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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通讯员 李 颖）

近日，集团公司工会为了庆祝“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于 3月 6日、7日两天为集团广大女

职工举办了以“美丽携手，与你同行”为主题的

女性美沙龙讲座活动，在关爱女职工身心健康、

提升职业女性形象、丰富广大女职工业余文化

生活的同时，让女职工们在欢乐祥和中度过自

己的节日。集团所属各分会共有 200 余名女职

工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分为美妆护肤、美体塑形、养生健

体、DIY四个篇章，特邀国内资深护肤、彩妆、养

生、塑身、茶艺讲师，为大家细致、详实地讲解和

分享了个性皮肤护理、职业女性妆容护肤常识和

技巧，同时由美体塑形师、茶艺师、八段锦讲师现

场亲身示范教学，女职工们踊跃参与、乐在其中，

活动现场高潮迭起、气氛融合，大家受益匪浅。

此次活动的开展，使广大女职工不仅“内

练素质、外塑形象”，同时也感受到企业和谐、

温暖、快乐的大家庭氛围，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向心力。广大女职工表示，要在各自的岗位上

发挥女职工“半边天”的作用，树立自信、自尊、

自强、自立意识，鼓足干劲，为企业的美好明天

再立新功！






























美丽携手 与你同行
金元宝集团工会“三八”节女性美沙龙讲座精彩纷呈

（通讯员 王 钢）
消防安全工作是企业工作的

重中之重，金元宝海鲜宫领导对消

防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消防安

全工作会议，制定消防预案，并安

排专人负责相关岗位，确保消防工

作重要性的普及。

近日，海鲜宫邀请消防队专业

人士对全体员工进行培训，对如何

发现火灾隐患，如何处理初期火

灾，以及如何正确报火警等常见问

题进行细致讲解，同时向全体员工

普及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式，并让

大家现场学习操作。此次培训还

充分发挥了微型消防站的作用，通

过培训使义务消防员做到快速穿

消防服，三分钟到达事发火点，并

能熟练使用消防设备等专业技能。

在落实消防安全工作的过程

中，海鲜宫坚持每月组织消防安全

培训和实操演练，每周不定期对全

楼及员工宿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今后还将继续紧抓消防安全不放

松，为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放心

的就餐环境。

紧抓安全不放松 人人都是消防员
金元宝海鲜宫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商 讯

●即日起至3月27日，金元宝商厦一楼共享空间举
办男装大型特卖，昆地亚、雅戈尔、恒源祥等品牌全
场1折起。 （王志翔）

（通讯员 郑 莹）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

来之际，金元宝东方广场邀请到阿

芙精油品牌资深培训师、IFA 英系

芳疗师、NAHA美系芳疗师王小好

到店讲授春季护肤知识，为坚守在

一线工作岗位的员工姐妹们带来

一场关于美容养颜的芬芳盛宴。

课堂上，讲师以丰富的精油知

识开讲，通过现场模特的示范，从

春季应选用哪种功效的精油，到如

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面膜，从基础的

提拉按摩，到护肤品的涂抹方法，

让大家在充分了解护肤重要性的

同时，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品类

型，从而在源头上杜绝皮肤问题。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关于美

丽的学习，更拉开了自我保养的序

幕，通过此次学习，大家纷纷表示

受益良多，希望以后能开展更多关

于“美”的讲堂。

学习护肤技巧 约会芬芳春天
金元宝东方广场开展女人节精油大讲堂

一周浏览

（通讯员 陈 泉）
近日，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

器广场开展了2019年后勤员工培训

工作。此次参加培训的员工包括爱

来无忧现场监察员、银台收款员、会

员中心人员以及金元宝宾馆员工等

后勤工作人员，培训由爱来无忧副

总经理杨秀凤主讲。

此次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建立销

售工作中的责任心，杨秀凤首先就

“责任心”问题为大家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讲解，并通过身边发生的事例

指出在工作中拥有责任心的重要

