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里来欧亚繁忙，欢声笑语喜气洋洋。

一年一度同乐会到，场面壮观激动环绕。

全体同仁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欢乐飞扬。

高档酒店蓬荜生辉，相聚一起缘分可贵。

环境灯光增添氛围，阵阵加油阵阵助威。

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边吃边喝边看边瞅。

精心准备辛勤付出，只为大会圆满成功。

感谢欧亚感恩领导，给予平台给予温暖。

预祝欧亚繁荣昌盛，预祝同仁幸福安康。
(白城欧亚 于程程)

欧亚大团圆

本报讯（商都 办公室）2月 24日，“欧亚商都 2018年经

营指标及工作目标考核责任书签订仪式”在十楼第二会议室

隆重举行。欧亚商都领导班子、欧亚商都体系各店负责人，以

及长春商都全体中层管理人员出席签订仪式。商都副总经理

于清云主持签订仪式，并宣读《经营指标及工作目标考核责任
书》内容。欧亚商都周总分别与长春、吉林、沈阳、北京各店，以

及长春商都各商场、部室负责人签订了责任书，与副总经理于

清云签订了欧亚商都 2018年经营指标及工作目标考核责任
书，与副总经理孔宪利签订了欧亚商都 2018年消防、安全生

产责任书及综合治理责任书。会上，欧亚商都副总经理孔宪利

还与体系各门店负责人签订了 2018年消防、安全责任书和

综合治理责任书。
签订仪式结束后，周总对“出发”两字的内涵与大家进行

了深度交流与分享。周总提到出发必须笃定、出发必须清醒、

出发必须规范、出发必须超越、出发必须求实———我们既要善

于在顺境中出发、也要善于在逆境中出发；既要习惯在自信中

出发、也要习惯在忧患中出发；既要敢于在已知中出发、也要

敢于在未知中出发；既要能够在厚植优势中出发、也要能够在

补齐短板中出发；既要准备在掌声中出发、也要准备在批评中

出发。周总还强调，欧亚商都体系的出发，要把握好为了谁、依

靠谁、我是谁，具体说就是没有旁观者，都是践行者。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以出发为荣，因出发而勇，由出发而凝聚，为出发

而奋斗，希望同志们面对新征程、矢志再出发！

欧亚商都举行 2018年“经营指标
及工作目标考核责任书签订仪式”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3月 28日窗外下起了大

雪，预示着 2018 年是丰收之年，收获之年，得益之

年。作为一名初到商都的新员工，今天有幸参加了商

都在国信南山温泉酒店举办的员工同游同乐会。全

体员工欢聚一堂。细数 2017年大家风雨同舟，携手
共进的点点滴滴，聆听同事们对去年的工作总结，展

望商都未来发展的蓬勃蓝图，在喜悦、欢快中度过了

难忘的一天。

同乐会活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全体员工
的凝聚力，向心力，展现了同事之间良好的团结合作

精神。2018年我们全体员工为了商都美好的明天，

策马扬鞭，拼搏进取；2018年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面对新征程，矢志再出发。

（商都 丁福吉）

丁酉年春，商都人春游为乐。缘净月行，忘途之

远近。忽逢南山楼，沿松数百步，中有闲亭，绿树成

荫，桃花纷纷，吾等甚悦之。复前行，欲穷其境。
入得阔厅，便见小路，间闻水声，仿佛若有泉。便

悠然，选小路。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

朗。水白浪阔，温泉俨然。有决胜浮香华池之属。少

男少女，欢畅同趣。又含老幼夹杂，众人衣着，悉如盛

夏。清水芙蓉，并怡然自乐。

吾等觉，乃大悦，未邀同来。齐乐之。便细浪微波

齐踏，设做红酒瑶池沐之。红男绿女争先恐后，欲独

辟佳景蹊径，乐不思归。譬如桃花源，不再出焉。遂与

世俗喧嚣间隔。不问今是何世，荣辱成败，皆如雾散。

吾等具为碧浪青植所引，惊叹惋。一一欢入各池中，

笑语欢声。稍停顿，小亭餐之。南山人语云，此乃国信

桃花地也。

既出，得其车，便回原路，而犹不欲归。及商都，

语同事。说如此，皆跃跃向往之，遂出发，再入南山

矣。

商都高层，风雅士也。体恤民心。邀全员南山行。

欢途。福泽，心怀感恩也。 （商都 张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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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商业连锁 经理办 /文 李博
文 /图）2017年欧亚商业连锁全面实现了曹
和平董事长制定的“三百规划”奋斗目标，为
了表彰 10年间在“连锁做多”路上做出突出
贡献的先进员工，3月3日正月十六，欧亚商
业连锁“三百规划”功勋人物颁奖盛典在长春
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300名先进员工受
到了表彰，同时还有 20名供应商、合作商被
评选为“十年杰出供应商、合作商”。
这场被媒体评价为气势恢弘、形式新

