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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展台

（通讯员 邵玉滨）
近日，成熟女装品牌“慕天姿”

闪亮入驻金元宝东方广场三楼名媛

绅士馆，奢华、高贵、优雅、知性的服

装风格，搭配其精益求精的品质，受

到滨海女性的青睐。

“慕天姿”是尚仄公司力推的一

个以连衣裙为主打产品，多品类、多

系列的成熟女装品牌。致力于将西

方高雅文化的精髓自然融于服饰文

化中，为成熟女性在工作生活中带

来自信、从容而不失智慧的典雅气

息。同时，以敏锐的时

尚目光、考究的设计亮

点，强化品牌视觉美

学，升华女性的魅力和

生活品位，满足现代女

性追求美的内心诉求。

该品牌所倡导的

“奢华高贵的生活，展

现无与伦比的美丽！”

理念，将顾客群体定位

为 35至 45岁的都市优

雅女性，因为她们充满智慧，追求秀

外慧中。出入轻松舒适的办公室、行

于浪漫随意的时尚街头、参加优雅愉

快的聚会、面对灵性智慧的商业谈

判，无论是哪个场合，都成为“慕天

姿”服饰的展示平台，为穿着者打造

出优雅、别致、高贵、婉约的一面。

自“慕天姿”品牌 4月份进驻以

来，恰逢结婚季，品牌公司不仅应季

地推出了繁华锦绣——红妆系列，还

以多样的款式及亲民的价格，赢得了

广大顾客的良好口碑，自那一刻起销

售业绩稳步提升。许多准备结婚的小

两口，带着准婆婆和准丈母娘一起专

程到店选购妈妈装的场景彰显温馨、

和谐。这也让“慕天姿”品牌由东方广

场迅速融进滨海爱美女性的心中。

爱慕天姿国色 丽质璀璨人生
慕天姿女装入驻金元宝东方广场三楼

●即日起，金元宝滨海
国际购物中心一楼名品
区推出名品折扣季，
CERRUTI 1881、施华
洛世奇、雅格狮丹、
EMPORIO ARMANI、
COACH、 VERSACE
COLLECTION等品牌
部分商品5折。 （段绍维）

