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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展台

（通讯员 石美荣）
今年年初，以崇尚自然

之道，传承中国皇家医药经

典，向大众传播健康滋补文

化，引领天然养生风尚的“萃

燕堂”品牌燕窝入驻金元宝

超市，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萃燕堂”名字取臻萃

燕窝精华之意，该品牌以

“天生爱美”为口号，致力于

传播燕窝文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打造全新燕窝产业标准。印度尼

西亚素有“千岛之国”的美称，地处热

带雨林气候带，全球近百分之九十的

金丝燕自然栖息于此，是全球最大的

燕窝原产国。“萃燕堂”于印尼三大金

丝燕主要栖息岛屿设立核心产区，严

控经纬度范围，优中选优，以优化产

区生态吸引优质金丝燕种群筑巢繁

衍，保证燕窝原料的高营养。“萃燕

堂”燕窝加工工厂位于印尼三宝垄，

全现代化严苛无菌工作环境，将科学

严谨融入每一个加工环节。数字化人

员管控管理，天然纯粹，传承经典，杜绝

任何化学药物及添加剂，不粘合燕碎。

清洁、浸泡、挑毛、定型、风干……每

一个环节都在近乎苛刻的标准下完成，

确保每一盏燕窝的营养、安全及品

质。“萃燕堂”的每一盏燕窝都拥有国

家检验检疫科学院出具的溯源二维

码，每一批次产品都拥有中检机构

“推荐品牌”码，并均经全球权威认证

机构 SGS、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及

“萃燕堂”燕窝科研室检测，实现品质

监控透明化。“萃燕堂”燕窝泡发率可

达八倍以上，唾液酸、蛋白质等营养

物质含量高。品牌产品已与中国人

保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并加入燕

窝诚信联盟，誓为每一位消费者提供

安全放心、高品质的燕窝滋补体验。

“萃燕堂”用心去发现自然万物

之美。它并不是燕窝的生产者，而

是天然营养的传播者，更是燕窝文

化的守护者。其精挑细选，只为每

一位社会精英提供安全纯净的天然

营养；专注专业，只为贴心守护每一

天的生活品质；量身定制，只为高效

实现每一个家庭的健康梦想。

萃取自然之物 传递和谐之美
“萃燕堂”品牌燕窝入驻金元宝超市

● 即日起至3月18日，
金元宝大五金超市推
出“诚信‘3·15’，真情
回馈”活动，当日购食
品、日百家饰商品满
200元返10元电子券；
购五金、电料及家装商
品满额赠好礼、联单
“送”礼金。 （高芸）

● 3月15日至21日，
金元宝商厦一楼共享空
间推出寐床品展卖会，
新款商品8折起，买满
1000元送400元，特价
品3折起。 （王志翔）

● 即日起至4月4日，
金元宝东方广场一楼
共享空间推出大型运
动特卖会，耐克、李宁、
探路者、特步等品牌全
场2折起。 （于 娜）

 


































（通讯员 李 颖）
近日，金元宝集团工会开展了以“相约三月·魅力

女人”为主题的“三八”节系列讲座活动，旨在丰富广

大女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树立女性自信、自尊、自

强、自立的意识，提高广大女性对“美”的认知，使全体

女员工度过一个和谐、欢乐的节日。集团公司工会各

分会积极参与，共有200余名女员工参加活动。

此次讲座为期两天，分为美妆、美体、DIY 三个

篇章。在集团公司化妆百货采供部和针鞋家居采

供部的大力支持下，讲座特邀国内外知名资深美

肤、彩妆和美体讲师，精心准备了当季流行妆容及

健康主题讲座，让现场员工受益匪浅。在 DIY 环

节，讲师带领大家制作香薰包和精油蜡片，现场气

氛热烈，动手动脑，欢乐无限。

此次讲座活动寓教于乐，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女员

工的工作热情。大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将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