颖、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盛会上，来自长春

6大区以及四平、通化、辽源、松原、白城、白
山、延边、包百大区、西宁大区等三省 24地，
15个大区的上千名员工代表们汇聚一堂。
本台晚会由吉林电视台著名节目主

持人杨欣和梁楠以及商业连锁员工王丹
和徐新俣共同担纲主持，分为“筑梦”“追
梦”“圆梦”三个篇章，《情暖欧亚》《欧亚脚
步》《欧亚的风采》《时间都去哪儿了》将欧
亚商业连锁十年的创业征程中成功的喜
悦、创业的艰辛展现得淋漓尽致，看到过
去的老照片、员工们还原工作场景的小品，现场的员工们
都默默流下了眼泪，这眼泪是幸福的，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莫过于两个颁奖环节，当 51名功臣人物整齐地站在台上，
当 7名功勋人物与于惠舫总经理同台出场，特别是当欧亚
集团的领路人———曹和平董事长的颁奖词出现在大屏幕，
全场一片沸腾和欢呼……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如同商业连锁这十年奋斗的
写照，欧亚铁军们共同走过了十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十年，在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重要篇章，验证了曹
总战略思想的高瞻远瞩，商业连锁创下了一日开五店，一个月
连开 11家门店的欧亚速度，在开疆扩店、经营能力、冷链物
流、超市连锁、团队建设等各个方面均实现了稳健发展与厚积
薄发，为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培养起一大批企
业的中流砥柱。

2018年，欧亚商业连锁全面开启由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
转型之路，商业连锁全体员工要以归零心态，进一步巩固“三

百规划”发展成果，以昂扬的激情开启新的
征程！
链接：一个资深媒体人的观感
表彰大会让我震撼，超乎我想象的成

功。伴随欧亚 30年，认识车百 20年，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这其中的辛酸和艰难，不是局
外人所能够体验到的，欧亚连锁今日的辉
煌，是多少人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凝聚
而成。
我认为，这次表彰大会，是群情激奋的

大阅兵，是彰显功勋的大庆功，是亲情凝聚
的大团圆，是 10年辉煌的大盘点，是开疆拓
土的大动员，是追逐梦想的大进军。
在现场，一个个雄壮的方队，一张张自

信的面孔，一声声铿锵的誓言，一面面猎猎
的战旗，让人群情激昂，血脉贲张；一个个恍
如昨日的亲切场景，一张张记载荣誉的泛黄
照片，一个个挑灯夜战的奋斗画卷，一座座
拔地而起的连锁新店，让人感慨万千，自豪
满满。
特别是那些功勋，当他们迈着整齐的步

伐，昂首挺胸地站在舞台上时，让人震撼他们的强大实力，感
动他们的自信执着，钦佩他们的无限忠诚。他们有的已经不再
年轻，却有着与年轻人一样的超强战斗力；他们有的是刚刚加
入战队的新人，却有着与老员工一样的坚定信念。这是曹和平
授予的“铁军”，他们当之无愧这个称号，无坚不摧，每战必胜！
光荣与梦想，责任与使命，热血与激情，荣耀与尊严，在整

台晚会中彰显无遗。
衷心地表示祝贺！ （城市晚报 王长生）

欧亚商业连锁举行“三百规划”功勋人物颁奖盛典

春又重来待树发，一路风光景怡然。

暂别商都寻山水，莫向南山问归期。

何如碧玉温泉水，白浪飞虹带雨来。

聊凭少年活波态，觥筹交错醉心怀。
（商都 张红梅）

女人如花缤纷妖娆

与百花争艳

展露着万种风情

女人好色色彩斑斓

像彩蝶纷飞
充盈着流光溢彩

女人如诗女人似画

字里行间透着隽永秀丽
如花画卷绘着浪漫柔情

女人如书满腔智慧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读你的感觉像春天
春风十里不如你

亦真亦幻都是你

女人百变角色多变

自信聪慧魅力无限

是巾帼不让须眉

是小鸟依人娇媚

女人

你要活到老美到老

你要活的优雅精致

你要永驻如歌芳华

(商都 张艳丽)

