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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约惠春天。金元宝爱来无忧精选秒杀优品
上线，生活电器、厨卫家居、手机数码一网打尽，金元宝小
程序线上下单更无忧。 （陈 泉）

●春暖花开，感恩重逢，金元宝商厦三楼恩派雅2019
秋冬款部分5折，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王志翔）

●即日起至3月31日，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三楼
WMF引领春日新“煮”张，推出奈彩米快易锅、真空静
音破壁机、迷你厨师机、中式下午茶等多个套装，为生
活增添美好“食”刻。 （王冉）

促销快讯

（通讯员 郑 浩）
据悉，金元宝集团全新推出

“金元宝集团+”小程序，该小程序

内的直播大厅可以满足 50个品牌

同时在线直播，充分满足当下消费

者“线上逛街”的购物需求。

随着 85 后、90 后成为消费的

主力军，大众的消费意识和形式

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在网络时

代成长的新一代，无论是休闲还

是购物，都会先到网上逛一逛。

疫情防控期间，在停业、停课、停

工的大环境下，网络不仅成为获

取信息的主流渠道，网上购物也

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金元

宝集团直面新的挑战，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积极调整经营思路，充

分利用自媒体开展营销，并收到

良好的效果。

在全面闭店的44天里，金元宝

集团六大卖场推出了近 300 个卖

场、品类、品牌微信群，为有需要的

顾客提供在线服务；金元宝乐享购

小程序在线限时抢购，为消费者带

来高性价比的购物选择；金元宝抖

音平台近百场现场直播，展示了多

品类的新品精品。

在此基础上，“金元宝集团+”

