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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靓丽少淑馆品牌酬
宾，鸭鸭部分满300元减50元；太平鸟部分4至6.8折；
LILY部分3至5折后再享3件8折；柏缘松部分满200
元减40元。 （刘晨）

●春节期间，为答谢广大消费者，金元宝商厦三楼朗姿
品牌推出冬装7折起，给力钜惠，不容错过。 （王志翔）

●即日起至1月18日，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一楼
COACH新春特惠，精选男包、女包、钱包、服装、围巾等
商品，天津独家2折起。 （王冉）

促销快讯

（通讯员 赵 滨）
为繁荣滨海新区文化市场，丰

富滨海百姓文娱生活，金元宝集团

特别筹划海底捞东方广场店和幕

森国际影城于家堡店，并于近日盛

装开业。

1月9日，海底捞火锅金元宝东

方广场店终于在大家的翘首期盼

中开张纳客。位于金元宝东方广

场六楼的海底捞，营业时间从早10
点到次日早 7点，用餐时间长达 21
小时，可容纳 86桌共 454名顾客同

时用餐。一年来，在金元宝集团各

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东方广场各

科室通力合作，为海底捞的引进和

工程的顺利施工提供了最优质的

服务。未来，金元宝集团和海底捞

这两个以服务为特色的企业，将携

手为滨海父老提供更加完美的服

务体验。

位于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

三楼的幕森国际影城于 1 月 11 日

正式对外开放。影院内动感光波

前厅引人注目，左侧为大小两个

主观影厅，可容纳近 300 余人，观

影厅内环境优雅、灯光舒适，放映

设备先进精良，配套设施齐全。

大厅设有餐饮销售专区，电脑售

票处以及休闲区，为人们提供观

影前后等候及休息的场所，休息

区配备自动按摩椅，为观影者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

两大名店的开业，是金元宝集

团为滨海百姓奉献的又一个文化

好礼，既满足民生需求、丰富百姓

文化生活，又引领和带动了滨海新

区文化消费的新潮流，成为企业效

益新的增长点。

（通讯员 闫志亮）
为了加强春节期间消防安全

工作，确保节日期间万无一失，金

元宝商厦在总经理刘增梅的带领

下，各部门明确消防职责，细化岗

位职责，并于 1 月 6 日集中开展了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行动。

此次排查，主要对商厦内消

防监控室、水泵房、竖井、仓库等

重点部位进行了拉网式大规模的

检查，商厦总经理刘增梅亲自带

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立即整

改，不留一处死角，不给经营工作

留一丝隐患。

与此同时，商厦要求每个商场

认真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制定火灾

扑救和安全疏散预案，开展灭火救

援演练，加强人员安全培训，要求

人人会使用灭火器及消火栓、掌握

初起火灾的处理、扑救方法，以及

逃生和疏散技巧，并保证消防设施

完好有效。此外，商场不断强化员

工的消防安全意识、红线意识，坚

定“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

的决心，全面构建安全和谐的购物

环境，确保春节期间安全运营，为

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排查隐患迎春节 平平安安过大年
金元宝商厦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

图片新闻

（通讯员 王 冉）

岁末年初，金元宝集团各大卖场组织了丰

富多彩的员工迎新联欢会，为广大员工搭建了

才艺展示的舞台，在陶冶情操和活跃气氛的同

时，更体现了企业对职工真诚的感谢和真挚的

祝福。

在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由部主任和员

工们一起表演的精彩节目——群口相声《鼠年

说鼠》赢得员工们连连喝彩；哑剧小品《品味》将

联欢会推上高潮；优美的舞蹈让大家看得如痴

如醉……节目中间穿插着红包雨，一次次引爆

全场，大家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的海洋。

金元宝东方广场“迎新春，鼓干劲——员工

联欢会”共有 300 余名干部员工参加。一线员工

及管理人员自编自排自演了舞蹈、小品、戏曲、

诗朗诵、合唱、天津快板等节目，引得现场掌声

雷动，欢乐满堂。在员工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广场领导为大家送上一份份祝福和幸运。

据悉，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也于 1
月 13 日至 14 日举办员工联欢大聚餐，将精彩的