2017年 11月，我有幸加入了欧亚商都这个知

名的 500强企业。刚入职不久，就听同事们讲过关

于企业一些暖心的故事，其中便有企业为增强员工

的幸福感、让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组织的新春员

工同乐游。我听的兴致盎然，深深地被这里的企业文

化所吸引。

2月 28日，正月十三，漫天飞舞的雪花，没有挡

住我们出行的步伐。新春的快乐还没有褪去，另一份

快乐又将开启。终于迎来了这一天，第一次参加员工

同乐游的我，心情激动的无法言喻，我对这次集体的

温泉休闲之旅，有几分憧憬，几分祈盼。我虽然刚进

入欧亚商都不久，但是我加入的是一个团结和谐而

又充满激情的团队，同事们的开朗豁达使我很快融

入其中。室外冰天雪地，室内温暖如春，我们在水中

嬉戏打闹，开怀大笑，身与心都得到了彻底的放松。

那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同事，因为这次的相聚，见了

面都热情的打个招呼，从她们开心的笑容里，我能感

受到这次员工同乐游给大家的内心带来了满满的幸

福，这就是快乐工作，健康生活最好的体现。

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晚上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和幸运号码抽奖环节，舞台绚丽多彩，身着西装、礼

服的帅哥靓女主持人也是来自我们欧亚商都不同岗

位的优秀员工，大家欢聚一堂，各展才艺，举杯共祝
欧亚美好的未来，阵阵欢声笑语响遍了大堂内外。主

持人公布的中奖号码，将整场晚会再次推向高潮，大

家为中奖的同事鼓掌欢呼，共享那一刻难忘的幸运。

走的最急的总是最美的时光，但这次员工同乐
游美好的点滴却烙印在我的心底，不会抹去。欣赏了

美景，享受了美食，解除了疲劳，放松了身心、陶冶了

情操，尽兴游玩之余，我深切地感受到来自欧亚大家
庭的温暖和企业对员工深切的关怀。此次活动不仅

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增强了部门之间的沟通协

作，更让这个大家庭更加团结和谐，从而更好地提升

了企业的凝聚力，充分展现了企业的团队精神，让大

家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以后的工作中。

2018，不忘初心,奋斗不息，出发不止。

共祝愿:欧亚好，走得更远，走向更辉煌！

（商都 姜春霞）

（词牌）鹧鸪天

玉蕊琼花飞满天，

员工同乐笑声传。

金鸡起舞报佳绩，

玉犬欢歌旺新年。

春堂暖，佳肴鲜，

三百规划美收官。

再展宏图共携手，

二零一八谱新篇。

（辽源欧亚行管部 王怡嬴）

欧亚情最浓 欧亚业正丰

襟怀蓝天阔 青春火焰红

回首望征程 风雨兼彩虹

一路春光美 勇攀最高峰

追求卓越方显英雄本色

追求宁静才能致远畅通

漫撒鲜花香四海 耿耿丹心九州同

我是欧亚人

亲切有热情 诚信肝胆壮
进取乐无穷 我爱欧亚人

坚毅有担当 重任担肩上

永远向前冲
(东风大街店 林琳)

玉犬旺达辞旧年，

经开宽城拓新篇。

同心同愿同乐会，
汇人汇心汇同乐。

(欧亚万豪 张博文)

欧亚精英齐聚一堂，

身经百战各展风采。

精英走秀多姿多彩，

员工掌声此起彼伏。

三地五店蓄势待发，
白城大区威武神勇。

(乌兰欧亚 姜海虹)

赞欧亚员工同乐会

同乐会

乌兰欧亚员工同乐会

欧亚进行曲

南山·山水

女人如花

参加商都员工同乐会有感

国信南山游记

新春欧亚行 共享员工乐

吉林省省长景俊海一行莅临松原欧亚参观指导

钟摆

开心欢快地走过
周而复始，万象更新

我们将迎来 2018年新春

回顾 2017年我们一路开拓

责任大，压力大

春城大地上

凝固了多少汗水

五加二白加黑常态化

成绩都留给昨天

曹总的“三星战略”

为欧亚人指明明天前进的方向

于总的“三百规划”顺利实现

为欧亚超市连锁的征途划上圆满

值此新年之际

我们祝福欧亚

鸿基始创，骏业日新

我们祝福欧亚

引领时尚，制造精品

我们祝福欧亚人

业有所就，和谐美满

欧亚人 欧亚梦

一日，一流年

梦在征程里
志在更深远

(长沈店 王洪波)

