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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第三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本报讯 8 月 4 日下午
14：00，共 青 团 上 海 蔡 同
德药业有限公司第三次
代表大会于公司大会议
室顺利召开。上海蔡同
德药业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杨清，执行副
总经理霍贵明，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胡安及下属公司党政领
导出席会议，公司团委书
记方方主持会议。来自
下属分公司共 61 位团员
代表参加此次大会。
方方同志代表共青
团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
公司第二届委员会作《青
春初心 筑梦远航——为
蔡同德药业的大健康发
展贡献青春力量》工作报
告，回顾共青团上海蔡同

德药业有限公司第二届
委员会各项工作取得的
成绩及今后三年团工作
规划。会上，代表们认真
听取并审议通过相关工
作报告决议，一致肯定第
二届团委三年的工作成
果，期许今后三年团工作
的部署；代表们在认真听
取审议并通过共青团上
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
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候选
人名单后，以无记名差额
选举的方式，投票选举产
生了由阮诚俊、严霞飞、
陈诚、李鼎章、施舟皓 5 名
委员组成的新一届共青
团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
公司委员会。
会 上 ，公 司 党 委 书
记、总经理杨清作重要讲

第

3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副司长
陆建伟赴群力调研中医药工作

本报讯 7 月 21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副
司长陆建伟、医政司综合处副处长严华国一行在上
海市卫计委副主任张怀琼等相关领导的陪同下，莅
临上海群力草药店有限公司调研中医药工作。陆建
伟一行首先听取了上海群力草药店有限公司经理藏
勇军对群力特色草药及小包装配方模式的介绍，全
面了解了群力中医门诊部的运行模式、取得成绩以
及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在对群力的整个诊疗流程进
行参观后，陆建伟对群力在中医药治疗重病大病方
面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肯定，并表示群力模式对于
中医医改有较好的参考意义，希望上海群力草药店
有限公司能一如既往的积极探索、开拓创新，为“健
话，对新一届团委寄予厚 会 召 开 了 第 一 次 全 体 会 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董海涛）
望，并勉励公司全体团员 议，采取无记名等额选举
青 年 突 出 重 点 、打 造 亮 的方式，选举新一届团委
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团青年
点、修身养德、提高境界， 书记，最终严霞飞同志全
参加
《老树开花无丑枝》签售活动
助力大健康产业发展。
票当选为共青团上海蔡同
同日，共青团上海蔡 德药业有限公司第三届委
本报讯 8 月 21 日晚，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
同德有限公司第三届委员 员会书记。
（董海涛） 团青年参加“2017 上海书展《老树开花无丑枝》签售活
动”。
《老树花开无丑枝》汇集新民晚报《老字号·新气
象》采访的上海 50 家老字号的精彩报道与报纸版面，
蔡同德药业携手群力党员代表
叙事留史，
为上海的都市文化留一份记忆。 （董海涛）
参观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本报讯 2017 年 7 月 27 日上午，上海群力草药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两学一做”教育精神， 店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伟代表群力草药店，出席
新世界城暑期营销活动多
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围绕建党九十六周 亚龙国际广场 10 楼会议室召开的 2017 年外滩街道
年“七个一”系列活动，携手上海群力草药店有限公司 社区代表会议。会议由外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任海
一楼商场七夕节销售火爆
党支部党员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下午一同重温辅德里， 滨主持，街道办事处主任孔翼菁报告上半年街道主
本报讯 2017 新世界城暑期营销活动于 8 月 18 日
参观了位于成都北路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 要工作情况。会议表决通过了外滩街道社区委员会
至 8 月 28 日隆重举行，一楼商场经理室提前规划布置，
大会会址纪念馆。走进辅德里 625 号，从一排排石库 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及外滩街道社区委员会各专
围绕七夕佳节做了精心的准备和动员。
门建筑里能感受到历史沉淀的气息。沿着讲解员的 委会主任、副主任、成员名单。外滩街道社区委员会
活动期间销售稳步提升。8 月 28 日七夕节当日更
引导与多媒体的展示，党员代表们依次参观序厅、基 主任发表讲话。
（董海涛）
是达到高潮。商场销售达到 942 万，
钟表珠宝部 CARTI⁃
