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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高 芸）
近日，金元宝大五金超市食品

家饰商场随着桂顺斋品牌糕点的入

驻开业，糕点柜台调整改造工作圆

满完成，崭新的店容店貌受到广大

顾客的一致好评。

本次调整改造将糕点区域品牌

进行整合，引进了深受滨海百姓欢

迎的知名品牌——桂顺斋。为了不

影响销售，这次调整改造工作，食品

采供部和卖场负责人齐心协力提前

规划、安排，带领厂商人员充分利用

闭店后到营业前的时间，通宵达旦、

通力协作。调整中将原桂发祥和冠

生园两个品牌专柜隔离墙打开，使

卖场视觉空间变得更为通透，提高

了经营面积的利用率；新品引进，不

仅扩大了消费者的选购空间，更进

一步彰显出卖场的品牌效应，提升

了品牌综合竞争力；经营环境的提

升和崭新的品牌组合得到了消费者

的一致认可，销售连创佳绩。

栉风沐雨 砥砺前行 作者 梁 英

白驹过隙，激情翻涌，

栉风沐雨，岁月过往，

路漫兮，精诚至，

展一个前行的金元宝！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扬鞭奋蹄，万马奔腾，

跨越兮，勇向前，

展一个奋进的金元宝！

透过岁月凝眸，回望征程筑梦路，

追求与磨砺，梦想与收获，

机遇与创造，艰辛与辉煌，

一次次循环往复，

写就了金元宝的成长。

风雨兼程中稳步发展，

不懈追求中梦想成真，

打造“中国商业信用”企业，

跻身“天津企业100强”，

孜孜以求不懈怠，高歌猛进气如虹，

征程求索无止境，休戚与共永向前！

我自豪，我是金元宝的一员，

我感恩，你为我提供了成长的平台，

我无怨，我为你奉献了青春韶华，

我无悔，征程上有我的智慧和汗水，

我骄傲，我自豪，我们无怨无悔！

看见了那步步为营的金元宝足迹，

细数那锐意进取的金元宝轨迹，

感受着热心公益的金元宝大爱，

见证着一往无前的金元宝时代。

金元宝人共同承载着金元宝，

展现了一代又一代金元宝人的风采！

一路艰苦创业，追求与梦想同在，

一路荣辱与共，创新与超越共存！

日复一日间，我们秉承着——

“纯朴、热情、勤奋、忠诚”的企业精神。

年复一年间，我们铭记着——

“天道酬勤，商道酬诚”的企业精髓！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放眼未来，我们将踏着时代的节拍，

发展路上，我们向着百年梦想进军。

回首过往，把握今朝，

将金元宝的永恒代代传承，

放眼未来，蓄势待发，

向着百年梦想砥砺前行，踏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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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石美荣）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本是一个

线上节日，却让金元宝集团各卖场客

流如潮，热闹非凡。据统计，金元宝集

团“双十一疯抢节”活动期间，主营业

态实现销售859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922万元；“双十一”当天，实现销

售2553万元，同比提升了42%。金元

宝暴击“双十一”，创出了新佳绩。

金元宝集团“双十一疯抢节”让

消费者忙得不亦乐乎，先抢团购礼

券，再领“暴击卡”，瞄准心仪的商品

该出手时就出手，随后再去换个礼

品。“双十一”当天，许多顾客早早地

来到各卖场门前，营业的铃声响起，

直奔各卖场指定地点领取“暴击卡”，

可谓是有备而来。当天恰逢金元宝

“冬日美妆节”，各卖场的化妆品区域

更是人潮涌动，折扣、满赠、“暴击

卡”、加元换购等活动，让顾客充分体

会到金元宝实体店安心放心、实在实

惠的购物乐趣。

暴击“双十一”创出新佳绩
滨海百姓齐聚金元宝集团各卖场欢度滨海百姓齐聚金元宝集团各卖场欢度““疯抢节疯抢节””

商 讯

一周浏览时尚保暖驭冬有范时尚保暖驭冬有范 真爱奢华扮靓你我真爱奢华扮靓你我

金元宝集团“大衣节”倾情引领新潮流

用心做好销售 用爱赢得好评
——记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进口化妆品集合馆赵金花

