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本版编辑：陈雪飞  电话：（010）83161009

2018 年 10 月20 日   星期六

www.chinapostnews.com.cn

邮政电商

邮政农村电商助力“农产品进城”，集团公司总部每月主
推的农产品均来自原产地，新鲜美味。欢迎登录邮乐网(http://
www.ule.com) 或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选购。

一月一品  月月尝鲜

三瓜公社  农家传统咸鸭蛋 

　 精选散养新鲜鸭蛋，坚持手工裹盐泥，蛋黄红、

蛋黄沙、油多、蛋白细、蛋白嫩、味道鲜。

20 枚

5 公斤装

2.5 公斤装

100 克装

3只装

29.9 元

39.9 元

25.9 元

25 元

99 元

21.9 元

商丘特产 农家自制溏心变蛋 

20 枚

40年传统匠心工艺，美味传千里。

长粒香伊通新米  真空装

　 米质晶莹，米粒饱满，蒸煮后香糯清甜，柔软弹

牙，黏而不腻，实力打造东北好大米。

云南蒙自甜石榴  农家自产 

　 具有果大、皮薄、粒满、核软、汁多、味甜等优良

品质。

东北木耳  大嘴怪盒装礼盒

阳澄湖大闸蟹  尝鲜型

　 正品阳澄湖大闸蟹，秋高蟹肥，饱满丰盈，滑润

鲜香。

品牌化  项目化  阵地化
——江苏邮政电商扶贫纪略

□丁豪杰  夏前龙

近年来，江苏省邮政分公司深
入贯彻中央精神和集团公司战略
部署，主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和精
准脱贫攻坚战，致力解决农村“难
卖、难送”等难题，开辟城乡流通
渠道，推动农产品进城。正如江
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马小群所说：

“邮政作为国企要发挥‘国家队’
优势，加大项目开发力度，建立推
广载体，将邮政打造成为电商扶贫
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让百姓真正
得到实惠。”

截至 9 月底，江苏邮政已建成
“邮滋味”特色农产品省馆和地方
馆 37 个，帮助省内 72 个地方特色
农产品触网销售；线下赋能升级覆
盖城乡的 3.4 万多个邮乐购小店，
建成乡镇电商服务站近 2100 个、
县级电商运营中心 57 个。

品牌化发展 
强化扶贫精准性

“参加合作社不愁卖不说，每
亩地还能多赚 500 元。”站在自己
的 10 亩地上，宿迁市宿豫区董墩
村村民董立军伸出五个指头高兴
地说。他所说的合作社是由宿豫
区国税局、宿迁市分公司和董墩村
共建的扶贫共建香米种植基地。

“我们说服农民改种市场价更
高的香米，由政府提供生产基地、
优质种子及技术支撑，邮政负责品
牌打造和后期推广，并以高于近 3
年市场平均价格定向收购，解决农
民的后顾之忧。”宿迁市分公司渠
道平台部副总经理曾婷说。

宿迁、常州、沭阳等地邮政先
后与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合作，以落
地一个品牌、实施一批项目的形式
融入精准扶贫大局。“集多方之力
将各自为战的农民聚集到一起，统
一解决品牌、品控、销路，容易形成
规模，走品牌化发展之路，助力农
户脱贫。”江苏省分公司渠道平台
部总经理季建华说。

省级层面主动对接省政府大
力发展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全面推
进“一村一品一店”建设行动计划，
推出江苏邮政“一村一品·富民
行动”品牌工程，实现邮政发展与
全省精准脱贫工作有机结合。与
团省委共同推进“千县万村百万
英 才 —— 农 村 青 年 电 商 培 育 工
程”，受训青年达 4000 多人。针对
睢宁、泗洪等 12 个重点帮扶县品
牌运作较为薄弱的现状，从 6 月
14 日至 7 月 20 日，江苏省分公司
渠道平台部项目组一行 3 人先后
奔赴 12 个县进行现场指导。

“睢宁特色产业是家具，不适
合邮政电商。当地的种植业零散、
不成规模，要走品牌化发展似乎很
难。”睢宁县分公司总经理张梅回
忆道，“省分公司渠道平台部提供

的重点农产品供应商名录，让品牌
化发展有了抓手。”说着她打开这
份名录，里面经营范围、商户联系
方式等一应俱全，特别是“属性”
栏里，国家级龙头企业、中华老字
号农业食品类企业等都有明确标
注。根据名录，睢宁县分公司最终
确定了甜玉米等 4 款产品为“进
城”重点品牌，与其他 11 个重点
帮扶县一起，共推出 23 款产品参
与“邮政 919 丰收欢乐购”活动。

邮政用心做事得到了地方政
府的认可，正如泗洪县扶贫办主任
张美洪说：“邮政扶贫针对性强、接
地气，这样的扶贫我们很需要。”

项目化运作 
助力农民创业致富

一颗桃子是如何撬动农村经
济的？在无锡市阳山镇，虽然错过
了赏花和品尝水蜜桃的季节，但
3.2 万亩桃花园的壮观场面仍让人
感到相当震撼。

水蜜桃成熟期短，从早桃上
市到晚桃下市，前后不超过一个半
月，成熟期最短的品种只有 10 天
左右的时间。“如果没有强大的销
售能力，桃子就只能烂在地里。”
一位村干部介绍说。

