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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通讯员 杨秀凤）

为了全面提升全体员工的学习和沟通表

达能力，自今年 10 月份开始，金元宝爱来无

忧数码电器广场陆续开展了“无忧讲坛”系列

活动。近日，以“我和我的企业”为主题的分

享活动圆满结束，活动点燃员工的激情，取得

明显成效。

在各科室和各商场的精心组织下，广场员

工都精心梳理了自己工作以来和企业之间的

故事：有收获、有遗憾、有感动、有向往，有获得

成功的喜悦，也有见证成长的泪花……经过层

层筛选，最终有10名部主任和员工参加了最后

的分享环节，将自己与企业的故事展示给大

家，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博得阵阵掌声。

通过此次分享活动，员工们表示：企业是

我们的大家庭,我们在为企业奉献青春和智慧

的同时,企业也为我们提供幸福生活的源泉、自

我发展的空间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因此,
我们应该感谢企业,并将这份感恩之情转化为

忠诚企业的具体行动,从小事做起，服务好每一

位顾客，真正实现爱来无忧“让您爱来，保您无

忧”的承诺，为企业的发展奋发图强。


























  感恩企业培育之恩 热情服务回报桑梓

金元宝爱来无忧“无忧讲坛——我和我的企业”分享活动圆满结束

（通讯员 王 冉）
2019 年是滨海新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的关键一年，作为窗口行

业的金元宝集团在新区创文工作

开展以来，全体干部职工上下一

心，按照创文工作提出的要求，直

面问题与短板，着力重点区域，主

攻薄弱环节，本着“真排查、真整

改、动真格、使真招”的工作原则，

为创建文明城区贡献一份力量。

创文工作中六大卖场各有特色，并

取得创文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金元宝商厦
近日，金元宝商厦参加了新区

商促局召开的 2019 年全国文明城

区创建攻坚工作部署会。作为创文

重点单位，金元宝商厦紧紧围绕“创

文百日攻坚行动”的脚步，克服重重

困难，以“缺什么补什么，创建无死

角，工作全覆盖”的创文工作方针开

展了以下工作，并取得良好成效。

首先，对创文工作做好进一步宣传，

在卖场明显位置张贴母婴室、无障

碍设施的标识和指引；其次，用心打

造温馨环境，如增加残障人士卫生

间扶手、实施垃圾分类等；同时，商

厦所有干部和员工都是文明劝导

员、禁烟巡查员，大家一起肩负起文

明劝导和宣传责任，发现不文明行

为及时制止。金元宝商厦规范自身

经营行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让消

费者感受到创文带来的幸福感和荣

誉感。

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
自创文工作开展以来，金元

宝滨海国际严格按照创文标准开

展精准创文工作，一项一项找问

题、补短板、达标准，坚持靶向整

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并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扎实细致地做好各

项工作。首先，将环境卫生综合

治理列为重点工作，采用机器人

清扫机对内在环境进行无间断清

理；其次，将创文要求与企业文化

相结合，以“诚信兴商、共建文明”

为抓手，抓好全员服务礼仪和文

明规范教育，将创文工作融入绿

色消费环境当中，营造重服务、讲

信用的创文建设氛围；第三，进一

步推进服务标准化建设，为顾客

提供人性化服务，在总服务台提

供医药箱、针线包、轮椅、雨伞等

便民物品，同时提供咨询、文明劝

导等服务，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贴

心、周到的服务。

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
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在创

文期间开展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

整改措施。首先，餐饮区、超市熟

食区工作人员规范佩戴“三白”，让

广大消费者买得舒心，吃得放心；

其次，在商场入口处及卫生间设有

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特殊

群体使用的轮椅通道、扶手等无障

碍设施，受到顾客好评；此外，在总

服务台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由

佩戴绶带的志愿者们为有需要的

顾客排忧解难，营造了“创建为民、

创建利民、创建惠民”的创文氛

围。位于购物中心三层的母婴室

更是创文工作中的亮点，配备有沙

发、婴儿床、婴儿整理台、冷热饮水

机、洗手台以及隔断私密空间等设

施设备，得到了区商促局等部门的

肯定，被天津市总工会授予“爱心

妈咪之家”称号。

金元宝东方广场
金元宝东方广场将创文融入

到实际工作当中，力求通过实际行

动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为城市文

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如在员工

中普及创文知识，通过广播、早会、

黑板报等形式学习《天津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使每位员工熟记并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创