服务明星

（通讯员 石美荣）
赵金花是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

心时尚奥莱馆进口化妆品集合馆的

一名普通营业员。主要负责销售迪

奥、兰蔻、雅诗兰黛、香奈儿、希思

黎 、娇 韵 诗 、倩 碧 、海 蓝 之 谜 、

FOREO 洁面仪等国际一线品牌的

化妆品、彩妆、身体护理及香水系

列。她以专业、细致、贴心的服务，

受到顾客称赞。在2017年集团公司

开展的“亲情暖心、服务是金”评比

活动中，被评为“服务明星”。

赵金花认为，“销售工作只有起

点，而没有终点”。她以此激励自

己，工作中不断充实、完善服务内

涵，用充满感恩的亲情式服务回报

顾客，以与亲人相互沟通的态度善

待每一位顾客，温暖着顾客的心。

在日常工作中，她通过细心观察发

现，来店内购物的顾客很多是年轻

的妈妈带着宝宝一起来。为了使年

轻妈妈们能安心购物，赵金花从家

里带来了孩子的玩具、图书和一些

婴幼儿用品，一面帮助顾客介绍商

品，一边哄着宝宝，让顾客能静下心

来挑选商品。为了帮助顾客选到心

仪的商品，赵金花细腻、透彻地将商

品的功效熟记于心。每当遇到肌肤

敏感的顾客，赵金花都会一遍遍叮

嘱顾客使用时应注意的事项，感同

身受地帮助他们解决肌肤困扰。

在赵金花接待的近百名会员中，

李姐是她印象深刻的一位。李姐正

值青春期的孩子起了满脸的青春痘，

治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效果。赵金花

得知后，先是提议孩子停用一切化妆

品，然后分析产生痘痘的原因，并帮

其慢慢调理，还为其介绍了店内销售

的 FOREO 洁面仪，能深层清洁肌

肤，改善红肿印记现象，是治疗痘痘

很好的辅助产品。听了赵金花的介

绍，顾客报着试试看的想法决定购买

一台。没想到几个月后顾客再次找

到赵金花，说孩子通过一段时间的使

用，面部得到很大改善，自己也自信、

乐观了许多，心情好了，学习成绩也有

所提升，这次来是专程对赵金花表示

感谢。听完李姐欣喜的叙述，赵金花

由衷地感到欣慰。

赵金花每天的工作忙碌而充实，

每周一次的卖场陈列也要花费很多

心思，商品和配饰在她的手里灵巧自

如地变换，不但为店面带来了勃勃生

机，也让顾客眼前一亮。为了维系好

会员并提升销售，她利用业余时间自

学彩妆技术，根据不同的顾客需求，

帮助顾客打造不同妆容。在处理售

后服务的过程中，赵金花总是换位思

考，查找自身的不足之处，将售前、售

中工作做到细致入微，最大限度避免

售后问题的产生。只要顾客有需求

她就会主动为顾客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所有的付出换来的是顾客的信任

和感谢。经过赵金花与柜组伙伴的

共同努力，进口化妆品集合馆今年上

半年实现销售近300万元，同比提升

15%，并实现零投诉，顾客满意率达

100%，得到商场领导及顾客的一致
好评。

（通讯员 王志翔）
为了提高广大员工对电信诈骗

的预防意识，保护资金安全，营造健

康、和谐的生活环境，金元宝商厦联

合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

刑侦支队，于11月6日下午，举办了

一场“防范转账，汇款诈骗，确保资

金安全”知识讲座。商厦百余名员

工参加了培训。

刑侦支队十大队教导员秦建

华同志担任主讲，他通过一个个真

实的案例，层层剖析，向员工展示

了诈骗分子利用手机、电话冒充公

检法、金融中奖、威逼恐吓、改签退

款 等 手 段 实 施 诈 骗 的 行 为 和 特

点。同时，提醒员工不要轻易回复

陌生电话和短信，不要轻易下载不

安全的APP。

员工们表示：“通过这次培训，

不仅了解到了诈骗分子惯用的一些

手段，更重要的是增强了防范金融

诈骗犯罪的警惕性，提高了资金安

全意识，为自己的工作、生活敲响了

安全警钟。”

● 即日起，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一楼东区举
办领秀、浣纱女品牌秋冬商品大型酬宾特卖活
动，领秀羊毛、双面呢大衣全场299元起；浣纱女
毛衫全场99元起。 （刘金秀）