性，她强调，后勤工作是销售工作中

的最后一环，后勤工作是否做到位

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效益，最后她

向大家提出工作中增强责任心的要

求，并进一步明确各自的岗位职责。

通过培训，大家对责任心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思，纷纷表示今

后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

中，尽职尽责做好分内工作，为完

成集团公司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而努力。

增强责任意识 提升企业效益
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开展后勤员工培训

（通讯员 高 芸）
自 2019年 1月起，金元宝大五

金超市启动每月的员工培训工作，

通过培训加强员工素质，提升企业

效益。2 月下旬，超市组织全体员

工开展了岗位培训工作，由现管保

卫设备科刘静主持。

此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分

析具体客诉，查找销售服务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分析消防安全事故，

查找员工意识和管理方面的漏洞；

布置今年创建文明城区的工作重

点。培训通过具体案例分析问题，

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划出重点，对卖

场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

反省和自查。

通过培训，使员工们明确了工

作中相关法律及法规要求，提高了

日常安全隐患排查及应急处置能

力，对创文工作的落实起到了有效

的指导作用，为超市效益的提升奠

定了基础。

紧抓培训强素质 提升能力促效益
金元宝大五金超市开展员工春季培训工作

（通讯员 王 冉）
刘秀晶是金元宝滨海国际购

物中心女士服饰商场伊华欧秀专

柜的店长，她热情开朗、自信真

诚、业绩斐然，在顾客中拥有良好

的口碑。2018 年，在集团公司开

展的“服务体验、真情无限”服务

竞赛评比活动中，刘秀晶被授予

“优秀员工”的荣誉称号。

在伊华欧秀品牌工作近 5 年，

刘秀晶从店员到店助，再到店长，

她一步一个脚印，凭着踏实勤奋

的学习态度和乐观热情的待客之

道，赢得了骄人的成绩。此次评

比期间，刘秀晶个人实际销售 70
余万元，占店铺完成率的 40%；由

她经手的会员多达千余人，其中

包括储值会员 300 余人。当被问

到自己的“成功之道”时，刘秀晶

简单地总结为——以真诚的服务

带给顾客良好的购物体验。

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受教育

程度和收入水平越来越高，消费

方面也从生存型消费转向体验式

消费。比如在购买衣服时，在意

的不再只是款式和价格，而更看

重 购 买 过 程 中 的 感 受 和 情 感 联

系。工作中，刘秀晶非常注重专

业知识的积累，不但对市面上流

行的面料如数家珍，更对时尚流

行有独到的见解，她经常将搭配

好的新款服装拍照上传，并擅长

根据顾客的气质为其量身搭配，

受到顾客的一致好评，大家亲切

地称她为“时尚管家”。顾客李女

士是刘秀晶的忠实顾客，第一次

来专柜是想选购一套服装参加一

个重要聚会，刘秀晶发现她没有

自己的穿衣风格，于是为其搭配

了三套适合的衣服，受到李女士

和同伴的赞赏。最终，在她的建

议下，李女士选择了更适合自己

气质而不是更贵的那套衣服，并

由此成为了品牌的常客：去外地

出差没带够衣服，刘秀晶为她选

好适合穿着的服装，熨烫好后直

接快递给她；在她感情受挫需要

倾诉时，刘秀晶做起知心闺蜜，宽

慰开导她；在她买房装修时，刘秀

晶帮她介绍卖瓷砖的顾客认识，

省去了繁琐的中间环节……正是

刘秀晶细心、耐心、热心的服务

态度，让李女士真正地把伊华欧

秀当做自己的衣橱，随时需要随

时来。

精致的服务和真诚的付出必

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正是这一

次次走心的服务换来了顾客对刘

秀晶的信任和依赖。2018 年 4、5
月刘秀晶因病休假，正赶上品牌

展卖，她不想顾客因为自己不在

而错过活动，所以坚持在家更新

朋友圈，并将合适的货品推荐给

相应顾客。不少顾客想找刘秀晶

购买，在得知她生病后，不仅给予

安慰和鼓励，还让她直接把推荐

的衣服快递到家，“你推荐的肯定

差不了”。病假期间，刘秀晶微信

邀约 28 名会员到店，共计消费 3
万余元。

服务铸就品牌，只有用心才

能 擦 亮 品 牌 乃 至 商 场 的 金 字 招

牌；有一个端正的态度，才能赢得

顾客的尊重和信任。在以后的工

作中，刘秀晶将继续以专业的技

术和无限的真情来回馈顾客，为

企业的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服务从心开始 细节成就精彩
——记“服务体验、真情无限”服务竞赛优秀员工刘秀晶