欧亚风光，员工同乐，百店齐发。

望商场上下，喜气洋洋；会场内外，笑声哈哈。

歌曲昂扬，舞蹈柔美，纷繁欲使人眼花。

精彩处，看幽默小品，众人笑趴。

弘扬企业文化，使无数公司竞勃发。

赞欧亚宗旨，不输万达；员工素质，稍胜恒大。

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只能鼓掌欧亚夸。

商海里，数风云商场，还看欧亚。

(通辽欧亚 徐斌凯)

沁园春·同乐会

欧亚人 新年梦

2018年欧亚集团公司各门店员工同乐会精彩场景

本报讯（包百大区 总经办 /文 荣慧涛 /图）3月 5日

下午，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段志强带领自治区安监局等有关部

门领导，在包头市政府副市长张建中和市有关部门领导的陪

同下，到包百集团大楼检查指导安全运营工作。集团公司董事

长曹智勇、总经理路廷辉、副总经理兼百货公司总经理王秋
玲、总经理助理兼资产安全部部长咸学增陪同检查。在检察

中，集团公司董事长曹智勇汇报了包百集团安全运营工作。段

志强副主席详细查看了消防监控中心，查阅了安全运营规章

制度、巡查记录等，在营业现场抽查了“微小型消防站”有关对
消防设施使用和岗位职责，对包百在安全运营方面的工作表

示充分肯定。重点强调企业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高度重视

安全运营工作，持续加强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力度，不断完善
各类应急预案和规章制度，特别是作为人员密集场所，一定要

加强员工培训、应急预案和疏散演练，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不受损失,为消费者营造安全放心的购物环境。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段志强视察
包百集团检查指导安全运营工作

本报讯（松原欧亚 张馨月 /文 张馨月 /图）2 月 13

日，吉林省省长景俊海、市委书记李相国、市长王子联等省市

相关领导一行莅临松原欧亚进行新春走访慰问。松原欧亚购

物中心总经理郑伟带领班子成员全程陪同。郑总向景省长详

细介绍了松原欧亚 5年来的发展历程和经营情况，并对春节

商品供应及价格、质量、四防安全工作向景省长做了详尽汇

报，同时感谢省、市各级领导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各部门领导在

各项工作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对松原欧亚的认可，并针

对下一步经营重点予以汇报。景俊海省长对松原欧亚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并对欧亚节日氛围、员

工精神面貌、安全工作予以赞扬。景省长十分关注民生问题，

现场询问顾客欧亚生鲜价格及质量问题，在听到市民对欧亚

物价及货品质量十分肯定的答复后非常满意，对松原欧亚节

前的安全及市场供应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在现场给市民及员
工带来亲切的关怀和新春的问候，市民也对于在欧亚遇到省

长感到十分开心，最后临别前，郑总代表松原欧亚全体员工向

景省长及相关领导送上新春祝福。省领导一行体现出对松原
欧亚的高度重视，进一步提升松原欧亚在当地的影响力，也在

春节期间提升了员工的热情和士气。

作为欧亚的员工，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2018年松原大区

全体员工必将砥砺前行，确保春节销售任务达成，继续保持欧
亚在松原市商业的领军地位，同时不断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

为我市企业做表率，为松原市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谁约东君廊下过。一夜之间、芽在枝头

破。换去冬装冰影堕，莺歌燕舞琳琅烁。

万户商家齐唱和。春曲悠悠、众客瑶堂

锁。老少青年有求所，商城欧亚惠足获。

（商都特邀通讯员 刘金芳）

蝶恋花·欧亚之春

金鸡报捷梅花俏，

义犬迎春柳色新。

欧亚声声歌盛世，

车百款款迎新春。

服饰优惠享不停，

万元巨奖抽免单。

红男绿女双双购，

相随相伴过大年。

(欧亚车百 肖宗珉)

新年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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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欧亚卖场 李铁
君）九州日升中国年，万家灯火
共新年，锦绣欧亚创佳绩，共为
卖场谱新篇。2月 27日，农历正