也于 3 月 23 日全新上线。这个可

以同时进行 50 场直播的小程序，

能够满足金元宝集团各大卖场各

个品牌的直播需求。顾客在微信

小程序上搜索“金元宝集团+”进

入直播大厅后，即可选择自己感

兴趣的品牌直播厅，在观看的同

时还可以参与互动赢取礼品。据

金元宝集团计算机部负责人介

绍，“金元宝集团+”小程序开通

直播大厅只是第一阶段，之后还

将开通网上商城，这样顾客就可

以在直播大厅购物，和网店一样

便捷。

3月 19日，金元宝集团全面复

工，但真正的挑战和考验才刚刚开

始，面对尚在恢复期的消费市场，

金元宝人不等不靠，以创新、突破

的精神直面困难，迎接挑战，以梦

为马，不负韶华。

图片新闻

（通讯员 米 佳）

金元宝集团抖音号自2019年3月创建以来，已过

去整整一年，一年来共发布抖音作品 137条，受疫情

影响闭店期间开通直播近百场，在充分发挥宣传功能

的同时，有力助推了业务经营，让消费者在疫情防控

期间实现了“云逛金元宝”。经过一年的精心维护和

推广，目前金元宝集团抖音号的粉丝数量稳步提升，

影响力逐渐扩大。

金元宝抖音号从 2019 年 3 月的花朝节起步，对

集团公司的各种文化活动、大型营销以音乐视频

的形式进行传播推广，与报纸、电视、微信等媒体

优势互补，更全面、立体、动态地打造金元宝集团

的整体形象。

在防控疫情闭店期间，为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购物

需求，并直观、详细地展示商品情况，金元宝抖音号开

启在线直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推出涵盖服装、

化妆品、家电、厨具、珠宝等多个品类的近百场直播。

金元宝的员工进入直播间，由线下到线上当起主播，

生动细致地进行商品讲解，并与粉丝积极互动，真正

实现了“闭店不停业，服务不间断”。

当下，消费者的购物理念和消费习惯悄然发生着

变化，金元宝人顺势而为，直面挑战，以消费者的喜好

为靶向，积极适应和引领市场的消费需求，为以后的

新式营销打下坚实的基础。































金元宝集团抖音号 1 岁啦！

（通讯员 王 冉）
阳春三月，春林初盛，韶华美

景。在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下，在

防疫志愿者的爱心守护下，在全国

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拨云见日，

即将迎来战“疫”的最终胜利。金元

宝集团各大卖场也于3月19日恢复

营业，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满足

广大消费者的购物需求。

购物环境安全卫生购物环境安全卫生

作为保障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

重要环节和城市文明的窗口单位，

金元宝集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疫

情防控期间更是主动履行防疫义

务，将理论落实到行动中，通过在卖

场开展全面的消毒杀菌工作，对公

共区域进行高频次的消毒，为顾客

提供安全的购物环境；对卖场扶梯、

直梯、通风等设备进行及时检修，杜

绝一切安全隐患，让顾客用着更安

全更放心；在商场门口设置检测点，

入场顾客通过体温测量并进行扫码

登记后方可入场；在卖场门口、总服

务台、洗手间等处放置抑菌洗手液，

免费供顾客使用；为员工发放口罩

等防疫物资，同时对所有员工进行

体温检测，体温及健康码正常、佩戴

口罩后方能上岗……通过方方面面

的努力和点点滴滴的行动，金元宝

集团竭力为广大消费者打造安全健

康的购物环境。

应季货品供应充足应季货品供应充足

春分已过，正是踏青好时节。

为了保障营业后的货品供应，金元

宝集团采供部提前着手与各大品牌

供货商协商、采购、调货，目前集团

所属金元宝商厦、金元宝滨海国际

购物中心、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

金元宝东方广场四大卖场穿着类春

品全面上市，尤其是消费者需求量

较大的外套、风衣、运动套装、卫衣、

针织衫、衬衣、连衣裙、运动鞋、单鞋

等应季货品，保证供应充足。与此

同时，T 恤、裙装、凉鞋等夏季货品

抢鲜供应。在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

电器广场，空调、电视、电脑、手机等

品类货品上新，为消费者提供最新

的生活、办公、学习装备。金元宝大

五金超市生产资料类货品供应齐

全，助力春日家装季。

卖场品牌准备就绪卖场品牌准备就绪

为了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购物

体验，集团各大卖场负责人带领楼

层经理、主任及各品牌员工提前对

柜台进行彻底打扫消毒，陈列货品，

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消费者的到来。

面对到店的顾客，员工提供热情细

致的服务；针对不能到店的顾客，员

工则将货品信息一一发送给顾客，

帮助顾客下单，再将货品消毒后邮

寄到家，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让

顾客体会到金元宝带来的恒久不变

的温暖。与此同时，金元宝集团各

大卖场的餐饮品牌正在陆续恢复营

业，届时将以更安全、更卫生的面貌迎

接顾客前来就餐。金元宝海鲜宫针

对顾客需要，开通美食外卖服务，满足

疫情防控期间顾客的餐饮需求。

受疫情影响，金元宝集团 2020
年“新春开运大奖，百万好礼共享”