和干劲，共创金元宝集团辉煌的明天。

一周浏览

欢度“三八”节 赛场展风采
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趣味运动会如火如荼

（通讯员 任秀丽）
近日，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

心根据上级要求，组织开展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反恐防暴”安全教育

培训。旨在通过这次安全教育培

训，让广大员工提高反恐意识，进

一步提升员工对恐袭事件的应对

处置能力。

此次培训邀请了天津市滨海新

区公安局开发分局巡特警支队支队

长刘洋担任讲师，围绕反恐法内容，

针对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

所恐怖袭击事件的种类、应对措施等

内容多方面、全方位地进行了现场解

析。在刘支队长的精彩讲解中，现场

人员热情高涨，不仅认真聆听、详细

记录，而且与讲师积极互动，每一位

与会人员学以致用，受益良多。

提高反恐意识 提升应对能力
金元宝滨海国际开展“反恐防暴”安全教育培训

班组建设

销售锲而不舍 服务细致入微
——记“最美和谐品牌”金元宝大五金超市恒洁卫浴销售团队

（通讯员 石美荣）
王中娜是金元宝大五金超市恒

洁卫浴品牌的店长，她与两位姐妹

组成了该品牌的销售团队，用锲而不

舍的精神完善着细致入微的服务，多

次将恒洁卫浴推上卖场卫浴品类销

售榜首，并在去年超市开展的劳动竞

赛活动中被授予“销售先锋奖”，被恒

洁集团评选为“优秀店面”。

恒洁卫浴品牌入驻金元宝大五

金超市已有十余年，除品牌商品备

受消费者青睐外，销售团队更是以

精致的服务受到多方好评，赢来了众

多回头客。三姐妹创新服务思路，深

挖服务潜力，勤学专业知识，苦练业

务技能。为完善服务，她们推出了进

店一杯水、增设休闲小食品；对潜在

客户添加微信，免费上门测量、设计，

跟踪客户购买情况；对安装客户进行

及时回访，定期回访，做好优秀品牌

口碑宣传等多项优质的服务措施。

为了更好地提升品牌售后服务质量，

恒洁品牌实施了“恒速优”星级服务

标准，推出了24小时上门服务。

去年3月份，一对计划装修的夫

妇来到恒洁卫浴，由于预算问题，使

其犹豫不决。三姐妹抱着只要客户

不成交就绝不放弃的信念，之后的两

个月一直电话、微信跟进。直到5月

底，她们再次到该顾客所在小区走

访，与客户商谈可以进行免费测量和

设计，客户虽然同意先测量尺寸，但

还是没同意选购恒洁的商品。通过

几个小时的测量并设计出草图，她们

回到店面，交给设计师进行整体设计

并绘制效果图，再邀约客户到店。顾

客虽如约而至，但由于男士身体不舒

服一直不说话，细心的王中娜为其倒

来热水，仅寥寥数语后顾客便要起身

离开，显然没有要选定商品的意思。

得知顾客正在看周边品牌的橱柜后，

她们找到客户，为其送上胃药，仅仅

这个小小的举动，当场让客户十分感

动，男士激动地说：“太感谢了，你们

的服务真是没得说！”几天后，她们又

去该小区进行二次测量，针对顾客中

意的商品如何摆放更合理、美观，她

们与顾客反复沟通、几次修改设计方

案，并于当晚10点多，将修改好的设

计效果图发给客户，客户得知她们为

了设计图仍没下班，深深被她们的坚

持和付出所打动，顾客最终订购了8
万余元的商品。从顾客的第一次进

店，到订单成交，历时近 3个月的时

间，三姐妹锲而不舍的精神，得到顾

客的认可，也成为卖场的佳话。

多年来，三姐妹专注品牌售前、

售中、售后服务的提升，使销售业绩

一直稳居卖场销售前列，优质的服务

使恒洁卫浴成为卖场“零投诉”品牌。

● 金元宝于家堡购物
中心一楼推出男女装
酬宾活动，日尚 99元
起；欧佩诗3.8折；乔诺
尔 50元起；保罗男装
98元起。 （刘金秀）

商 讯

● 即日起至3月21日，
金元宝滨海国际一楼
中庭举办雅莹女装展
卖会，部分商品3折，到
店扫码可领取 188 元
代金券。 （刘福丹）

（通讯员 赵 钊）
3月 9日，天津金元宝滨海农产

品交易市场以“栉风沐雨，砥砺奋

进”为主题的开业十周年表彰大会

隆重举行。天津市交易市场协会、

天津市王顶堤集团公司、中国市场

学会及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领

导先后致辞；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总经理

石磊，副总经理邵明达、杨洪利等领

导出席会议并为“创卫工作先进单

位”“优秀员工”“优秀商户”“十年奋

进之星”“奉献之星”“创业之星”“杰

出团队之星”颁奖。中国市场学会

领导为金元宝市场颁发了“全国农

产品市场发展特别贡献奖”。会议

由市场业务科科长米琳和集团公司

工会干部李颖主持。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金元宝

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总经理石磊在

致辞中对前来参加此次盛会的各位

领导、嘉宾、朋友表示欢迎和感谢；

对今天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

贺，同时对十年来各级领导的关怀

指导、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市

场董事会的鼎力支持、广大商户及

干部员工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

谢；对市场十年来走过的艰辛历程

和取得的辉煌成就进行了简要回

顾。展望未来，提出了新的发展愿

景：将按照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借

