一会儿袁 静静地感受
周围美好的一切袁 喜欢公司门前
这宽阔的广场袁 喜欢被灯带包围
的商场外墙曰 喜欢在这闹中取静
的一隅里袁 静静地感受着这份繁
华曰 之所以喜欢这份涌上心头的
温暖袁源于四年前的那次初见遥

那是一个静谧的夜晚袁 是我
来到滨海新区的第一天遥 我坐在
出租车中欣赏着一个陌生城市的
夜景袁 远远地便看到那璀璨灯光
下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袁与
开发区的野五洲擎天冶遥相呼应袁
被暖暖的光晕笼罩的外墙仿佛一
个散发着魔力的天使之翼袁 带给
当时的我最需要的温暖和力量遥
野真漂亮浴冶我忍不住赞叹遥司机师
傅自豪地说袁野这就是咱塘沽的百
货老字号金元宝的一家店袁 金元

宝已经有小 20年了袁商业街还有金
元宝商厦噎噎冶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
时代袁能屹立 20年还能成为当地人
骄傲的商企真的让人敬仰遥

当时的我怎么都没想到袁缘分使
然袁一个月后我竟然来到这个让我赞
叹的地方工作了遥作为一个不了解情
况的外地人袁 我当时并没有太激动袁
但随着对金元宝集团的深入了解和
周围朋友的解说袁我才知道自己是有
多幸运袁机缘巧合袁才成为金元宝这
个大家庭中的一员遥 金元宝集团袁这
个滨海新区商业龙头企业袁从此就成
了我在天津的第二个家遥

还记得在岗前培训的时候袁领
导对我说袁 金元宝集团之所以能够
从小到大袁由弱到强袁在风云变幻的
商海中屹立近 20年袁成为如今的行
业翘楚袁 是因为一直秉承 野质量第
一尧顾客第一尧信誉第一冶的经营宗

旨和野以人为本尧诚信服务冶的经营
服务理念遥 想要成为真正的金元宝
人袁就必须始终恪守企业精神袁把顾
客当成自己的亲人袁 怀着感恩的心
真诚尧热情地为顾客服务袁让老百姓
信任我们袁支持我们遥 虽然岗前培训
已过去了四年袁 但领导的这番话却
时时萦绕在我耳边袁 让我沿着前辈
们走过的路袁满怀激情地努力前行遥

作为金元宝集团旗下的高端商
业项目袁 当时的金元宝滨海国际购
物中心还处于开业初期袁 犹如一个
襁褓中的婴儿袁 一切有待成长和完
善遥 经过 4年的历练袁如今俨然成长
为开发区成熟的商业地标袁 销售业
绩逐年提升遥 而我有幸在这四年里
陪他一同成长袁 见证了他的每一份
荣耀和创造的每一个奇迹遥 眼见着
国内外一线品牌被陆续引进袁 业态
在不断完善袁 完美的服务得到越来

越多消费者的赞誉袁 我打心底里
涌出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激动袁就
像听到别人夸自己家一样高兴遥
都说市场营销部是一个公司的窗
口袁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领导的指
导下做好商场每一季营销活动的
调研尧策划和广宣工作遥这就需要
部门同事间的相互配合袁 我所在
的团队是一个团结进取的团队袁
大家始终保持旺盛的热情和积极
付出的心态袁 把金元宝当成了自
己的家袁 同事之间也早已成了相
亲相爱的一家人遥

四年的相守相伴袁 我越来越
明白为什么在这个网购电商飞速
发展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袁
滨海人最信任尧 最喜欢的始终还
是金元宝袁 正是因为金元宝集团
始终不忘初心袁 用 21年的时间袁
用野以人为本尧诚信服务冶的实际
行动袁精心地呵护着尧打磨着野金
元宝冶这块金字招牌袁时间越久袁
在消费者的心里越发光亮遥

作 者 王 冉

我爱我家

（通讯员陈泉）
12月 10日袁金元宝爱来无忧数

码电器广场推出圣诞系列营销活动
之野双十二冶重磅酬宾袁将连续 3天袁
在启动野线上线下袁同款同价冶的同
时袁野套购享大礼冶尧野厂价直供冶尧野定
金当钱花冶等更是让人喜上眉梢袁将
在滨海再次掀起家电购物潮遥

进入 12 月袁2016 年将渐行渐
远袁纵观这一年的家电市场袁堪称严
酷的洗礼与较量遥 面对市场经济增
速放缓的大环境和电商等新型业态
的冲击袁 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
广场广大干部员工袁以市场为导向袁
调整布局尧科学管理尧提升服务袁与
厂商精诚合作尧真诚携手袁伴以丰富