月十二，欧亚卖场千余名员工欢

聚在华灯璀璨的中央共享大厅，

用歌舞伴着欢笑，以喜悦伴着收

获，共襄幸福硕果，同望美好未

来。

这是一场全体员工翘首期

望的“大舞台”，这是一场卖场人

载歌载舞的“特殊春晚”，因为所

有节目均是来自卖场员工的“原

创”，从节目形式、节目编排、歌

曲舞蹈、语言串词、道具制作、服

饰化妆等等，全都出自卖场员工

之手。美轮美奂的歌舞、捧腹大

笑的小品、神秘莫测的魔术、含

义深刻的相声、昂扬向上的快

板、动感劲爆的大鼓……台下百

余桌喜宴再次摆起，台上一幕幕

强势发展的硕果浸人心田。

2017年，卖场面貌完美蝶变，经

营品质华丽升级，员工福祉泽被

四方，社会影响与日俱增。150

亿元的销售额，过亿人次的客流

量，再次缔造了享誉商界的卖场

奇观！
为了让员工玩得尽兴，吃得

开心，卖场特别制作了百余桌千

道美食，航拍器全程摄录，微信

摇一摇嗨翻全场，中奖员工幸福
洋溢，卖场员工共同为 2017年

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干杯！自豪！

骄傲！2018年，卖场三万名员工定当再接再厉，

再谱华章，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为人先的豪气、

笃定不移的士气、自信洋溢的志气，做大规

模———全力助推欧亚汇集；做强实力———持续弘

扬企业文化；做全业态———继续引领消费市场；

做精服务———全情奉献普惠八方。继续以“购物

中心 +”发展模式为核心，继续以业态优势、诚信

优势、文化优势、体量优势、功能优势、团队优势

等各种优势为依托，开启新的希望，放飞新的梦

想，共同擘画卖场恢弘灿烂的美好蓝图！

本报讯（商都 办公室）3月 2日早 7:20，

欧亚商都在十楼大会议室隆重召开“2017年度
总结表彰大会”。总结 2017 年度工作并部署

2018年工作；表彰获得 2017年度的优秀单位、

集体、个人。欧亚商都周总及班子成员、全体干部

员工出席大会。欧亚商都副总经理于清云受班子

委托在会上做工作报告；副总经理阚慧主持会

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长春欧亚商都 2017 年工

作，重点对 2018 年工作进行了部署，明确了工

作思路：继续按照“适应市场求生存，驾驭市场求

发展”的理念，继续贯彻执行“抓早、抓实、抓细、

抓紧”的工作原则，保持战略定力，按“规定时间、

规定标准”做好外延市场拓展与内涵业绩提升。

大会对获奖的优秀单位、集体、个人进行了

表彰，商都领导为获奖者颁发了奖状、奖品及奖

金。6名优秀代表分别发表了获奖感言，他们纷

纷立下诤诤誓言：将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优秀代

表的作用，为更好地开拓欧亚商都新局面而努力

奋斗！

2018年，欧亚商都将继续以“等不起的紧迫

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以“开局

就是决战、起跑就是冲刺”的工作态度，不驰于空
想、不鹜于虚声，扎实做好各项工作，面对新征

程，矢志再出发！

欧亚商都召开
201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淤卖场/ 邱 博摄 于卖场/ 王金刚摄
盂连锁/ 李博文摄 榆商都/ 李广岩摄
虞沈阳/ 李 军摄

光 荣 与 梦 想

本报讯（白山欧亚 王国琳）2月 26日 17点 20分，白山

合兴店 2017年度表彰大会暨 2018年新春同乐会在亿佳合

三楼的宴会厅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受表彰人员有 29名大区级

优秀员工、45 名商业连锁级优秀员工、12 名集团级优秀员
工，14名商业连锁级厂方优秀员工、5名集团级优秀员工，共

计 86名先进个人，财务部、企划部为优秀部室荣誉称号、鞋帽

商场、家电商场、食品超市为目标责任完成奖荣誉称号。希望
大家以先进为标杆，团结一心，锐意进取，让她们身上的闪光

点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为欧亚合兴健康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2018年白山合兴店新春同乐会精彩纷呈，节目五花八

门，有鼓舞士气的《撸起袖子加油干、茉莉花》，有着梦想起飞

《ceiliceli我要飞》，有唯美画面《星月神话》、《大海啊故乡》，

也有诙谐幽默《烤串》、《卖药》及《东北话 VS普通话之白蛇后

传》，有赞美欧亚、赞美合兴《我在欧亚》、《合兴放歌》，有流行

风靡的《青春正芳华》、《我们的芳华》，有青春愉快《合兴的世

界》，更有大气磅礴《不忘初心、国家》，让大家应接不暇，沉浸

在节目的精彩之中。

白山合兴店 2017年度表彰大会暨 2018年新春同乐会

在热闹、欢快的气氛下圆满的落下了帷幕。2018年，新的征程

己经开始，希望白山合兴店全体员工要充分发扬合兴人铁军

精神，在欧亚集团及商业连锁的正确领导下，踏踏实实、创新

进取，敢于担当，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再创销售新辉煌！

白山合兴店召开 2017年度表彰大会暨 2018年新春同乐会
济南大观园李萌/摄

欧亚卖场

李博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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