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版

“打造一个最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中心城市生活茂”主题活动顺利举行
本报讯 在新世界城
面临大改造的背景下，为
了鼓励广大员工积极为
新世界改革、转型、发展
贡献力量，6 月公司党委
决定举办为期两个半月
的“打造一个最受广大消
费者喜爱的中心城市生
活茂”主题活动。
此次活动分为动员
阶段、考察阶段、大讨论、
献计献策、和汇报评比五
个阶段。两个多月来，公
司自上而下，层层动员，
从干部到员工，从党团员
到 群 众 ，都 积 极 行 动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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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纷纷参与到此项活动
中。期间，我们共派出了
22 支考察队伍，共计 245
人次参与，经过各部门的
讨论汇总共上交总体考
察报告 14 篇，共征集到献
计献策 120 条。
8 月 29 日 上 午 9:15
分，在 15 楼大会议室举行
了专题汇报评比活动，公
司全体党政班子亲临现
场，
8 位职能部门经理担任
了此次活动的评委。各楼
面、各部门共 13 位选手参
加了此次比赛，经过激烈
的演讲角逐，评出了一等

奖 1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
奖 3 个。在其后交流互动
的环节中，公司党政班子
对大家的方案与表现均给
予了充分肯定与表扬。
活动最后，公司总经
理、党委书记徐家平进行
了讲话，徐总谈了三点感
触、三点体现，
并提出了三
点要求：1、要坚持不断学
习、深入思考。2、要进一
步深化、细化实施方案。
3、希望班子、党委和人事，
能够在此次活动中发现、
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徐总
指出此次活动拉开了公司

凝心聚力齐谋发展的大调
整序幕，展示了新世界人
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展
现了新世界此次调整必胜
的信心！
公司党工团组织将
继续充分发挥自身力量，
服务企业中心工作，积极
调动广大干部员工的主
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凝心
聚力谋发展，攻坚克难抓
转型，为推动新世界转型
升级，为将新世界打造成
为一个最受广大消费者
喜爱的中心城市生活茂
而不断奋斗！ （费 杨）

综 合

2016 年公司十件大事

本报编辑部在《新世界报》2016 年发行的报道
中，摘录出 2016 年公司十件大事。内容如下（排列
不分先后）：

1、公司获评 2016 中国商业品牌影响奖
2、2 月 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会议通过
3、3 月，新世界百年庆完美落幕，销售同比
上升 3.5%
4、公司党员全覆盖，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活动
5、
“上海购物节 精彩新世界”荣获上海购
物节举办 10 周年十大品牌活动
6、公司开展建党 95 周年主题系列活动
7、8 月 5 日公司第八届体育艺术节开幕式
隆重举行
8、10 月 28 日新世界城首场会员内购会成
高温慰问送清凉
重视体检报告 加强健康管理
功举办，
日销售突破 6000 万元
本报讯 申城今年 7 月高温天总数达到了 23 天，
本报讯 8 月 17 日下午，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
9、
12
月 7 日公司党委换届选举党员大会
从而打平历史上“最热七月”的极值。8 月份，高温仍 司工会联合公司人力资源部，举办“重视体检报告，加
隆重召开，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班子和纪委
在持续，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徐家平、公司领导施炳 强健康管理”保健知识讲座，特邀长征医院呼吸内科
班子
焕、姚璐顶着烈日、战胜酷暑，分别、分次开展高温慰 专家石昭泉教授、健康管理中心主任萧毅教授、消化
10、11 月 16 日，
上海市黄浦区第 105 选区选
问工作，送上了一片关爱之情，主要走访了在职和退 科专家施斌教授，三位专家为 2017 年度新世界职工体
休的重病职工、孤老、百岁老人、在职和退休的劳模、 检中出现的集中问题，进行了一场健康讲座。关爱职 举大会在新世界城 13 楼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杲
民主党派等人士，领导们叮嘱大家要保重身体，注意 工健康是股份公司长久以来、常抓不懈的重点工程， 云、
徐家平、
杨清光荣当选黄浦区第二届人民代
防暑降温，
并为他们送去夏日的清凉。
（崔红玉） 此次保健知识讲座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其根本意义在 表大会代表。