多彩的营销活动真诚回馈消费者袁
全力拉动销售袁在逆势中寻找商机袁
促进广场效益稳步增长袁 仅今年 11
月份袁同比增效达 7个百分点遥

成绩的取得袁 是集团公司的正
确导向尧是全体员工的忘我付出尧是
品牌厂商的鼎力相助尧 是广大消费
者对爱来无忧的信任与厚爱遥 以刚
刚过去的野双十一冶为例袁爱来无忧
联合 30余个家电大品牌袁10余个手
机数码品牌袁喊出了野线上线下袁同
款同价冶的口号遥 顾客一致反映院野线
上耶雾里看花爷袁售后麻烦更大袁而金
元宝爱来无忧的诚信度袁 让我们真
正体验到了实惠与放心遥 冶为了提升
销售袁 广场员工在销售岗位上接待

好每一位顾客袁 有些员工为扩大活
动的影响面袁 下班后放弃自己的休
息时间袁到居民社区尧写字楼进行活
动宣传遥 野双十一冶期间袁广场不仅销
售额再攀新高袁 更让滨海百姓在线
下获得了更大的实惠遥

针对即将到来的野双十二冶袁广场
提早筹划袁与厂家进行磋商袁保证做
到与野双十一冶相比酬宾力度只增不
减遥 在延续野线上线下袁同款同价冶活
动的同时袁各品牌拿出了自己的特色
营销活动袁野套购享大礼冶尧野厂价直
供冶尧野定金当钱花冶等活动袁在让顾客
少花钱袁买好货的同时袁联合本地优
质商家送出野超值大礼包冶袁包括汽车
免费洗护券尧话剧演出折扣券尧披萨

尝鲜券等袁让顾客在购得优质商品的
同时袁更能体验高品质生活遥 进入 12
月份袁同时也进入了野圣诞促销季冶袁
广场精选了一批时尚新颖的圣诞单
品袁如院手机 VIVO X7尧X-box 游戏
机尧便携投影机尧破壁机等袁将以圣诞
特惠价位回馈顾客遥

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
负责人表示院野经济效益的提升袁说
明家乡父老在用人民币为爱来无忧
投野赞同冶票遥 我们一定不负众望袁百
尺竿头袁 更进一步袁 充分发挥我们
耶无忧服务爷的优势袁整合资源袁挖掘
潜力袁将更多的品质高尧价格实惠的
商品奉献给顾客袁 让广大消费者真
心爱来袁永远无忧遥 冶

荣誉之旅

圣诞“雪”拼季
选礼有攻略

（通讯员阴妮）
圣诞节将至袁金元宝集团野圣

诞耶雪爷拼季冶主题营销活动正在进
行中遥 怎样给孩子准备一份表达祝
福尧 给爱人准备一份表达情感尧给
好友准备一份表达关怀袁 性价比
高袁又不失时尚的圣诞礼物呢钥 就
让小编去金元宝集团所属各卖场
为你搜罗礼物备选品吧遥
圣诞节最动人的传说就是袁圣诞

老爷爷坐着麋鹿雪橇车给小朋友送
礼物袁那床头的袜子就是孩子们五彩
的期盼遥 金元宝商厦六楼 GRAIN
DE BEAUTE KIDS品牌的儿童饰品
系列就是这期盼的总汇袁那些被穿满
童趣的五彩的饰品袁可满足每一个女
孩的公主梦遥不管身处在金元宝集团
的哪个卖场袁丹尼熊品牌的玩偶们总
能让你忍不住拥抱入怀袁那超萌的造
型尧软糯的手感袁定能给孩子们一个
最好的成长陪伴遥

如今袁 圣诞节早已被年轻人贴
上了主流的标签袁 绝对是情人间约

会的理由袁 在瞬间被温暧萦绕的氛
围中袁 一款香水是情人之间圣诞礼
品的最佳选择遥 范思哲的晶钻尧臻挚
粉钻都是具有强烈女性气息的香
水袁 多层次的味道尧 精致通透的瓶
身袁让遇见的女子芳心荡漾尧爱不释
手遥 宝格丽海蓝男士淡香水是自信
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袁 体现男人强
大的力量与阳刚之美遥 在圣诞节这
样浪漫的日子里袁 选一款适合的香
水袁表达情感袁也让回忆悠香漫长遥