节目呈现给大家。

欢乐的时光短暂而难忘 ，面对崭新的 2020
年，让我们坚定信念、阔步前行，为了更加美好

的明天勇往直前。





























  齐乐融融贺新春 扬帆起航踏征程

金元宝集团各大卖场举办员工联欢会

（通讯员 王 冉）
1 月 10 日，集团公司组织召开

2020 年迎春节工作部署会议，会议

由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石磊主持，

集团公司领导及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参加会议。

会上，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刘若涵对集团2019年工作进行全面

总结，对 2020 年工作做出安排部

署。他说，2019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冲刺之年，

也是金元宝集团深化体制改革，实

现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之年。2019
年，集团带领全体干部员工统一思

想，上下一心，攻坚克难，全力以赴

地攻破重重难关，各项工作均稳中

向好。集团全年综合业态销售收入

达 80.2 亿元，在同类商场高频竞争

中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和市场占有

率，稳定了集团在滨海新区的业界

引领地位。

2020 年，集团将继续奉行“纯

朴、热情、勤奋、忠诚”的企业精神，

围绕“一个中心、两个重点、三项确

保”的“123”总体目标开展好各项工

作，迎接金元宝集团成立 25 周年。

一是要顺应新区体改大势，推进企

业体制改革再突破；二是调整布局

整合资源，差异化经营提升企业竞

争软实力；三是创新思路、抓好落

实、完善细节、提升管理；四是深化

亲情服务内涵，提升服务水平促销

售；五是提升部门职能水平，助力企

业高效运转。年内，集团将全力做

好各卖场布局和调整工作，确立各

卖场独有定位和特色，全方位抢占

市场份额，形成经营优势。同时，继

续强化信息化管理，做好计算机全

方位升级工作。全面做好营销宣传

的创新，完善营销方式内容，提升

营销活动和销售热度。要全面压

缩各项费用开支，将节约工作落到

实处，严格把控工程建设、后勤资

产购置、营销广告制作、设施设备

维护、车辆运输使用等费用，向节

约要效益。

针对当前的春节市场，刘总强

调，各单位要全力以赴抓销售，满足

消费，为滨海广大消费者打造一个

丰富多彩的春节市场。

2020 年是金元宝的管理提升

年，更是突破年。面对严峻的市场

环境，企业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战胜

所有困难。希望全体干部员工在新

的一年里同心同德，以谦逊的态度

去工作、学习、沟通，只有企业好，我

们大家才能好。

会上，金元宝集团总经理路文

胜做了重要讲话，他说，2019 年是

拼搏的一年，干部员工风雨兼程，一

路走来在经营管理上各项工作均有

提升有收获。2020年是集团的决胜

之年，企业面临更多挑战，我们将努

力赢得更大的收获和惊喜。向前

走、不回头，这是金元宝人必须坚持

的。2020年企业改制仍然是全年工

作的重中之重，是命脉，我们将借新

区政府全面倡导体制改革的东风继

续深化完成此项工作。金元宝人要

坚持开百年老店的决心不放松，为

职工谋取福祉的决心不改变。路总

强调，2020年也是新老交替、更新换

代、变化多端的一年，意味着老的思

想、僵硬的行事作风、自以为是、碌

碌无为的人将被淘汰。在新的一

年，每一位管理干部都要自警、自

省、自爱，干干净净做事，大大方方

做人。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

持家的金元宝传统，在新的一年，

要有动力、有活力、有激情地做好

本职工作，开辟自己工作领域的创

新局面。

会议最后，石磊书记向大家发

出号召，他说，新的一年开局就是决

战，出发就是冲锋，让我们以昂扬奋

发的战斗精神，奋勇攀登的顽强意

志，把困难挑战视为新的机遇，在集

团公司的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加

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为集团的前

进与发展贡献我们全部的力量。

一周浏览

佳肴迎新春 祝福送万家
金元宝海鲜宫做好节日连市及内供工作

（通讯员 王 钢）
2020 年春节即将到来，为给

滨海百姓提供一个亲朋相聚、欢

度佳节的理想的就餐场所，金元

宝海鲜宫提前一个月进入紧张的

备战阶段，从店堂布置到人员服

务，整体面貌都有了新的提升，店

堂内外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厨师提早制定出新颖别致、符合

百姓口味的年夜饭菜单，方便预

定。菜品精美、服务用心，实实在

在地为滨海百姓送上温馨美好的

节日祝福。

与此同时，海鲜宫全员正紧