本陈列厅、党章展厅、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寓所
ER 借助品牌优势独占鳌头，
当日销售达到 93 万元，
化妆
及平民女校旧址，重温了我党革命时期的不易与艰
部在配合公司活动基础上，
又采取分级送礼的方式迎得
蔡同德公司批发部走访武警部队
辛。作为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诞生地，馆内收藏了不
了女性同胞们的青睐，资生堂公司 CPB 柜当日 72.7 万。
同时期及不同版本的各种党章。馆内珍藏的史料记
本报讯 助力“八一”建军节 90 周年及军民共建，
雅诗兰黛 67.3 万展现了一线品牌独特的魅力。火爆的
录了党章的源头与雏形，提醒着参观党员们要严守党 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批发部党员走访上海武警总
销售为新世界城暑期大营销划上圆满的句号。（张 晔）
的章程，根据“两学一做”的“学党章”为参照，争做合 队七支队三中队共建部队，送上清凉解暑的夏令饮品，
格党员，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美好的未来。 （董海涛） 并邀请医学教授为官兵普及夏日防暑降温小知识，帮
助他们在高温训练中能更好的保护自己，更好维护国
家安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此次军民共建活动让党
本报讯“约惠七夕节，爱在新世界”的活动圆满结
员对军队和国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形成浓厚的军 束了，活动自 8 月 18 日至 8 月 28 日，共计 11 天。8 月 28
本报讯 7 月 14 日，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总 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建一条心的良好氛围。（董海涛） 日七夕节，商场邀请了 50 名青年男女来完成“秋香点
经理、党委书记杨清，副经理霍贵明及工会主席胡安
唐伯虎”的游戏，带动了气氛，增加了不少客流，我们二
为酷暑中前在蔡同德堂一线工作的职工送上防暑用
胡庆余堂国药号中药知识技能竞赛圆满结束 楼商场因此人头攒动，生意兴隆。
具，感谢他们辛勤的工作和无私的奉献。高温的不
此次活动二楼有三家厂家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
均
减和业务需求量的高涨考验着配方部及中药代煎部
本报讯 8 月 16 日下午，
胡庆余堂国药号药业有限 有大幅度的增长，
第一家是奈寇：
同比增长了32% 第二家
职工的工作。慰问中，杨书记希望广大职工克服困 公司中药知识技能竞赛圆满结束。比赛内容为每位参 和第三家分别是奥菲欧和歌力思，
同比均增长了24%。营
难，在高温季节把握工作节奏；积极确保高温天有条 赛选手独立完成辨识一包中药饮片的混药包。比赛决 销活动对于吸引客流、
增进销售有重大推动作用，
希望能
不紊的工作，争取把工作做好。
（董海涛） 出了一、二、三等奖。上海胡庆余堂国药号药业有限公 有更多精彩纷呈的营销活动来促进消费。
（丁晓静）
司经理为获奖选手颁发了奖状，并期许今后将尽力多
望提升青年员工的专业技
纪念蔡同德堂与上海武警双拥共建 20 年 举办中药文化特色的活动，
能和职业素养，
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董海涛）
本报讯 上海蔡同德堂药号有限公司与上海武警
本报讯“约惠七夕节，爱在新世界”新世界城一场
十一中队双拥共建 20 周年之际，为切实做好拥军优属
别开生面的立减营销活动拉开了新品上市同享特惠酬
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团青年
工作，
进一步营造更加和谐的爱国拥军、拥政爱民的氛
宾的帷幕。三楼淑女服饰楼结合公司营销活动开展了
参加企事业单位联谊活动
围，
上海蔡同德堂药号党员与青年团员为部队送去菊花
满 99 减 60、减 40、减 20 联动营销，参加 A、B 大类的厂
本报讯 8 月 19 日下午，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 商多达 56 家，一部分品牌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个性优惠
露、绿豆米仁等慰问品。在士兵们的热情欢迎下，
蔡同
德堂员工们参观了特色军队花鼓舞；士兵们的日常训 司团青年参加由上海青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 活动。部门主任主动放弃休息早班连晚班抓紧与厂方
练：
队列、
擒敌、
单杠、
双杠等等。并接受士兵邀请，
深入 “七夕大型联谊活动 逃离异空间 大型城市逃脱之 洽谈，柜长、职能部门员工主动请缨充实商场一线，协
体验部队擒敌术训练项目；学习“豆腐干”被子的叠 战”，与来自上海市八家企事业单位共 300 多名青年职 助收银、维护促销现场秩序。由于商场前期准备工作
成。最后，
上海蔡同德堂药号有限公司员工与武警十一 工共度周末。活动分为团队任务与个人任务，借助微 充分，备货、洽谈到位，三楼商场在 8/18－8/28 促销活
中队士兵进行了一场
“篮球友谊赛”
。此次活动，
丰富了 信服务平台实施开展。团队任务共有五关，集智益与 动中共计销售 651.98 万元，同比上升 28.58%，让广大
青年职工们的业余生活，
强化了职工间的纪律观念和团 体能活动于一体。组内成员需齐心协力寻找服务器 青年女性再次享受消费体验的乐趣，商场销售也收到
队精神。双拥共建 20 周年，部队领导对蔡同德堂一直 所示图片地点，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得任务点，再抵达 一定效果。
（赵 晖）
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示深深感谢，
并表示将进 任务点完成相关游戏。个人任务中，活动者需寻找与
一步创新完善双拥工作运行机制，
进一步增强双拥工作 自己贴相同生肖图案的其他活动者合影留念，方可在
（董海涛）
的吸引力、
感召力和生命力。
（董海涛） 相关专柜获取礼品一份。