无论处在哪个年龄段袁 拆礼物
的时刻都是最美妙的享受遥 回顾一
年来朋友的关心帮助袁那些一起哭尧
一起笑的日子都是难忘的遥 周生生
charme系列饰品尧 安德兰庄园干红
葡萄酒尧 奥佳华爱膝足按摩器等都
是答谢朋友最好的选择遥

礼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袁 只是
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袁 它的含义有
野我爱你冶尧野谢谢你冶尧野对不起冶袁还
有噎噎让一份圣诞礼物表达你的情
感吧浴 来金元宝袁给你最好的选择遥

荫 12月 5日至 18日，金元宝东方广场一楼共
享空间举办鞋品特卖会：百丽、Tata、森达、百思
图、皮尔·卡丹、科古琦、卡曼妮、意尔康、金迈王、
亨达等品牌全场 2折起。 （于娜）

“双十一”温度尚存“双十二”热潮来袭

金元宝爱来无忧备足“家电大餐”

（通讯员王桂萍）
12月 3日，位于金元宝于家堡购

物中心三楼的胜道运动名品折扣店隆
重开业。直观、便捷、温馨的购物体验，
得到顾客的认可，连日来，销势喜人。

胜道运动名品折扣店是胜道体育
旗下的“YYoutlets”,店面总面积近 600
平方米，与毗邻的户外运动品牌店相
得益彰；其集合了阿迪达斯、耐克、
360、PONY、斯凯奇、三叶草、NEO、
匡威、哥伦比亚、PUMA、李维斯、
KAPPA、鬼冢虎、迪亚多纳、纽巴伦等
15个运动生活类的知名品牌，也是迄
今滨海新区胜道系列品牌最全、折扣
力度最大的运动名品折扣店，全场 3
至 7折的货品吸引了新潮一族。
“胜道体育 ”厂商代表表示，我

们此次投巨资在金元宝开店，看重的
是金元宝集团深厚的企业文化底蕴
和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多业态广
阔发展的前景，我们相信，厂商真诚
合作，定会让消费者感受到实惠和满
意，进而实现厂商双赢。

图片新闻

（通讯员王婷婷）
近日袁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邀

请一线品牌店长李丽美尧 耿斌及内
训师张璐在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
器广场的培训教室举办了以 叶销售
像呼吸一样简单曳尧叶V 时代微信营
销和 VIP 维护曳尧叶销售异议破解
术要要要服装篇曳 为内容的三场导购
员系列培训遥 来自金元宝于家堡购
物中心尧 金元宝东方广场近 200名
导购员参加培训遥

培训中袁大量的真实案例袁互动
提问的授课方式袁 准确到位的讲解袁
不仅一次次将培训气氛带入高潮袁更
使学员们学习掌握了如何通过自己
的精准服务和娴熟的商品知识来提
高商场品牌客单成交率和连单率的
技能曰如何通过开拓微信营销渠道的

方式袁 做足销售前的营销引导工作袁
变休闲顾客为精准顾客袁将精准顾客
提升为朋友顾客袁让朋友顾客转化为
VIP顾客的方法遥 同时袁讲师们还传
授了在售前尧售中尧售后各个环节如
何消除顾客异议袁在语言表达上的技
巧等袁进一步增强了一线导购员的销
售技能水平袁此次系列培训在大家热
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遥

学习销售技巧 提升服务水平
金元宝集团开展导购员技能系列培训

一周浏览

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喜添“新丁”
胜道运动名品折扣店 12月 3日掀开面纱

（通讯员于娜）
近日袁 金元宝东方广场经理室

召开会议袁 对 1至 11月份的销售尧
管理尧服务尧安全等方面工作进行交
流和研讨袁对 12月份的工作重点做
出安排袁激发干部员工的工作激情袁
力争 2016年圆满收官遥

会上袁 各商场经理及职能部门
负责人对今年前 11 个月的工作进
行总结袁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交流袁
大家各抒己见袁集思广益袁围绕着全
面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各项任务指
标和今后的发展走向献计献策遥 集

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尧 金元宝东方广
场总经理李静指出院野12月份袁 是完
成好全年销售任务的关键袁 我们要
对 2016年的工作做好总结和盘点袁
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找出差距和问
题袁 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袁 齐心协
力袁抢抓销售的同时袁做好各项工作
的收尾袁为 2017年各项工作的高起
步夯实基础遥 冶

会后袁 各商场及职能部室及时
传达了会议内容袁动员全体员工袁齐
心协力袁 密切配合袁 全力以赴做好
2016年最后的冲刺工作遥

挖掘自身潜力 力争圆满收官
金元宝东方广场召开会议部署 12月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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