大奖活动的礼券及礼卡使用日期将

顺延至2020年4月2日，还未使用的

顾客请在有效期结束前尽快使用。

万象更新，感恩重逢，未来，金

元宝集团将以更优质的商品、更完

善的服务、更实惠的活动回馈广大

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一起迎接崭

新的明天。

（通讯员 王 冉）
为响应国家防控政策，金元宝

集团于 2020年 2月 4日至 3月 18日

期间暂停百货业态的经营，在此期

间，金元宝的服务却没有停止。为

了履行社会责任，服务保障民生，满

足社会各界的消费需求，金元宝集

团全体员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无

私奉献，践行社会责任，赢得了社会

各界及消费者的一片赞誉。

2020年2月9日，滨海新区医疗

单位联系到金元宝商厦，希望为支

援武汉的医护人员购买应用物资。

时间紧急，金元宝商厦四楼、五楼以

及超市的经理、主任和员工纷纷从

家中赶到卖场，核对购物清单，挑选

合适的商品。他们克服疫情影响，

想方设法组织货源，耐心细致筹备

商品。两天后，经理们驱车将货品

送达，为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备齐

了“铠甲”。敬爱的医护人员是战

“疫”中冲锋陷阵的战士，金元宝人

就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疫情覆盖了整个一季度，也覆

盖了几个重要的节假日，但消费者

对节日礼品的需求并没有降低，金

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一楼化妆品

区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微信群、抖

音直播等方式满足顾客的消费需

求，升级线上服务，为顾客免费寄送

货品，以无接触购物服务顾客，取得

不俗的业绩：3月 8日当天化妆品合

计销售30.8万元。闭店期间，FANCL
合计销售77万元。化妆品主任张祎

弘和赵丹累计到店 20余次，与各部

门积极协调处理问题，最终协助欧

舒丹、施丹兰品牌成交 3 笔团购业

务，合计销售6.9万元。

疫情防控期间，滨海新区总工

会慰问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家属及新

区一线医务人员，金元宝于家堡购

物中心生活超市和金元宝农产品交

易市场承接了配送任务。大家在做

好自身防护的同时，主动请战分工

合作，准确无误地将每一份慰问品

装配入箱，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

每一位被慰问者家中，圆满完成此

次配送任务。疫情防控期间超市客

流要比平时更多，许多顾客都是一

次性购买一两车食物，客价单也从

一两百元增加到一千多元。为快速

疏导客流，避免聚集，超市收银员几

个小时不喝水，娴熟快速地完成每

一笔收款，热情接待每一位顾客。

金元宝东方广场的各个商场在

疫情防控期间进行微信线上销售和

抖音直播卖货。为了让顾客购买到

心仪的货品，他们坚持做好服务，其

间涌现出大量感人事迹。其中，周

生生品牌店员在店长带领下着装整

齐地进行直播，为顾客推荐货品，耐

心解答每一个疑问，创下金元宝抖

音直播观看人数最多的记录；青春

休闲馆的员工不顾商场温度低，身

着单薄的春装为顾客亲自展示货

品；因为顾客急需内衣、袜子，名媛

绅士馆 AB 品牌店长驱车到商场拿

货后又给顾客送到家里，无论订单

大小，大家的服务始终如一。

疫情防控期间，金元宝爱来无

忧数码电器广场的“无忧”服务被进

一步放大，爱来无忧全体员工用热

心、细心、耐心安抚了广大消费者的

情绪，满足了大家的消费需求。2月

14日是大雪天气，很多顾客都主动

和店员说明可以改天送货，但是为

了让顾客在节日当天收到礼物，爱

来无忧的店员们冒着大雪和严寒将

戴森吹风机、手机、音箱等货品送到

顾客手中，受到顾客们的交口称

赞。疫情防控期间，顾客家中有电

脑、热水器等产品的售后服务需求，

爱来无忧员工热情应对，在做好防控

的情况下上门为顾客解决实际困难。

金元宝大五金超市疫情防控期

间食品超市“不打烊”，财会结算分

中心的15名收款员作为与顾客近距

离接触的岗位，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

坚守岗位，在严格做好自身防护和

岗位消毒工作的基础上，克服了自

身和家庭的诸多困难，经常为了等

待闭店后还在购物交费的顾客，主

动加班加点工作，圆满完成了商品

结算任务。特别是春节期间疫情刚

发生的那一段时间里，她们克服思

想上的恐惧，每天面对大量抢购食

品的顾客，没有一丝退缩和犹豫，坚

持为顾客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保

证卖场销售工作顺利进行。

疫情防控期间，金元宝集团

隔断病毒，不隔断服务，始终以积

极、热情的工作态度对待广大消

费者，在这个特殊时期，为大家传

递爱意和温暖。

疫情防控期间的金元宝人卖场风采

万象更新 感恩重逢
金元宝集团各大卖场恢复营业

直播大厅全新启用 线上云逛金元宝
金元宝集团线上销售又出新举措

●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三楼儿童品牌推出酬宾活动：
久岁伴5至8.8折；361°5至9折；嗒嘀嗒4.9至8折；安踏
部分货品5.9折；巴布豆4至6折；名宝一口价35元起再
享8折。 （刘晨）

●即日起至4月5日，金元宝大五金超市维盾门窗、忠旺
门窗7折优惠；乔居门窗8.5折优惠酬宾。 （高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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