展品牌文化 促特色管理
金元宝大五金超市开展品牌文化展示活动

（通讯员 高 芸）
近日，金元宝大五金超市组织

开展专卖店品牌文化展示活动，超

市两个卖场推荐的五个优秀品牌店

进行了特色管理文化展示。

活动作为今年超市服务竞赛中

一项评比活动，以店面经营、销售、

服务管理为主线，通过多种形式展

示品牌经营理念、销售激励机制、服

务技能培训、优质服务标准等特色

管理内容。恒洁、箭牌、顶固、萨米

特、同仁堂五家品牌店店长从品牌

管理优势出发，分别介绍了员工礼

仪培训、销售心理分析、商品推介经

验，以及店面管理标准、星级导购服

务、无忧售后服务、电脑实景设计、

滋补养生知识宣讲等特色管理经

验，让到会的各位店长收获颇丰。

会场上，品牌店以其独具特色、生动

有趣的“抓钱舞”“十全十美掌”“give
me five”等团队激励形式让大家感受

到专卖店团结共进的精神风貌。

此次展示活动有效促进了各品

牌店相互学习、借鉴经验，不断完善

服务细节，强化销售的精准定位，提

升顾客购物感受。

●即日起，金元宝于家
堡购物中心滑冰俱乐
部老会员续卡享折上
折，10次教学卡、10次
场卡会员套餐价1527
元，30 次场次卡仅需
960元。 （刘金秀）

一周浏览

●即日起至6月24日，
金元宝大五金超市水星
家纺全场5折起；好太
太电动、手动晾衣架特
价酬宾。 （高 芸）

●6月7日至20日，金
元宝商厦一楼共享空
间举办卡宾男装大型
酬宾活动，衬衣、T恤、
休闲裤、短裤等商品全
场3折起。 （王志翔）

商 讯

● 6月15日至7月28
日，金元宝东方广场一
楼举办斯莱德、杰克琼
斯大型特卖会，全场货
品5折起。 （于娜）

班组建设

顾客至上 满意如家
——记“优秀品牌”金元宝滨海国际精品超市烟酒柜组

（通讯员 刘福丹）
在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一

楼精品超市烟酒柜组有五位年轻靓

丽的姐妹花，她们不仅人长得漂亮，

更以精致周到的服务受到顾客的一

致好评。该部组自开业以来严格遵

守商场各项规章制度，她们凭借着

对企业的忠诚和高度的责任感，以

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爱岗敬业的工作

精神，团队协作、友爱互助，得到各

级领导的肯定。她们用勤奋和努

力，多次摘得“先进部组”“明星柜

组”“优秀品牌”等荣誉，员工李静敏

和李延晓曾获“含笑之星”“先进个

人”称号。

在工作中，五姐妹以遵守行业

标准为己任，努力提升自己的服务

质量和水平，争取为顾客提供最优

质的服务。她们对待每一位消费者

从不计较客单价的多少，从始至终

用心去接待，处处为顾客着想，把顾

客的利益放在首位，力求让每一位消

费者都能满意而归。为提高成交率

和成交数量，五姐妹集思广益，开展

了一系列熟悉商品的演练活动，并结

合实际，深入了解顾客需求，为顾客

推荐性价比高的商品，让顾客用最

低的价格买到最

实惠的商品。

有一次，一

对穿着朴素的夫

妇 前 来 挑 选 酒

品，根据顾客的

挑选范围，她们

发现这对夫妇显

然不是很懂酒，

挑选起来有些盲

目。她们先是耐

心地讲解顾客目

光扫过的各类酒品，接着询问起顾

客的用途，以及能承受的价位，并根

据顾客需求分门别类地为顾客推荐

了几款性价比颇高的酒。顾客非常

满意，也被店员们专业细致的服务

所折服，将原本还在犹豫的婚庆用

酒选择，一下子就交给了她们。当

时，适逢商场正推出使用银行信用

卡刷卡满减活动，店员提醒顾客可

以利用这个活动享受更大的优惠，

顾客欣然接受，连连称赞滨海国际

的服务真是到位。在此之后，这对

顾客只要用酒，都会来到滨海国际

让烟酒柜组的员工帮忙挑选，这也

体现出他们对该团队最大的信任。

金元宝滨海国际开业6年以来，

烟酒作为市场的创业主力品类柜

组，经济效益持续稳步提升，同时在

付货过程中，她们严格按照工作流

程逐一核实并耐心交待，让顾客全

方位体验到最专业而周到的服务。

她们工作在销售一线，深知自己肩

负的重担与需要履行的职责。而对

未来，她们表示，姐妹们还要加强学

习，不仅要为团队制定长期的发展

目标，也要为每一位成员制定出有

针对性的培训计划，要为团队建设

及企业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迎接新的挑战，

决心在平凡的岗位上再创佳绩！

（（通讯员通讯员 石美荣石美荣））
6 月是一个欢乐的月份，儿童

节、父亲节、端午节，恰巧还撞上四

年一度的世界杯；6月是一个转折和

跨越的月份，高考、中考、小考……

让家长和孩子们都绷紧了神经；6月

对于金元宝集团来说，也是一个值

得庆祝的月份，6年前的 6月 22日，