群力草药店参加2017年外滩街道社区代表会议

二楼商场七夕节营销成效显著

蔡同德堂高温送清凉

三楼商场七夕营销销售创新高

七楼商场七夕营销销售火爆

（上 接 第 1 版）其 中 ，
《公 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2017 年
上半年，公司以“做精商业、做大健
康业、创新金融业”三轮为主线，以
“稳中求进，进中提质、质中见效”
为重点；零售业反复酝酿论证调整
方案、大健康业关注产业政策调整
带来的结构性机遇、金融业积极探
索与布局，为实现年初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
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
公司的发展仍面临较大压力，行业
竞争日趋激烈，创新转型任重道
远。为此，我们要继续发扬新世界

人团结、拼搏、敬业、创新的精神，
保持锐意进取的勇气和蓬勃向上
的朝气，不断增强公司吸引力、创
造力、竞争力，以实现新世界新一
轮发展。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12.3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1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25.94，比上
年同期增加 3,214.04%；基本每股
收益 0.56 元/股，比上年同期增加
833.33%。主要原因均系公司不再
对上海新南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产生重大影响，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有关
规定应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准则对剩余股权投资进行会计处
理，在丧失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
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1.93 亿
元计入当期损益所致。
最后，徐若海董事长在本次会
议上进行了总结发言，对公司上半
年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公司
在以徐家平总经理为首的经营班子
的带领下，在全体干部员工的支持
配合下，扎实工作，再创佳绩，并力
争完成全年各项经营目标。
（胡 怡）

本报讯 新世界城“约惠七夕节，爱在新世界”主题
活动已于2017年8月28日圆满地落下帷幕，
七楼商场遵
照经理室的指示，
在经理室的带领下提前做好各项工作
准备，
各部门积极配合，
为顺利完成预期目标努力拼搏，
团结一致。在多方共同努力下，
最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活动从 8 月 18 日起至 8 月 28 日共计 11 天，七楼商
场人头攒动，销量额达到了 284 万元，较去年同比上升
37%，在此次活动中英国品牌戴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同比上升 105%，销售额达到了 31 万 4 千余元，同样来
自日本的知名品牌索尼电视也取得可骄人的成绩，在
活动期间内，销售额到达 23 万余元，同比大幅上升。
在带来销售的同时，为此次“约惠七夕节，爱在新
世界”活动攒足人气。部门之间延续着一贯的默契配
合营销活动的作风，为取得良好的成绩打下了有力的
基础。
（王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