（通讯员 王桂萍）
金元宝集团以“冬驭大衣时尚，

真爱皮草奢华”为主题的金元宝

2017 大衣皮草节将于 11 月 17 日拉

开帷幕。此次活动为期一个月，金

元宝商厦、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

金元宝东方广场三大卖场共同推

出，金元宝集团与厂商联手“以市造

节”，站在时尚前沿，积极应对秋冬

时节女性消费市场，传递真情回馈

的情愫。在此通过采访金元宝集团

女士儿童采供部经理周娟，解读消

费者关心的几个问题。

问：“大衣节”的意义何在？
答：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大衣皮草已逐步成为时

尚女性冬季上身率逐渐升高的时

尚单品。为适应消费市场，引领时

尚，拉动消费，我们与百余家合作

品牌厂商联手，整合资源，共同让

利，推出了“金元宝 2017 大衣皮草

节”。我们的初衷是要通过举办

“大衣节”搭建金元宝的时尚平台，

全方位地展示名品新款的魅力，传

递最新时尚潮流资讯，同时通过不

同形式的营销活动将更大的实惠

让利给家乡父老。

问：“大衣节”涵盖哪些品类？
答：此次“大衣节”主题活动是

面向女性朋友的。金元宝商厦、金

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金元宝东方

广场三大卖场的百余个女装品牌都

积极加盟到活动之中；涉及到的商

品品类有：秋冬款女士毛呢外套，羊

毛、羊绒大衣，皮草系列等。合作品

牌厂商对此次活动予以重视和支

持，积极储备货源。届时大家会发

现，所有品牌的今冬最新款式都会

在金元宝的卖场中悉数登场，保暖

又时尚，更能彰显女士魅力。

问：“大衣节”有哪些亮点？
答：对于消费者来讲，最大亮

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一是活

动期间全场女士品牌商品均有折

扣。其中：新品大衣 7 折起，“大衣

节”特供品 3至 5折，诗篇、恩裳、音

儿等品牌还推出 2 至 5 折秒杀活

动，实惠一目了然。二是通过金元

宝微信平台及时展示今冬最新潮

流趋势，解读并引领潮流时尚。三

是EITIE、香蕉宝贝、That's all、飞尼

克 斯 、COCODEAL、伊 华 欧 秀 、

FIVE PLUS 等众多知名品牌在活

动期间的周六、日，陆续举办“品牌

答谢酒会”、DIY 胸针制作沙龙、模

特静态展示等活动。为能与消费

者互动体验，部分品牌特别邀约品

牌会员到店，试穿本季推荐的新

品、新款；与此同时，推出皮草酬宾

展卖等。总之，各品牌将通过折

扣、买减、买赠、多倍积分等形式的

营销活动来答谢消费者。

金元宝2017大衣节经过精心筹

备，即将温暖登场。纵观卖场：各式

羊绒、羊毛大衣，简约的设计，细腻

的面料，又增加了成熟与优雅的元

素；皮草系列低调奢华、时尚典雅的

格调，彰显女神风范……到金元宝

各卖场实体店真穿、真试、真感觉，

才会拥有最适合的那一款；扮靓你

我，驭冬有范，愿每一位爱美的女性
都成为冬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 即日起至11月19日，金元宝商厦二楼Double
love开展“持金元宝贵宾卡、SVIP卡购物买返”活
动，满500元返200元电子券。 （王志翔）

● 11月16日至21日，女装品牌玛丝菲尔将在
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一楼中庭举办大型酬
宾展卖，皮草、大衣、羽绒服、外套、毛衣、裙装、
饰品等全场1至6折。 （王冉）

● 即日起，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推出
“电暖器冬季品牌惠”，美的、先锋、艾美特、格力、
TOSOT等品牌正价商品全场9折起。 （陈 泉）

预防金融诈骗 确保资金安全
金元宝商厦举办防诈骗知识讲座
















 

糕点区换新颜 老字号受青睐
金元宝大五金超市品牌调整见成效

（通讯员 石美荣）
立冬节气过后，气温下降明显，

自然界万物活动趋向静止，草木凋

零，蛰虫伏藏。立冬后养生需顺应

自然界闭藏的规律，以收敛阳气为

基础。下面小编就来介绍一下初冬

养生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多“点”水：立冬虽然排汗排尿

减少，但维持大脑与身体各器官的

细胞正常运作依然需要水分滋养。

立冬过后，一般每日补水应很多于

2000～3000 毫升。

出“点”汗：立冬养生要适当动

筋骨，出点汗，这样才能强身体。锻

炼身体要动静结合，跑步做操只宜

微微似汗出为度，汗多泄气，有悖于

立冬阳气伏藏之道。

早“点”睡：“冬月不宜清早出

夜深归，冒犯寒威。”早睡以养阳

气，迟起以固阴精。因而，立冬养

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样有益于

阳气潜藏，阴津蓄积；立冬后的起

居调养切记“养藏”。

护“点”脚：立冬健脚即健身。

天天坚持用温热水洗脚，最好同时

按摩和刺激双脚穴位。天天坚持步

行半小时以上，活动双脚。早晚坚

持搓揉脚心，以增进血液循环。

防“点”病：立冬过后，气候寒

冷，容易诱使慢性病复发或加重，应

留意防寒保暖，尤其是预防大风降

温天气对机体的不良刺激，备好急

救药品。同时还应重视耐寒锻炼，

提高御寒及抗病能力，预防呼吸道

疾病发生。

调“点”神：立冬寒冷，易使人情

绪低落。最好方法是根据自身健康

状况选择一些诸如慢跑、滑冰、跳舞

和打球等强度不等的体育活动，这

些都是消除烦闷、调养精神的良药。

进“点”补：立冬养生要科学进

补。阳气偏虚的人，选羊肉、鸡肉等。

气血双亏的人，可用鹅肉、鸭肉、乌鸡

等。不宜食生冷燥热的人，可选用枸

杞子、红枣、木耳、黑芝麻、核桃肉等。

药补则一定要遵医嘱，一人一法。

初冬养生七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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