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9年11月26日
星期二

第 期总 期382 473
策划：于国富 责编：王 鸥 美编：刘浩 陈金林 校对：林梅 制作：高志翔

读者热线：25866816❘25867004

滨海商界广
告

天津金元宝商厦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路372号 邮政编码：300456 网址：www.jybss.com

●即日起至12月8日，金元宝大五金超市浴霸限时优
惠，欧普浴霸8.5折，奥普浴霸推出特价款。 （高 芸）

●即日起至12月20日，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一楼
精灵小屋在金元宝集团微信小程序推出抢券活动，凭
券购买进口洗衣液4斤家庭装立减30元，券后仅需
9.9元。 （刘晨）

●金元宝商厦二楼Champion（冠军）品牌盛大开业，11月
30日至12月1日，购买第二件商品享8折，限时优惠，先
到先得。 （王志翔）

●11月27日至12月3日，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一
楼中庭举行UGG品牌展卖活动，部分新款两双8.5折，
特价款5至8折。 （王冉）

促销快讯

（通讯员 王 冉）
气温持续下降，暖靴又将登

场。11月27日至12月8日，金元宝

集团在金元宝商厦、金元宝滨海国

际购物中心、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

心、金元宝东方广场共同推出以

“冬日美靴，温暖你我”为主题的美

靴节，为滨海市民带来一场“满足”