锣密鼓地为集团员工赶制年货，

面食礼盒和萝卜礼盒花样各异、

品质上乘。从甄选优质原料到礼

盒样式的选定，再到精心的制作，

无不倾注了大家的辛勤汗水和美

好祝愿。大家纷纷表示，能通过

自己的双手把集团公司的温暖传

递给员工，虽然累点也很开心。

辞旧迎新之际，金元宝海鲜

宫以全新的面貌喜迎各界宾客，

祝滨海百姓在海鲜宫开心就餐、

欢乐畅饮，欢欣过大年。
（通讯员 米 佳）

春节临近，大伙儿是不是都在

忙着准备各种年货呢？说起买年

货，每年都免不了遇到点糟心事儿，

不是缺斤少两，就是买到注水肉或

者不新鲜的海鲜，让人在喜庆的节

日里也难免心情郁结。为了给大家

排忧解难，大米近日特意走访了金

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采访了

一些优质商户，为大家介绍一条健

康消费、科学消费的绿色通道。

先说买水果。春节期间不仅自

家需要储备水果，走亲访友也少不

了要多买几箱。但是，不同的水果

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适宜的人群也

不同，你知道应该买什么样的水果，

以及怎么挑水果吗？对此，大米采

访了金元宝市场的商户饶明龙，他

介绍说，“水晶梨有生津、润燥、清

热、化痰的功效，但是肺寒咳嗽、脾

虚腹泻者就不宜食用；橘子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C，具有生津止渴、润肺

化痰、和胃利尿的功效，但吃橘子容

易上火，体质虚弱的老人和小孩不

宜多吃；草莓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

的微量元素，有预防动脉硬化、保护

视力的作用，但草莓容易残留农药，

食用之前必须清洗干净……”水果

虽然对人体有好处，但是任何水果

都不宜过量食用。

春节少不了要买海鲜，尤其是

平时吃不到的一些高档海鲜。看大

米对龙虾感兴趣，金元宝市场的水

产商户姜雪莲热情地介绍说：“这是

澳洲龙虾，简称‘澳龙’，它的主要产

地是大洋洲，由于肉质比较鲜嫩，它

适合刺身、清蒸食用。澳龙目前是

比较好的龙虾，比较高端一些，建议

送礼首选。其它选择的话，还有波

士顿龙虾，它的主要产地是美国缅

因州，钳子里的肉比较饱满，适合蒜

蓉粉丝、清蒸食用，但不适合做刺

身。澳龙和波龙相比较的话，比较

亲民的是波龙，既经济实惠又味道

鲜美。”

买菜大概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

的话题，但是年根儿下买菜也是有

技巧的。在食品安全备受关注的今

天，金元宝市场每日会对上市的蔬

菜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只有合格的

蔬菜才允许上市销售。金元宝市场

蔬菜商户王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冬

季蔬菜的挑选方法和储存方法，比

如挑选韭菜时首先要看新鲜度，其

次要选根部带土的，根部干净的一

般都是加工过的。在储存韭菜时，

要轻捆韭菜、沾水、套袋、放在阴凉

处，可以短时间保持韭菜的新鲜度。

猪肉绝对是 2019 年到 2020 年

饭桌上的主角，吃上一块喷香软糯

的红烧肉才是过年的味道。在选购

猪肉时，怎样才能鉴别注水肉呢？

大米特意来到金元宝市场采访了大

肉商户张和寿，他介绍说：“金元宝

市场的猪肉全部来自定点的屠宰企

业，全程实行电子结算，检验手续齐

全，来源可追溯。现在的猪肉价格

基本趋于平稳，能保证春节给大家

提供充足的大肉。”说到注水肉，老

张介绍了自己的一套鉴别经验，“品

牌肉的肥边特别白，肉皮特别细，瘦

肉颜色呈浅粉色，这才算好肉。注

水肉的肥边和肉皮都发红，瘦肉颜

色也格外红，这种是打过药或注过

水的肉，最好不要买。”

过年虽然忙碌，但心里是欢喜

的，别让一些采买年货的小事影响

新一年的心情。“子鼠迎春，享买年

货”，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的

年货市场将持续到 1 月 24 日，为广

大父老打造一个放心、舒心、暖心的

年货市场。

买年货不用东奔西走 来这里应有尽有
探店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年货市场

大米探店

奋发图强迎接挑战 开拓创新砥砺前行
金元宝集团召开总结迎新大会

双店靓装开业 丰盈文化盛宴
海底捞东方广场店、幕森国际影城于家堡店开门纳客

●即日起至1月16日，金元宝大五金超市携手恒洁卫浴
开启会员专享“爱换无忧”特权福利，以旧换新最高补贴
1600元，畅享金元宝会员专属快速上门服务，更有会员专
享特供款。 （高 芸）

●即日起至1月24日，金元宝东方广场一楼共享空间举
办男装大型特卖会：马克华菲型格、凯纳利喜、BLMW、波
顿、弗伦提克、恒源祥、LUIS全场99元起。 （于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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