助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优势，依托滨

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时代良机，借力

自贸区利好政策，以筹划新区农产

品物流产业园为目标，以民生需求

为导向，以促进农产品大流通为己

任，构建农产品产销网络，拓展交易

平台，在进一步丰富百姓“菜篮子”的

同时，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品牌优势和

管理优势，以开拓创新的勇气、砥砺

奋进的精神、扎实苦干的劲头，站在

新起点、展示新作为、再创新辉煌。

会上，大家共同观看了《“栉风沐

雨 砥砺奋进”——金元宝市场十周

年发展巡礼》专题片。那一幕幕感人

的创业场景、一组组醒目的飙升数

据、近百个骄人耀眼的荣誉光环，告

诉人们：昔日芦苇丛生的盐碱荒地，

如今，占地面积10.7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9.2万平方米的金元宝滨海农产

品交易市场气势恢宏。2017 年，市

场创出了交易额 55亿元、年交易量

突破 70万吨的佳绩，成为金元宝集

团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市场以“服务

滨海，关爱民生”为己任，经过十余载

的辛勤耕耘，“三年大变样，五年大跨

越，十年大发展”的战略目标顺利实

现，不仅搭建了具有综合优势的农副

产品交易平台，丰富了百姓的“菜篮

子”，更是为滨海新区经济的繁荣发

展、和谐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会上，天津金元宝滨海农产品

交易市场老领导尹波申、孙胜利和

孔维俊等老同志与大家欢聚一堂，

对市场十年巨变感慨万千；优秀商

户代表张银寿和优秀员工代表李文

茂表达了他们初心不改，砥砺前行，

再创辉煌的决心和信心；员工创作

的诗朗诵《赞市场》和李颖的一曲

《为我们的今天喝彩》等精彩节目表

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将表彰大会

推向了高潮……

站在新起点站在新起点 展示新作为展示新作为 再创新辉煌再创新辉煌
天津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喜迎天津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喜迎1010周年场庆周年场庆

（通讯员 刘金秀）
近日，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

为迎接第 108个国际劳动妇女节的

到来，丰富员工业余生活，组织卖场

近百名女员工开展了第三届趣味运

动会。大家积极参与，奋力拼搏，以

饱满的热情欢度“三八”妇女节。

此次运动会分为五人制和十人

制两项毽球比赛，赛场上，女员工们

各显其能、奋勇争先，毽球翻飞好似

烟花绚丽多彩。观众席的呐喊声、

助威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让趣味运

动会成为欢乐的海洋。

活动结束后，员工们纷纷表示，

此次比赛不仅促进了身心健康，更

发扬了大家的团队意识和拼搏精

神。今后她们将把这种精神带到工

作生活中，用实际行动在各自的岗

位上创造新的业绩，展示出金元宝

女性的独特魅力。

图片新闻

相约早春三月 尽显女人魅力
集团公司工会“三八”节系列讲座不同凡响

（通讯员 陈 泉）
3月9日至15日，金元宝爱来无

忧数码电器广场推出以“诚信‘3·15’，
感恩真低价”为主题的“3·15”大型

酬宾活动。做为春节后的首场大型

营销活动，得到厂商的高度重视和

积极配合，各大品牌纷纷推出重磅

活动，助力“3·15”。在集团公司给

予有力宣传的同时，广大员工也通

过微信、短信等形式进行传播，一时

间霸屏朋友圈，也成为滨海百姓热

议的话题。

本次活动与往年相比品牌参与

度更高、酬宾力度更大、活动形式更

多，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其中，

购买三星电视、美的冰洗、夏普电视、

志高空调、卡萨帝冰箱等大家电单台

满1000元减100元，满2000元减200
元……；小家电全场 7折起；家居商

品全场 4.5折起；手机直减 50至 300
元；电脑直减100至500元；同时，还

推出烟灶“满减返”及特惠套餐、家居

惊爆秒杀等活动。活动期间，会员购

物再享全场 5 倍积分。海尔、卡萨

帝、海信、科龙、长虹、老板、方太、帅

康等知名品牌更是准备了“套购”大

礼，让消费者畅享物美价优。

不少品牌厂商借此时机，还推

出体验活动。如：卡萨帝洗衣机“空

气洗”，免费为顾客清洗贵重衣物，

在为顾客节省清洗费的同时，也让

顾客亲眼见证新产品的强大功能；

小家电挂烫机专柜也针对新产品进

行现场演示，并免费为顾客熨烫衣

服；锅具品牌更是热闹非凡，多种美

味食品供顾客免费品尝。

诚信真低价，服务更无忧。金元

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一向以“金

牌服务”在滨海消费者心中扎根。不

少顾客都是在网上比价后，再到此购

物，他们表示：“买东西价格是一方

面，能真真切切地看到商品，听到讲

解，体验到贴心的服务，才能让我们

买着放心，我们信赖爱来无忧。”

开春抢家电 倾情价更低
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3·15”重磅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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