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骤然而

生，为滨海百姓提供了一个高端购

物的理想场所，经过 6 年的砥砺前

行，不仅受到消费者的喜爱，更受到

国际一线品牌的青睐，成为滨海新

区高端百货地标。在今年6月22日

来临之时，金元宝集团携 5 大卖场

同步推出“金元宝集团 2018年中答

谢会”，为滨海国际 6 周年喝彩，为

滨海百姓打造一个热闹、实惠、欢

乐、惊喜的6月。

年中答谢 盛惠3折起
6月 16日至 24日，金元宝集团

所属金元宝商厦、金元宝于家堡购

物中心、金元宝东方广场共同推出

“夏季商品 3折起”“满 500元返 170
元电子券”“品牌直供品，独享特惠

价”等给力活动。活动期间，当日购

买参加活动的商品累计满 500 元，

可返 170 元、140 元、100 元电子券，

多买多送；各品类各品牌均携网红

商品、热销款式及诱人折扣，回馈广

大消费者。

父爱如山“爸”气十足
6月 16日至 18日，顾客在金元

宝商厦四楼、五楼；金元宝于家堡购

物中心三楼；东方广场二楼、三楼购

买参加活动的男装、男鞋、运动休

闲、箱包等品类商品，可在原折扣基

础上专享父亲节折上 9 折优惠活

动；打火机、剃须刀等配合推出相应

一口价特推商品。6 月 16 日至 17
日，顾客当日购买参加活动的男装

累计满 617 元，可获赠啤酒一提（6
听）；金元宝会员持 SVIP 卡、贵宾

卡、阳光卡在金元宝商厦、金元宝于

家堡购物中心、金元宝东方广场购

买指定男士商品可享受5倍积分。

浓情端午“粽”享欢乐
6 月 13 日至 15 日，金元宝集团

微信平台每日微信头条消息中将

推出“我爱屈原体”留言活动。活

动期间，在头条消息中以“****兮，

****”留言即可参与活动，只要你

的留言有创意有新意有内容，就有

机会被小编选为精选留言，小编每

日将精选 10 条优秀留言，赠送 100
元金元宝团购卡一张。6 月 18 日

是端午节，当日在参与活动卖场累

计购物满 500 元或 1000 元，即可参

加“钓粽子”大赛，利用活动道具钓

竿钓取粽子，在规定时间内，根据

钓得粽子数量兑换相应的实物粽

子，钓的越多得的越多，将为端午

节增添欢乐与惊喜。

店庆6周年 致最爱的你
6月16日至24日是金元宝滨海

国际购物中心六周年店庆营销活动

的爆发期，也是滨海国际全年力度

最大的营销阶段之一。在此期间，

购物中心携手各品牌供货商全力推

出“致最爱的你”主题活动，百货类

商品在 5折的基础上再增加满额返

券活动，其中男女装、鞋包、内衣、童

装等满 500 元返 170 元，珠宝类满

1000 元返 100 元电子券，名表类满

2000元返 100元电子券。活动期间

每周末，国际名品部分满 3000元送

100元、300元电子券。一线化妆品

20倍积分，二线品牌部分满减。除

此以外，6 月 16 日至 18 日，购物满

800元可参加互动，有机会获得价值

198 元的星巴克冰粽等消夏礼品。

购买男装满指定额度还可获得啤

酒、双立人对杯等父亲节暖心礼

品。6月 22日至 24日，集客期赠送

的 50 元现金券在百货范围内直接

使用，抽奖券还可以参与 22日晚上

的现场抽奖，有机会获得 20克足金

金条。店庆期间不仅继续推出万余

件店庆直供商品，还有近 50个品牌

推出的店长拼团活动，让顾客畅享

团购价格。6 月 16 日起，滨海国际

会员积分开启直通车，各类卡内现

金抵现使用，感恩回馈会员。

数码礼遇 家电狂欢
6月 16日至 18日，在金元宝爱

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购买大家电，

单品满 1000 元返 100 元购物卡，满

2000元返 200元……“套购”满 5888
元返 700 元购物卡，满 9888 元返

1200元，最高返 3500元；购买烟灶、

热水器、净水器单票满 1000 元返

100 元，满 3000 元返 300 元，“套购”

满 8800 元返 1000 元，满 15800 元返

1800元；购买小家电单品满 1000元

返 100元，满 3000元返 300元；购买

手机满 1000 返 150 元，电脑满 2000
元返 100 元。活动期间，全场累计

满 5800 元送多力食用

油，满 15800 元送 OQO
炒锅；家居类商品 4.5折

起。与此同时，海尔、东

芝、TCL、创维、美的等

十余个品牌推出“家电

套组”聚划算活动，限量

发售；光芒、方太、帅康、老板等品牌

推出“厨卫套组”超低价。6月 16日

至 17日父亲节期间，飞利浦、松下、

博朗剃须刀全场折扣；按摩椅、健身

器材惊爆特价。6月14日至7月15日

世界杯期间，广场还推出“激情‘视’