荣誉之旅

●即日起至4月7日，金元宝东方广场一楼举办运动品
牌特卖会，耐克、阿迪达斯、新百伦、斯凯奇、卡帕、李
宁、特步、探路者等品牌参加，敬请光临选购。 （于 娜）

●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三楼男装特价酬宾：卡宾部分
3至5折；361°部分买一送一；特步部分4折；博耐特部
分满200元减100元；万克尔部分3折。 （刘金秀）

●即日起至3月17日，金元宝大五金超市一园春茶叶专
卖店早春龙井新茶8折，绿茶6.8折，部分茶具5折，欢迎
选购。 （高 芸）

●即日起至3月22日，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一楼
共享中庭举办雅莹女装展卖会，部分秋冬款3至6折，
新品接受VIP。 （王冉）

（通讯员 赵 钊）
3 月 8 日，天津金元宝滨海农

产品交易市场开业十一周年优秀

员工暨商户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金元宝集团党委副书记、金元宝滨

海农产品交易市场总经理石磊、金

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副总经

理杨洪利、邵明达等市场领导出席

会议，并为 2018年度涌现出的优秀

员工及优秀商户代表颁奖。大会

气氛喜庆热烈，表先进、树典型，总

结过去，展望未来，市场员工和商

户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欢度市场十

一周年华诞。

回顾栉风沐雨的十一载，金元

宝市场在市、区各级领导的亲切关

怀和扶持下，在集团公司的正确领

导下，按照市场董事会的要求，坚

持以“服务滨海，造福百姓，为政府

分忧”为宗旨，以“合作、共赢、创

新、发展”为经营理念，稳步实现了

“三年大变样”、“五年大跨越”、“十

年大发展”的战略目标，创造了骄

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2018 年，对于金元宝市场来说

意义非凡，在经历了十年的大发展

之后，金元宝市场又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一年来，市场锐意进

取，努力争创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

先进单位，凭借 2016、2017 两年精

心培养的深厚基础，2018 年，市场

按要求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处机

制”，聘请专业人员作为人才支撑，

并积极开展知识产权“专题培训”，

先后汇总整理相关资料千余份。

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商

户的大力配合下，2018 年，金元宝

市场以天津市第一名、全国第三名

的优异成绩通过验收，成为第三批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

这不仅是金元宝市场的一项荣誉，

同时也标志着金元宝市场的管理

水平和品牌形象再创新高。

2018 年食品安全形势日趋严

峻，从境外传入的“非洲猪瘟”疫情

时有发生，金元宝市场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和市场主体责任，替政府分

忧，为百姓解难，克服重重阻力，于

2018 年年底成功施行大肉电子结

算体系，为新区百姓构建起了一道

“肉类来源可追溯，交易去向可查

询，‘问题猪肉’进不来，不法商贩

无渔利”的食品安全防线，成功抵

御了“非洲猪瘟”对新区猪肉交易

市场的恶性影响，同时也最大限度

保护了市场内大肉商户的合法权

益。在此期间，市场猪肉交易量不

降反增，日交易量达到 580 头，一

跃成为天津市猪肉日供应量最大

的市场，吸引了更多的购买者，不

仅为大肉商户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同时也为市场培养了新的经济增

长点。

作为滨海新区重要的农副产

品集散地，金元宝市场在保障新区

供应、稳定价格、食品安全以及信

息反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在调整农产品产销结构、促

进农产品供给侧改革、增加农民就

业岗位、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也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2018 年，市场分

别荣获“2017 年全国农产品交易市

场系统先进单位”、“中国农产品批

发市场行业优秀单位”、“中国农产

品流通改革开放 40 周年最具社会

责任感市场”、“2017-2018 年度知

识产权保护无假货市场”，以及市、

区两级“2016-2017 年度文明诚信

市场”等殊荣。

展望未来，金元宝市场肩负

着企业和社会的双重责任，依然

任 重 而 道 远 。 2019 年 市 场 将 从

“调结构、上水平、补短板、强培

训”四个方面入手，全面加强市场

建设，巩固优势资源，提升市场信

誉，维护品牌形象，与广大员工和

商户一起，同心协力，共同迈入砥

砺奋进的新征程。

栉风沐雨十一载 砥砺奋进新征程
庆祝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开业十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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