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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化服务“三农”
2018 年邮政“919 电商节”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陈雪飞）  8 月
31 日，2018 年 邮 政“919 电 商 节”
正式启动。结合首届中国农民丰
收节，中国邮政将今年的电商节主
题确定为“邮政 919，丰收欢乐购”。
活动期间将聚焦“为农服务、助农
增收”，推出一系列便农、利农、惠
农的活动措施。农业农村部、商务
部、国家邮政局、国务院扶贫办等
部门和单位相关领导，集团公司党
组全体成员出席了启动仪式。集
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刘爱力，
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务院扶贫
办领导分别致辞。

启动仪式上，集团公司董事、
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张金良与农业
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汪学军
共同为“农业农村部农业电子商务
重点实验室”揭牌；国家邮政局副
局长赵民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
丕征共同为“中国邮政滞销农产品
帮扶中心”揭牌；国务院扶贫办副
主任洪天云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康宁共同为“中国邮政名优农产品
孵化中心”揭牌。

邮政“919 电商节”是中国邮
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发挥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三流合
一”的平台优势，推动邮政农村电
商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和精准脱贫攻坚战的重要行动。

刘爱力在致辞中指出，中国
邮政坚持推动邮政农村电商高质
量发展，努力做到让农民满意、让
党和政府放心，增强广大农民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
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和欠发达地区
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
康。近年来，中国邮政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农产品进城与工
业品下乡相结合、发展农村电商与
提供邮政服务相结合等方式，大力
发展农村电商，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我们将加大与社会各界及知
名电商的合作力度，打造线上线
下、开放共享的服务“三农”、振兴
乡村的综合服务平台。他强调，发
展农村电商，中央有号召，农民有
需求，邮政有责任。集团公司全体
干部职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人民邮政
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主动配合财
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邮
政局、国务院扶贫办，大力发展农

村电商，进一步畅通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双向通道，为打赢精准
脱贫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
长汪学军在致辞中指出，今年 9 月
23 日是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
的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
部会同相关部门成立了中国农民丰
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目前正在加
紧筹备一系列活动。很高兴看到中
国邮政充分利用本次“919 电商节”
活动，积极参与到中国农民丰收节
的系列活动中来，希望中国邮政能
够继续发挥优势，为农服务，助农增
收，让全社会分享丰收节的快乐。

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副巡视
员李刚在讲话中对中国邮政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大力发展农村
电商，在电商助农、精准扶贫等方面
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了高度认可。

他指出，中国邮政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对接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目
前已累计参与了 168 个示范县的工
作，大力推动农村传统邮路网络线
上线下融合、连锁经营、统一配送、
转型升级，以电子商务引导农业农
村供给侧改革，同时持续加大县—
乡—村三级仓配网络建设力度，为
农村电商的发展解决了“最初一公
里”和“最后一公里”瓶颈，有效提
升了农村物流服务水平。此外，中
国邮政还入驻了商务部官网的电商
扶贫频道，在线上平台设立扶贫专
区，建成 709 个线上扶贫县馆，基本
实现国家级贫困县全覆盖，帮助贫
困地区的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深
山，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
对中国邮政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
创举和实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
指出，近年来，中国邮政积极响应

党中央的号召，深入落实国家精准
扶贫战略 , 发挥中国农村电商主
力军、国家队的作用，在脱贫攻坚
的实践中探索出金融扶贫、电商扶
贫、产业扶贫相融合的新模式，服
务农村、帮扶农民，彰显了邮政作
为央企的责任担当。特别是针对
革命老区、偏远山区、贫困地区的
特色农产品，为农户提供营销、包
装、寄递、培训等全流程配套服务，
为贫困地区家庭实现脱贫致富给
予了全力帮扶，取得了明显成效。
希望中国邮政继续发挥好邮政农
村电商的优势，更加聚焦精准扶
贫、更加聚集深度贫困地区，推动
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带动农
民致富，更好地服务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和精准脱贫攻坚战。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荣林在
“919 电商节”活动内容发布时指
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牢记“人民
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积极服
务精准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
略，提升邮政电商节的品牌和影响
力。今年的 9 月 23 日，将迎来首
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邮政“919 电
商节”活动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中国邮政将积极作为，主动参与到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中去，彰
显央企责任担当。