界杯，畅饮嘉年华”活动，世界杯专供

机型，组合购买最多可省3000元；购

买电视单票5888元以下送可口可乐

一箱；满5888元以上送啤酒一箱；金

元宝会员购机再享双倍积分。

超市送礼 五金抽奖
6月 15日至 24日，金元宝地下

超市、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生活

超市、金元宝大五金超市、金元宝烟

酒连锁店共同推出“年中答谢”活

动。购买参加活动的商品，当日累

计购满200元返10元电子券，满400
元返 20元电子券；当日在烟酒柜台

累计购满200元赠价值10元的指定

香烟，满 400 元赠价值 20 元的指定

香烟。6月 17日至 18日，当日在超

市内单票消费 188 元、专柜单票消

费 288 元，可凭小票到指定地点领

取价值 35 元的小酒一瓶。活动期

间，在金元宝大五金超市五金电料

商场累计购物满额，可获得价值不

等的精美礼品一份；同时购买两个

品牌单价 3000元以上的商品，可获

得抽红包机会一次，有机会抽取大

额购物礼券。

（通讯员 李 洁）
近日，金元宝东方广场现场保

卫部为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做好夏

季消防安全工作，受中影幕森影城

邀请，对其全员开展了一场消防安

全培训及实地演练活动。

此次培训工作由广场现场保

卫部主管进行现场讲解，以“四懂

四会”为主线，围绕熟悉消防设施、

消防器材，微型消防站器材的使用

以及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等消防安

全知识进行了实地讲解和演示。

本次活动使影城员工明确了各自

工作的安全职责，了解了可能引起

消防事故的隐患，提高了员工的消

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以及

面对突发火灾事故的应急处理能

力。培训结束后，员工们还积极参

与了消防安全知识问答，并在室外

场地进行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操作

和灭火演练。

中影幕森影城对此次安全培训

及演练活动高度重视，全员积极参

与、认真学习，使此次活动达到预期

效果，也为东方广场日后的整体消

防安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年中回馈谢父老 买满500返170
金元宝集团6月16日开启年中酬宾盛宴

金元宝商厦、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

荣膺天津市首批“诚信经营承诺示范店”

（通讯员 杜来敏 李丽）
5月 31日，金元宝商厦、金元宝

滨海国际购物中心参加了由市商务

委同市文明办联合主办的“诚信经

营承诺示范店”活动启动仪式，荣获

天津市首批“诚信经营承诺示范店”

称号，并接受授牌。

此次活动中，滨海新区共有 11
家企业被授予“诚信经营承诺示范

店”称号，其中金元宝集团的两家

“示范店”成为首批示范店。金元宝

集团各卖场一直秉承“纯朴、热情、

勤奋、忠诚”的企业精神和“以人为

本、诚信服务”的经营服务理念，严

格按照集团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进

行规范经营。坚持“质量第一、顾客

第一、信誉第一”的经营宗旨，在经

营管理中一直注重树立良好的企业

形象，有较高的社会信誉和知名度。

2016年、2017年，金元宝商厦连

续两年被天津市消协授予“诚信服

务单位”和“诚信服务、放心消费”荣

誉称号。为了及时有效地回应顾客

诉求，让消费者真正感受到“购物零

风险，退换无障碍”，多年来，商厦建

立并完善了一整套的投诉管理程

序，制定售后服务受理、处置、传递、

反馈、跟踪回访等一系列流程，明确

责任部门和专人受理消费者投诉。

实行质量先行负责制，落实投诉三

级管理制度和“三能四为主”的退换

原则，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不

断完善各项服务措施，赢得了滨海

百姓的认可。作为滨海新区商界的

龙头企业、市级 12315直通企业，在

承担企业主体责任的同时，承担起

应尽的社会责任，成为践行本行业

标准的典范，加强行业自律，接受社

会各界的监督，为消费者提供满意

放心的消费环境，为滨海新区的腾

飞发展贡献力量。

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在今

年“3·15”期间被天津市消费者协会

授予了“诚信服务、放心消费”荣誉

称号。在日常经营中一直强化商品

质量监管，充分落实进货检查验收

的各种细节，到店商品上柜前，依照

质量检验报告先行严格检查，保证

进店商品符合国家质量管理规定，

坚决杜绝各种“三无”、伪劣、虚假宣

传的产品。接待客诉严格按受理流

程，以最快速度为消费者解决问题，

充分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广

大消费者提供更为舒适、放心、愉快

的购物环境，获得大众广泛认可。

荣誉的激励产生动力，两大卖

场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继续加强企

业经营管理，积极响应市商务委“诚

信行商”号召，促进放心消费，营造

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和营商立信的

商业氛围；加强建设自我管理的自

律机制，主动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建设美

丽天津，为诚信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提高安全意识 预防夏季火灾
金元宝东方广场受邀开展消防培训及演练

（通讯员 刘金秀）
近日，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

组织开展了第四届职工广播操比

赛，旨在增强全体干部职工的身体

素质，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

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健康

向上、锐意进取、团结协作的工作氛

围，充分调动起员工的工作热情。

来自卖场一线的 104名员工，分成 4
个团队参加比赛。

清晨的赛场上，员工们步伐整

齐、口号响亮，他们一起昂首挺胸、精

神饱满，随着音乐的旋律伸臂、侧身、

跳跃……动作标准、张弛有度，整齐

流畅地完成了整套广播体操，充分展

示出金元宝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和团结合作的精神。经过评比，一楼

时尚奥莱馆团队获得第一名。

意气风发 锐意进取
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举办第四届职工广播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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