文工作为主题在员工中开展评优

活动，让员工展示自己参与创文活

动的行动、抒发心得；青春休闲馆

斯凯奇员工郭新为聋哑人提供导

购服务，帮他们购买到称心如意的

商品；现场保卫科员工王世全带领

盲人顾客去卫生间并为他们提供

全程导购服务；面对广场外围长期

有周边商户乱扔垃圾的难题，现场

保卫科主管陈新、王勇及物业主管

苏杰挨家挨户走访，积极宣传创文

活动意义，最终解决了垃圾乱堆乱

放的问题。

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
为切实巩固文明创建成果，

持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金元宝

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积极配合

滨海新区文明办、商促局及集团

公司开展了多项创文工作。如在

已有童车、爱心雨伞的便民设施

基础上，卖场增设了 13 个公益宣

传桌摆、轮椅、双拐，定期更新急

救药品；卫生间增加绿植美化环

境，安装手机放置区方便顾客，设

立“户外劳动者服务站”饮用水和

纸杯，尽心为顾客营造温馨舒适

的购物环境。在区、街道文明办、

商促局多次检查及北京暗访组检

查中，爱来无忧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得到多次好评，并荣获 2019 年

度滨海新区创文明城区“学雷锋

志愿服务”突出企业。

金元宝大五金超市
金元宝大五金超市将创文工

作与巡店检查工作有机融合，超市

各卖场、科室管理人员明确检查标

准，认真落实岗位职责。如现管保

卫设备科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对发

现的各类问题及时下达整改意见，

对创文检查的关键项目和容易出

现问题的部位严格把关。特别是

目前正值卖场施工改造的关键期，

为保证卖场环境卫生不受影响，现

管保卫设备科与卖场密切配合做

到不间断保洁，加班加点清理卖场

出现的垃圾和废料。近期，大五金

超市创文工作领导小组以精雕细

琢的态度对各项创文标准落实情

况开展了一次综合检查，对存在的

各类问题列出清单要求卖场限期

整改，确保各项问题全面整改到

位，以良好的企业风貌助力新区文

明城区创建。

创文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

时。金元宝集团全体干部职工将凝

心聚力，以“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

担当、以昂扬奋进的精气神，稳步有

序推进文明创建，把创文做到最好

最优，全力打赢这场“创文攻坚战”。

●即日起，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靓丽少淑馆lagogo
部分3至9折，科古琦99元起，欧林雅5至8折，米纳苏
纳39元起。 （刘 晨）

●12月6日至12日，金元宝商厦一楼共享空间举办
应大品牌展卖，活动期间貂皮一口价，尼克服、皮衣
等服装2至4折。 （王志翔）

●12月4日至10日，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一楼中
庭举办珂莱蒂尔女装展卖，冬款满500元返170元电子
券，新品春装上市，满额赠品牌内衣券，另有丰富的异业
联盟活动。 （王冉）

促销快讯

（通讯员 王 勇）
为牢固树立员工的消防安全

意识、责任意识，提升员工自防自

救的能力，营造东方广场“人人讲

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

处要安全”的宣传氛围，金元宝东

方广场于119消防安全月期间组织

员工观摩了“消防安全体验馆”并

开展了消防安全应急疏散演练。

员工们通过在消防安全体验

馆里对安全知识的自主学习，对

家庭电器安全、电动车充电安全、

火灾个人应急逃生等知识有了更

深入全面的认识、了解。通过对

消防器材的亲身体验，提高了大

家对危险的认知度，消防安全意

识进一步增强，抗御火灾和自防

自救的能力不断提升；通过疏散

演练，不仅检验了金元宝东方广

场消防安全组织能力和应急疏散

快速反应的能力，而且使员工在

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基础上，具备

了突发状况时正确、快速、有序地

引导顾客疏散逃生的能力。

演练后，各卖场根据实际情

况查遗补缺，完善不足，使员工们

明确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责任心

进一步增强，为今后的消防安全
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周浏览

消防演练大练兵防患于未“燃”
金元宝滨海国际开展2019年消防演练活动

（通讯员 侯 莹）
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增强员工消防安全意识，提高火灾

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金元宝滨海

国际购物中心现管保卫部组织全

员开展了一场消防安全大演练活

动，并聘请消防支队的专业人士进

行现场指导。

在演练总指挥的指挥下，义务

消防队员和微型消防站人员迅速

穿戴好救援服携带消防器材赶往

现场进行灭火，灭火动作迅速有

效，各应急小组按部就班组织人员

进行疏散逃生，员工们在演练现场

反应机敏，一系列关键环节贯彻始

终，出色圆满的完成了预定实战演

练。演练结束后又进行了理论培

训，对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和消防

常规知识进行了现场演示与讲解，

特别是实地操作消火栓连接水带

试水作业让全员真正体验了一次

实战模拟训练，使大家身临其境地

感受到消防工作的重要性。

此次消防演练将理论和实践

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全体员工的

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全员快速处理突

发事件的能力，为金元宝滨海国际消

防安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王志翔）
金元宝商厦少淑饰品商场休闲

一部部主任叶莹在2019年集团公司

开展的“不忘初心、诚信永驻”服务

竞赛评比活动中被授予“最佳商品

部主任”的荣誉称号。

1995 年 19 岁的叶莹走进了金

元宝的大门，24个年头里她从一名

青涩的营业员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商

品部主任。在叶莹的眼中，金元宝

就是一个让自己不断完善、不断成

长、不断蜕变的大熔炉。

叶莹形容休闲一部是一个朝气

蓬勃的集体。因为她深深的热爱这

个集体。一群平均年龄 26岁，独具

个性与专长的姐妹们，她们不仅是

家庭的支柱，也是企业的财富。叶

莹知道要管理好整个部组，使全组

凝聚成一个小家庭，并共同朝一个

目标努力需要加倍用心对待。她欣

赏百度创始人李宏彦“简单可依赖”