的冬日暖心盛宴。

据了解，此次美靴节涉及品类

广，包括长靴、短靴、雪地靴、马丁

靴 、老 爹 靴 等 ；品 牌 多 ，包 括

ECCO、UGG、莱尔斯丹、红科等20
余个品牌；超实惠，活动期间冬靴3
折起，另有满减及一口价活动，是

采购冬靴的好时机。许多品牌给

出了最大的活动力度，如ECCO推

出部分 7.5 折再返券；蹀愫部分满

99元减 40元起；红科部分满 100元

减40元起；百丽部分冬靴4至6折；

接吻猫部分满 100元减 60元；千百

度冬靴 4 至 6 折后购两双再减钱；

哈森冬靴 5 折，部分一口价 499 元

起；圣积部分满 1000 元减 900 元；

莎莎苏部分满 1000元减 500元，另

有一口价。

金元宝集团此次美靴节厂商

携手让利消费者，以实惠的价格、

丰富的款式、优质的商品为消费者

送上一份冬日的暖意和关怀，帮助

消费者选购到适合自己的一双温

暖美靴。

大米探店

（通讯员 王 钢）
为进一步改善营业环境，提升

整体服务水平，金元宝海鲜宫陆续

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店堂软硬

件环境，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举措。

一方面完善服务流程，强化服务细

节，实行新老员工每周培训机制，

开展服务技能竞赛，不断提高管理

者和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另一方

面提升菜品的“满意度”，从菜品的

种类、造型、味道、价格等做到全面

推陈出新，以更精致、更价优、更美

味的菜品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

提升后的金元宝海鲜宫店堂

更加奢华大气、赏心悦目，服务更

加舒适突出人性化，并以其全新的

面貌海纳八方宾客。近日，海鲜宫

受邀接待香港某剧组后，受到剧组

众多明星的一致称赞，赢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未来，金元宝海鲜宫将遵循市

场的需求，迎合百姓的口味，不断

创新，以提升整体竞争力为己任，

以打造实现“企业百年老店”梦想

为初衷，为滨海百姓营造一个更加

温馨满意的就餐场所。

健康生活 我在行动
金元宝东方广场开展健康安全教育培训

（通讯员 梁 英）
为倡导员工健康生活，打造健

康体魄，提高健康素养，近日，金元

宝东方广场特邀健康教育委员会

讲师，为广场一线及科室的百余名

员工进行了健康专题讲座。

讲师分别从日常急救常识、环

境污染危害以及职业病防治等三

个方面为大家详细讲解了心肺复

苏中判断患者状态、胸外按压技

巧、人工呼吸方法，使大家在寓教

于乐中学习并掌握了紧急救护常

识和技能。同时，针对肩颈、腿部

等常见职业病的早期症状，给予简

单易行的科学指导。

通过讲座，进一步增强员工们

的健康意识，掌握了常见职业病的

防治方法，引导员工积极锻炼健康

体魄，并以此为契机，号召广大员

工积极行动起来，践行健康生活，

以防病胜于治病为目标，以健康的

体魄为自己、为家庭、为企业做出

积极贡献。

（通讯员 米 佳）
大米这次探店的品牌是来自

瑞士的 LAURSTAR，这是一家专

门做熨衣设备的门店，而他们的产

品被叫做“衣物熨烫系统”，是不是

听起来就很高级？但最打动大米

的还是产品的功能。

在销售人员的演示下，大米亲

眼见到一件皱巴巴的毛料西装在

三分钟内变得顺滑平整，可以立刻

穿上身。最让大米心动的是它自

带的“懒人福利”属性，比如干蒸汽

自带高温杀菌技能，无论是香水

味、火锅烧烤后残留的难闻气味都

能去除干净，省去了每次参加完活

动还要干洗的麻烦；在进行衣袖熨

烫时，捏住袖口，从肩部把蒸汽吹

进，只需几秒钟，整条衣袖平整又

干爽，还不会产生其它褶皱。

能让 LAURSTAR 衣物熨烫系

统如此便捷且操作简单，全部仰赖

它的四大特点。其一是熨衣板有

六档高度调节，可满足不同身高人

士使用。其二是熨衣板内置静音

鼓风与真空吸风系统，熨烫时会选

择自动鼓风，像有只柔软的手托起

衣物，避免熨烫时产生二次褶皱，

且使熨烫后的衣物迅速冷却定型，

可让款型维持得更长久。其三是

专业的特氟龙熨斗加上活动底板

配合的熨板，不需调节熨斗温度，

实现低温熨烫，喷出的蒸汽不会烫

到手，也可以呵护真丝等精细衣物

免受高温伤害，熨烫深色衣物不会

发白发亮。其四是不需要手动调

节蒸汽，当熨斗向前熨烫时自动出

蒸汽，当熨斗停止熨烫或向后熨烫

时，蒸汽则自动停止，十分智能贴

心。而且，LAURSTAR 的双倍细

腻蒸汽技术，通过稳定的 3.5bar 压

力持续供给，每分钟可产生 200 升

的精细蒸汽，轻松实现垂直喷烫，

抚平顽固皱褶，且不会留蒸汽凝结

在衣物上，不会损伤布料。

总的说来，这是一套看起来

复杂，但用起来相当人性化的衣

物熨烫系统，收纳也相当方便，可

以 像 折 叠 桌 一 样 收 起 ，只 需 要

20cm 左 右 的 宽 度 。 百 闻 不 如 一

见，去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