本届电商节期间，中国邮政将
组织开展“扶贫助农”专项行动，在
邮乐农品网开设“扶贫助农”专区，
提供产品包装、营销、运输、寄递等
全流程服务，推出扶贫产品“绿色
通道”，以此深化电商扶贫脱贫；在
服务城乡流通方面，坚持工业品下
乡和农产品进城相结合，推出亿元
红包回馈客户活动，重点联合青岛
啤酒、金龙鱼、中粮等 6 家知名品
牌供应商推出邮政渠道专属定制
商品，甄选 400 种特惠商品全国推
广，开展 1700 多场订货会，上线 2.7
万种全国各地特色农产品，精选活
动商品 1590 款让利促销。此外，
还将增开农产品专用冷链邮路，增
加“最后一公里”投递汽车和投递
频次，推出专门的寄递优惠措施，
让农产品进城更加快捷高效。在
推动金融助农方面，将践行邮政金
融“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社会责
任，加大邮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特别是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
的力度，依托邮政自有网点和邮乐
购站点，大力推广“扫码付”“掌柜
贷”等金融服务，组织开展“积分换
礼”“优惠购”等活动，尝试开发推
广面向平台商户的供应商融资业
务，为农村电商上下游的各类客户
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农业电子
商务重点实验室是目前国内第一家
围绕农业供给侧改革和新农村建设
而设立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未来
将为中国邮政农村电商领域提供更
为有力的支撑。中国邮政滞销农产
品帮扶中心和中国邮政名优农产品
孵化中心旨在帮助农民实现农产品
的标准化和品牌化，系统开展滞销
农产品销售帮扶和名优农产品增值
孵化。下一步，中国邮政将重点依
托农业农村部农业电子商务重点实
验室、滞销农产品帮扶中心、名优农
产品孵化中心等三大中心，提升农
村电子商务服务水平，全面深化邮
政电商扶贫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成为全国农业电子商务四大中心
——安徽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姚佐文谈农业电子商务重点实验室

□本报记者  陈雪飞

“由农业农村部设立的农业电
子商务重点实验室的建立有利于
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的逐步实
现，农业电子商务通过网络平台，
扩大了农产品流通半径，使生产者
因为能够掌握市场需求而避免盲
目生产，同时也更快地联系到产
品的需求者，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
节。”安徽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姚佐文这样阐述农业农村部
农业电子商务重点实验室成立的
意义。这个目前中国第一家也是
农业电商领域唯一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于 8 月 31 日，在邮政“919 电
商节”启动仪式上揭牌。

该实验室由中国邮政安徽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和安徽农业大学
共建，主要从事四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开展面向供给侧的农业电商
价值创造与模式创新研究。针对
我国农业产业特征，总结现有农业
电商模式，分析其价值创造过程，
进行农业电商模式优化、创新以及
相关农产品电商领域标准研究。

二是开展农产品电商的智慧
物流与供应链关键技术研究。以
供给侧改革需求为导向，面向农业
物流点多、面广、通讯和道路等基

础设施较差等现状，研究提高农业
电商物流与供应链效率的核心问
题，通过对供应链信息的智能化分
析和处理，为农业物流和供应链优
化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三是开展质量安全管理与溯
源的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依托
邮乐农品电商平台，面向全程电子
商务，研究特色农林产品产前、产
中、产后，加工、冷链运输、分销、零
售等环节的实时信息获取，为正向
追踪与反向追溯提供信息依据。

四是开展农产品电商大数据
协同分析关键技术研究。研究统
一的、集成共享的农业电商大数据

云平台构建技术。建设集特色农
林产品农业电商数据监测、分析、
发布和服务于一体的数据云平台，
是建立实现农产品电商数据、知识
和决策协同机制的基础。

“这个实验室的成立能有力促
进各地邮政企业在农村电商发展中
瓶颈问题的解决。”姚佐文进一步
解释说，“夯基础，夯实各地邮政在
农村电商运作过程中品控、包装、体
验等基础；固模式，创新农村电商发
展方式，优化供应链，打造有自成长
性、可复制的发展模式；提质效，提
升电商农产品的标准化以及商品和
服务质量，从而提升各地邮政农村

电商的发展质效。”
姚佐文认为，实验室对全国农

业电商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促进
我国农业电商高效运行、持续创造
就业机会、推进转型升级等具有重
要的积极作用；促进农业电商发展，
带动我国农产品深加工、仓储物流、
运营服务、营销推广、视觉设计、人
才培训等电商服务的快速发展；最
终促进农业电商的赋能升级”。

“我们和邮政携手，要把实验
室建设成全国农业电子商务高水
平的科学研究中心、技术辐射中
心、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以及学术
交流中心。”姚佐文言之凿凿。

河北邮政：启动劳动竞赛
本报讯  （记者  丁源）  自 8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河北省邮
政分公司全面启动“邮政 919，丰
收欢乐购”劳动竞赛，涵盖了宣
传推广、活动预热、“919 点爆狂
欢日”、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以及
活动返场等各个阶段，旨在助农
富农的同时，进一步提升邮政品
牌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河北省分公司成立专门团
队，梳理、分析、优化业务流程，
推进全环节体验提升，针对“邮
助手地推”“邮掌柜”“邮乐小
店”和手机银行推出红包激励活
动，以提高活动吸引力和客户参

与度。同时，加强业务联动，推
进板块间、业务间的联动共享，
各市分公司在与金融业务部、包
裹快递部、中邮保险、邮储银行
加强板块联动的同时，与集邮、
报刊发行、函件等专业开展业务
联动，共同打造邮政“919 电商
节”品牌。

据悉，河北省分公司为活
动设置了优秀组织奖、专场贡
献奖、金牌团队奖、大单品营销
奖等多个奖项，所有实现了全
省邮政“919 电商节”批销额计
划目标的各市分公司都可参与
所有奖项的评选。

与会领导启动邮政“919 电商节”。� □本报记者  李旭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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