的管理风格，简单就是说话不绕弯

子，做事心无旁骛，依赖表示开放式

沟通。平日里她倡导大家心无旁

骛、畅所欲言，赋予员工们自由发挥

的空间，充分尊重员工们的意见，肯

定大家的想法，在交流中广开言路，

贡献好方法唤醒潜在会员，激励奖

励连单销售，她在不断地探索新方

法的同时，与员工之间建立起坚实

的信任感，大家工作中是战友，生活

中是姐妹、家人，她真诚地对待每一

位员工，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开展工

作，站在员工的角度思考问题，帮助

其解决实际问题。有部主任的支

持，员工们的信心增强了，不管遇到

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言败、不放弃。

大家在这个温暖、阳光的小集体中

共同成长、进步。

有人这样形容部主任——其就

好似“针孔儿”，所有工作就像千丝

万缕的线，即使再多都要从针孔儿

中穿过，才能缝制出美丽的衣裳。

部主任是最基层管理者，也是企业

管理最根本的践行者，要做好工作

关键在“勤”字上下功夫，要勤用眼、

勤动手、勤动脑、勤跑腿、勤沟通、勤

交流。叶莹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

做的。她实时跟踪总结分析员工在

销售服务中的情况，与店长沟通梳

理具体工作，找准问题的根源，从根

本上解决店铺存在的困难。日常工

作她总是事无巨细，还时常督促组

长做好新进员工的交流、培训，关心

他们的成长，与各品牌保持良好的

沟通合作。不仅如此，她还积极分

担卖场的其他工作并乐此不疲。无

数次的通宵装修，她一干就到凌晨

才能下班。员工们经常劝她歇一

歇，她却总是一脸笑容地说“工作虽

然紧张却很充实”。

努力出成绩，销售见业绩。在

叶莹的带领下休闲一部在各大节

假日的销售额均超过同期，在 2019
年内购会销售中，休闲一部团结一

致，奋力拼搏，当天共完成销售 95
万元，超去年同期 14 万元，并超额

完成任务。

叶莹经常告诫自己：成绩仅仅

是出征的战鼓，前进的号角。既然

选择了出征，就应义无反顾风雨兼

程。我们坚信她会带领她的团队继

续坚守初心，在奋斗的道路上青春

无悔、永不止步。

坚守企业初心 绽放无悔青春
记“不忘初心、诚信永驻”服务竞赛“最佳部主任”金元宝商厦少淑饰品商场叶莹

荣誉之旅

自觉把创文攻坚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
金元宝集团各单位扎实推进创文工作成效显著

强化安全意识 提升防范技能
金元宝东方广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月系列活动

（通讯员 高 芸）
11 月 26 日，金元宝大五金超

市开展了一场向患病职工刘怀斌

“送温暖，献爱心”的捐款活动。

241 名职工慷慨解囊共募集爱心

款 13360 元，为急需救治的刘怀

斌送去关怀。

2017年年底，大五金超市食品

家饰商场职工刘怀斌查出高血压、

糖尿病住院，虽经多次住院治疗仍

不见好转，去年底他又被确诊为尿

毒症、高危高血压、糖尿病综合症，

病情不断恶化。高额的医疗费用

对本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

霜。“病魔无情人有情”，刘怀斌患

病两年来，大五金职工多次自发到

医院和家中看望他。11月中旬，了

解到他病情加剧和目前的经济状

况，大五金综合办立即发出爱心捐

款倡议书，号召全体员工伸出援手

奉献爱心共同为刘怀斌募捐，帮他

渡过难关，号召得到了超市领导及

员工们的积极响应，在大五金超市

总经理米洪霞的带领下大家纷纷

伸出援助之手，从 11 月 21 日至 25
日，爱心似一股股暖流温暖、感染

着每一个人，短短 5天便收到善款

13360元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

爱心变希望。愿大家的每一份爱

心，都能让刘怀斌看到生的希望，

鼓起他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早

日回到温暖的企业大家庭中。

此次爱心捐助活动让员工体

会到深深的归属感，使企业在践行

和创建和谐、文明集体的道路上更

具向心力与凝聚力。

关爱职工 奉献爱心 共建温暖大家庭
金元宝大五金超市为困难职工爱心捐款

●即日起至12月8日，金元宝东方广场一楼共享空间
举办羊绒羊毛品牌特卖会，春竹、兆君、浣纱女、恒源
祥、猫人等品牌全场25元起。 （于娜）

华为手机齐兴娟：“感恩企业为我提供了

成长的平台，使我从一个害羞腼腆的小姑

娘成长为一个开朗自信的优秀员工，也让

我们一家能在滨海新区落地生根。”

现场保卫科科长李永利：“变化的是容颜

和年龄，不变的是对企业的忠诚、对岗位

的爱。”

三星电视李淳：“我在河西区住，之所以舍

近求远来爱来无忧，是因为爱来无忧的企

业文化吸引了我，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我有

家的感觉，领导们的人格魅力让我特别珍

惜在爱来无忧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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