广场 LAURSTAR 专柜体验一下，

肯定会爱上。

换季换衣，好熨好轻松！
——探店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 LAURSTAR

（通讯员 刘 晨）
张淳艳是金元宝于家堡购物

中心时尚奥莱馆精品部的主任，在

2019 年集团公司开展的“不忘初

心、诚信永驻”服务竞赛评比活动

中被评为最佳商品部主任。获此

殊荣是精品部全员共同努力的结

果，也是张淳艳以一颗真诚为顾客

服务的初心换来的成果。半年来，

她带领团队一直坚守“纯朴、热情、

勤奋、忠诚”的企业精神，恪守“以

人为本、诚信服务”的经营理念，立

足本岗，精耕细作，奉行陪伴式管

理，为商场默默做出贡献。

精品部共有员工 38人，商品经

营业态多种多样。2019 年上半年，

围绕商场下达的分解任务，张淳艳

带领大家在努力提升服务水平的

基础上狠抓销售，脚踏实地地深入

各品牌找亮点、挖掘增长点，并结

合各品牌的实际特色分析顾客需

求布局商品。上半年重要任务之

一是做好奥莱名品馆在滨海国际

店的一场大型特卖会。为了抢抓

商机，减少库存的压力，她多次与

采供部负责人及店内员工协商沟

通，针对开发区客群需求筹备货

源，精选细挑、合理定价，配送精

准。记得一个寒冷的冬日，张淳艳

与员工们盘点货品，大家顾不上寒

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几十个品

类，上百种商品，一款型号、一件一

件地核对确认，并把所有商品入库

码放整齐，活干完了，每个人的双

手被冻得肿涨难受，大家却没有一

句抱怨。

由于卖场人员少，为便于管

理，她被安排在特卖场工作，每天

她和员工们忙碌在一线，平日是这

样，旺销季更是如此，顾客的光临

与消费就是对她最大的回报，用同

事们的话讲，“张姐又找到了金元

宝人当年奋斗的感觉”。在大家的

共 同 努 力 下 ，特 卖 场 实 现 销 售

119.19 万元，为部组完成上半年的

销售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干工作，就应该有股钻劲儿。

张淳艳时刻牢记父亲的教诲。作

为一名商品部主任，她恪尽职守、

严抓管理服务，努力提升销售业

绩。2018 年 10 月女装品牌拉夏贝

尔旗下三个品牌开业，面对新品牌

销售要突破及人员不足等诸多问

题，她从细节着眼积极与采供部、

厂家沟通，从品牌现状和困难点入

手，逐项攻克，并做好新员工的思

想疏导，充分体现金元宝人的价值

理念，培养了新员工良好的职业素

养，增添了他们干好工作的信心。

陪伴式管理，是张淳艳在多年

工作中总结出的心得。在部组里，

张淳艳不仅是领导更像是家长和

大姐，她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员

工，用亲人般的温情感动着员工，

用母爱般的陪伴感染着员工。奥

莱馆进口化妆品销售没有提成，为

了能引导大家正确认识鼓足干劲

争创效益，张淳艳总是身先士卒，

与大家并肩作战，想办法、促销售，

把教导转化为聆听、互动，以换位

思考代替训诫指斥，用肯定、鼓励

来促进和激发员工的内在动力，大

家真心付出，工作劲头高涨。

在精品部的共同努力下，2019
年部组员工无违纪及服务投诉事

件，1至 7月份共实现销售 560 余万

元，超同期 160 余万元。张淳艳

说：“有肩上的重量，就有脚下的步

伐。前面的工作任重道远，面对未

来的挑战我和我的团队会再接再

厉、不负众望。”我们也坚信她会继

续带领团队“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为商场效益再创新高而不懈

努力。

恪守职业准则 践行陪伴式管理
——记“不忘初心、诚信永驻”服务竞赛最佳商品部主任张淳艳

荣誉之旅

品牌升级跟市场 调整引进促消费
金元宝商厦品牌引进及品牌升级工作全面开花

（通讯员 王志翔）

在滨海新区解放路金街上，金元

宝商厦宛如一颗璀璨的商业明珠，在

24年的时间里，以新颖的品牌、丰富

的商品、热情的服务、良好的口碑成为

滨海父老休闲、购物的最佳场所，成就

了滨海人多年来共同的美好回忆。常

言说，“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许

多品牌看中金元宝集团在滨海新区的

商业领先地位，将金元宝商厦作为进

驻滨海新区的第一站。近日，金元宝

商厦迎来多个知名品牌的入驻和店面

升级，为滨海市民带来更完善的购物

体验。

ChampionChampion（（冠军冠军））

要 说 现 在 最 流 行 的 品 牌 ，

Champion 肯定榜上有名，现已成为

时髦的代名词。1919年，品牌创建于

美国纽约的罗切斯特，因为“冠军”的

寓意，品牌一问世就吸引了所有运动

爱好者的眼球，并凭借勇于开拓的创

新精神和出色的产品，在运动服装领

域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Champion
拥有运动服装界的许多“第一”：第一

件连帽衫，第一件可正反穿着的T恤，

第一条尼龙网眼运动短裤，还有