2017 新世界箱包展完美收官
本报讯 日前，在公司市场营销部的大力支持下，
五楼商场在 B1 地下通道举办的 2017 新世界箱包展顺
利落下帷幕。此次箱包展汇集了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
大使、新秀丽、外交官、爱思等都参与其中，
以其品种的
多样化、
价格的亲民化、
色彩的丰富化，
受到了广大消费
者的青睐与喜爱。其中，
爱思和外交官的销售业绩尤为
出色，
分别以 46 万元和 42.5 万元的销售名列前茅，
整个
汇展则以 140 余万元的喜人成绩为此次一年一度的箱
包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也为五楼商场的销售业绩添砖
加瓦，
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袁 园）

八楼商场调整一新 备战开学总动员

力 的 运 动 品 牌 Under Ar⁃
mour（安德阿镆）儿童馆，
香港利标集团品牌 DH（丹
尼爱特）、及迪士尼公主系
列伊佳林品牌；
调整品牌 7
家，其中阿迪达斯全新形
象店；上海首站斯凯奇儿
童体验馆，斯凯奇从原先
单一童鞋扩建以服饰、童
鞋、
书包为系列的门店。
通过此轮调整，完善
品牌组合和优化布局做

（世 荣）

新世界城综合工会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本报讯 8 月 18 日下
午，在上海新世界股份有
限公司 15 楼大会议室，新
世界城综合工会联合会
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顺
利召开。
根据群团改革的精
神，进一步创新工会工作
机制，切实做好本市非正
规就业、非标准劳动关系
和没有单独建会（简称
“两
非一无”
）工会会员服务的
资金保障工作。公司工会
在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总

工会和上海新世界（集团）
有限公司工会的关心支持
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会法》
《中国工会章程》
和《关于地方工会和基层
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及组
成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
委员会的若干规定》成立
新世界城综合工会联合
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
大会。
通过代表大会民主
选举、依据《选举办法》规
定，公司茅宏同志当选为

本报讯 历经为期一周
的装修调整，
美津浓专柜于
8月23日正式开业迎客。
美 津 浓（Mizuno），是
日本美津浓株式会社于
1906 年创立的运动品牌，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努

力现已成为世界领先的运
动器具、服装和鞋类生产
商。美津浓力求服务于各
类运动项目，并竭力使运
动生活更加愉快和振奋。

好文章，整合儿童运动品
牌，形成以耐克、阿迪达
斯、安德阿镆领衔的儿童
运动区域；整合儿童内衣
品牌，形成以爱慕领衔，
喜眠、MOONYA MOONYA
等核心知名品牌的儿童
内衣区域；整合童车、儿
童座椅品牌，以 Britax（宝
得适）领衔的高端儿童出

行产品区域。
八楼商场儿童用品城
全体党员干部，用凝聚力
提升战斗力，在短短的一
个月，夜以继日奋战在调
整的第一线，为暑期第二
浪前闪亮登场，为备战开
学总动员，乃至为儿童用
品城下一轮招商调整奠定
基础全力以赴。 （李 静）

本报讯 8 月 7 日下午，在 15
楼大会议室召开了新世界深化食
品 安 全 、推 广 长 效 管 理 模 式 暨 检查的方方面面。会上还介绍了
2017 年新世界餐饮管理部“四比” 《餐饮管理部
“四比”
劳动竞赛动员
劳动竞赛动员会。
会方案》，强调了本次竞赛“四比”
区市场监督局食药监分管所 的重要性，要求：一、抓营销、比销
长强卫，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售，
推进--促进新世界餐饮经营平
席姚璐，2 位餐饮客商公司代表， 销领先市场；二、抓意识、比安全，
以及餐饮管理部部分领导员工， 推进--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
新世界餐饮企业的店长负责人参 城区工作；三、抓常销、比管理，推
加了本次会议。
进--执行管理部新版食品安全管
餐饮管理部宣传解释了《新世 理 制 度 ；四、抓 细 节、比 环 境 ，推
界长效管理模式》的各个细节，平 进--营造商户主动维护环境的良
时应当做到的标准内容，
如从业人 好氛围。
员健康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培训管
姚璐对新世界推进食品安全，
理制度、从业人员卫生管理制度、 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工
食品进货查验记录管理制度等等 作予以肯定，她动员大家高度重
细节。细致而全面的涵盖了目前 视食品安全，以高效的管理模式，