Champion专利的横向编织技术……

通过与众多世界顶级竞技体育赛事的

长期合作，Champion在服饰产品制

造工艺、产品的设计等方面有了巨大

突破，迅速成长为时尚品牌。

Champion金元宝商厦店位于商

厦二楼，是该品牌在滨海新区首家店

铺，除了正版授权产品和高质量服务，

开业期间更有限时优惠活动。

FAIOSHFAIOSH（（非尚非尚））

FAIOSH 是源自法国的时尚女

装品牌，以 25至 45岁成熟女性和时

尚一族为目标群体，成衣采用进口天

然面料和具有独特工艺的高科技面

料，混合多种风格设计，彰显女性高

贵优雅、知性时尚的魅力。FAIOSH
的设计理念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完

美结合，以欧洲服饰元素结合中国女

性的审美观念，用服装细节来刻画完

美女人的内心世界。FAIOSH全新

入驻金元宝商厦三楼，凭借知性又不

失设计感的休闲通勤装，让都市女性

体会一种素雅的心境，开启一种自然

舒适的生活方式。

CATCAT（（卡特卡特））

19世纪美国加州“淘金热”记录

了辉煌与衰落的时代风貌，在前赴后

继的时代浪潮中，推动着人类发展的

步伐。为大众所熟知的工装正是产生

于这个时代，并一直流行至今。CAT
秉持尊重经典、创新工装风潮的理念，

用当代潮流演绎百年工业文化。

CAT入驻金元宝商厦四楼，在2019年

全新系列中，CAT向经典致敬，融入

现代科技感潮流元素，以美国西进运

动淘金热为载体，回到工装发源的那

一刻，发掘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在保留

经典工装元素的同时，用现代手法塑

造全新工装风格，带你领略不一样的

工装新浪潮。

NIKE BEACONNIKE BEACON（（耐克耐克））

NIKE BEACON STORE 是

NIKE 最高级别的门店，致力于为

专业运动员及热爱运动者提供最

专业的购物体验。在金元宝商厦

五楼，期待已久的 NIKE BEACON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装修升级，现

已隆重开业。店面升级后，营业面

积达 350 多平方米，主营跑步、生

活、篮球、训练、乔丹五个系列，款

式增加至 400 多个，其中乔丹系列

篮球鞋款式大大增加。以后 NIKE
新品发售时，滨海新区的顾客可以

在第一时间体验到潮流尖货。新

店面采用新颖独特的外观形象，整

体设计融入现代简约的模式，产品

区域划分清晰，墙面和道具展现了

高级的运动感，为您打造尖端运动

购物体验，开业期间部分商品一件

8折，两件 7折。

adidasadidas（（阿迪达斯阿迪达斯））

金元宝商厦阿迪达斯品牌店

升级装修后经营面积达 340 平方

米，为品牌公司最新形象，主营篮

球、足球、ZEN、WJ、三叶草等系

列，货品款式增加至 300 多个，为

消费者提供更专业的运动装备。

升级后，店内新增了更多潮流尖货

和明星同款，带给广大消费者更多

时尚选择，近期更有备受鞋迷和粉

丝 追 捧 的“ 明 星 鞋 ”Yeezy Boost
350 V2 冰蓝和拼接两款鞋品陆续

发售，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品牌

开业期间部分商品满 200 元减 50
元，棉羽类商品 7折。

金元宝商厦始终以市场潮流

为导向，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

目标，以锐意进取的精神不断改

善品牌销售环境，扩大品牌经营

规模，未来还将以更多、更新、更

好的品牌呈现给消费者，为滨海

市民的购物提供便利。

创新服务软环境 增强核心竞争力
金元宝海鲜宫推出一系列提升服务举措

冬日美靴 温暖你我
金元宝集团2019美靴节即将温暖启幕

一周浏览

让安全在金元宝商厦落地生根
金元宝商厦开展“安全大讲堂”活动

（通讯员 王志翔）
为巩固消防安全工作，确保商

厦安全经营无风险，金元宝商厦近

日开展了“安全大讲堂”活动，卖场

和职能科室全员参加。

此次安全讲堂以消防安全、商

品安全、食品安全三个方面为重

点，通过PPT、图片、视频等多种形

式，对安全防范、火灾扑救、人员逃

生、防盗防抢、食品监管等内容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大家集中分

析，深入交流，既强化了安全意识，

又扩展了安全知识。

11月22日上午，金元宝商厦开

展了消防安全大检查活动，针对卖

场、仓库、食堂、办公区等地点，进

行了无死角、多方位的检查，仔细

查看了各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安全

管理措施落实情况。商厦总经理

刘增梅强调各卖场和科室要高度

重视安全工作，仔细排查、认真落

实，做到安全工作常态化，为企业

的安全运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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