新世界城综合工会联合
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严
晓 婵（南 京 东 街 道 总 工
会）同志当选为新世界城
综合工会联合会第一届
委员会副主席，
（按姓氏
笔划为序）马丽霞、张丹、
陈莹、沈勇、陆珺、夏奕、
蒋志征、樊文澜、薛海晶
九位同志当选为新世界
城综合工会联合会第一
届委员会委员。
侯岷同志当选为综
合工会第一届经费审查

美津浓品牌全新入驻六楼北商场

食品安全常抓不懈、长效管理持之以恒
以鼓舞人心的劳动竞赛来凝聚
人、锻炼人，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把握科学管理主线、理清安全责
任条线，让食品安全深入人心，切
实为消费者创造一个安心、安全、
和谐的饮食环境，实现确保市民
满意的
“舌尖上的安全”。
强卫所长对我司在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创餐饮文明示范楼等
工作中做出的成绩予以肯定，强
调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食品安
全无小事，并举例了“沈大成”事
件造成的影响，要引以为戒；并勉
励大家努力实行好新的管理模
式，须用心去做，
持之以恒。
（张 华）

产品种类齐全，覆盖几乎
全部主要运动项目，达到
30 万多个品类。产品开
发坚持以广泛的科学研究
为基础，确保运动是更加
舒适安全，同时坚信科技
与人类感性结合起来，才
能创造完美的品质。
本次品牌春夏季商品
主打 ICETOUCH 面料，这
种面料的热传导性良好，
可
以促进过高体温的散发，
使
用能与水亲和的合成纤维
新材料，蒸发的速度快，吸
收，
扩散，
热传导性好，
能高

新人新事

本报讯 八楼儿童用
品城气势昂扬整装待发，
为了抢在暑期第二波前
全新亮相，历时整整一个
月 的 调 整 于 8 月 10 日 全
面完工。4 月初经理室带
队业务骨干对上海各大
商圈儿童商场进行实地
考察后，落实调整方案，
启动调整谈判。
此轮调整引进品牌 3
家，其中有颇具市场号召

于向广大职工倡导健康生活。

委员会主任，
（按姓氏笔
划为序）王威廉（南京东
街道总工会）和张长红两
位同志当选为第一届经
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新世界城综合工会
联 合 会 将 发 挥 职 能 ，做
好对入驻企业职工入会
工 作 ，充 分 发 挥 工 会 组
织在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提 高 职 工 队 伍 素 质 、促
进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等方面的作用。（世 荣）
效散热。具有凉爽性和吸
汗速干性。秋冬季商品也
已陆续上架，
主打的是美津
浓 BT 系统！BT 系统能吸
收人体散发的水气转换成
热量，保持体温，同等条件
下，
比普通涤纶面料高 1~2
摄氏度，
能使身体湿度比普
通面料减少20%，
具有调节
PH 值的功能,使因汗液或
者洗衣粉等容易碱化的纤
维保持中性，
在穿着的时候
有良好的触感。
新品牌的入驻为六楼
商场带来了新的消费群
体，销售也一定将更上一
层楼！
（朱爱华）

1、为充分落实公司“职工十件实事”
中提及的改善职工体检项目事宜，今年 5
月至 7 月，人力资源部组织公司员工分批
赴长征医院进行了体检。本次体检特别
增加了 CT 胸片平扫项目，获得较好反响。
2、2017 年 8 月 17 日，公司组织劳动争
议调解员骨干（10 名）参加了区劳动和社
会保障会举办的政策讲座：
“ 新形势下企
业劳动争议、仲裁案例的分析研讨”。
主讲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仲裁处原
处级调研员、
律师赵雄麟向大家宣讲了25个案例。主
要围绕试用期用工，
女职工
“三期”
保护、
竞业限制、
保
密条例、
病事假判定等进行了由浅入深的讲解，
公司
调解员们感到这次培训注重实效，
切中要害。对日后
的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3、为了能把危及女性生命的妇科疾病消灭在
萌芽状态，更好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对女职
工的关爱，2017 年 9 月，公司工会将安排女性员工
在红房子医院杨浦分院开展妇科检查。 （祝君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