邮政对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
关。“水蜜桃收获期，邮政会安排

‘邮滋味’项目小组进驻各合作社，
帮着桃农处理线上订单、组织装
箱配送、协调现场运输车辆并做好
品控。”“邮滋味”项目负责人顾
文博说。邮政的专业做法赢得了
市场。阳山水蜜桃项目累计销售
22194 盒，实现销售额近 200 万元。

除了阳山水蜜桃，江苏邮政先

后运作了高邮咸鸭蛋、焦溪翠冠梨
等 9 个省级重点农产品项目，并在
产品选择、包装、宣传等方面狠下
功夫。“着力培育省级重点和区域
特色农产品的项目化运作，打通各
环节，建立省市联动模板，带动农
产品销售和农民创业致富。”江苏
省分公司渠道平台部王文娟说。

在产品选择上，江苏邮政按照
“品质、品味、品牌”以及“精道创
意、精深加工、精美呈现”原则，结
合当地政府“一村一品一店”建设
行动计划选择项目。具体标准为：
具备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认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标识或地
方特色农产品之一的；供应商具备
完备资质和稳定供应能力的；具备
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可靠的质量
保证的。

江苏邮政在产品包装方面注
重对标行业标杆，突出体现邮政农
产品品牌，适合全国范围运作的省
级重点项目突出“邮农家汇”，适
合省内运作的项目突出“邮滋味”；
推出农产品寄递专用包装，提升品
牌形象；开展农产品寄递测试；强
化邮政专业联动，在内包装放置明
信片、纪念封，突出邮政特色。

在邮乐地方馆运营方面，江苏
邮政由省级层面统一招商、统一策
划、统一运营；地方馆建设立足于
本地特色农产品开发，按照“对接
一次政府、建成一个市馆、组织一
场活动”的原则，同步组织开展 13
场地市馆开馆仪式和主题推广活
动，以“开馆”为契机完成全省所
有地市与地方政府的对接，提升邮
政农村电商的影响力。

截至 9 月底，江苏邮乐馆累计
招标引进农产品 SKU 数达 1161

个，实现订单 20.4 万笔，交易额达
512.7 万元；累计运营 13 个地市馆、
23 个县馆，上线农产品 SKU 数达
919 个，成功运作句容草莓、赣榆
大樱桃等省内区域特色农品项目
96 个，在线交易额达 3530.3 万元，
列全国邮政首位。

阵地化引流 
发挥线上线下优势

9 月是葡萄销售旺季，但海门
市培才村农场主施贺飞却心急如
焚，他今年开发的新品——玫瑰葡
萄上市以来无人问津。

“施老板，你把葡萄送到电商
服务站去，应该能有好销路。”得
知情况后，海门市分公司渠道平台
部负责人周力上门拜访，并给出建
议。小周的建议没让施老板失望。

海门市分公司在 34 个邮政网
点设立了电商服务站，并在国庆、
中秋双节前夕，纷纷推出优惠活

动，100 多箱葡萄仅两天时间就销
售一空。施老板激动不已：“明年，
还请你们邮政帮忙销葡萄。”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流量
是每一个企业永远不能忽视的问
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生态的成
熟完善，线上流量基本被几大知名
互联网公司瓜分，线下引流逐渐成
为市场抢夺新重点。”江苏省分公
司渠道平台部黄鹏说，“阵地化引
流，不仅可以提升客户体验感，增
强信任，还能提高客户留存率。”

目前，徐州、无锡、南通等市分
公司陆续开展了农产品巡展、优惠
购等类似活动，新鲜的产品、实惠
的价格一举获得市民的“芳心”。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组织类似活动
23 场次。

江苏邮政“邮乐食堂”启动，
是线下扩大江苏邮政农产品项目
社会影响力的另一个尝试。以食
堂为阵地，致力将新鲜原产的优
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送到会员
手 中。7 月 下 旬，江 苏 邮 政 推 出
了商品订单管理系统，将“邮乐江
苏”微信公众号作为销售端口，采
取周一微信线上预订，周四线下食
堂刷饭卡提货的模式。先期在江
苏邮政 11185 客服中心、鼓楼邮政
大厦、南京邮储银行等食堂进行测
试，以无锡水蜜桃为头阵打响销售
第一枪，同步开发了民生银行、地
矿研究所等 10 余家企事业单位食
堂。利用“线下试吃 + 线上预订”
的模式，销售水蜜桃 500 余盒。

“品种多、品质好、购买方便。”
提起“邮乐食堂”，兴业银行员工
小胡高兴地说，“邮政的渠道优势
大大方便我们购买各地优质特产，
谢谢你们！”“邮乐食堂”采取每
周精选一款农产品的模式，截至目
前，已成功销售焦溪翠冠梨、句容
葡萄等共 1200 多盒。

“虽然‘邮乐食堂’起步不久，
但已在食堂会员群体中形成了固
定购买模式。今后，我们还将陆续
推出更多优质农产品，让工作繁忙
的白领们足不出户轻松刷卡、提
货。”谈及今后的发展，“邮乐食堂”
项目成员苏玏信心满满。

依托睢宁沙集邮政电商创业孵化中心，邮政员工为村民提供电商业务咨询及培训服务。� □刘立明  摄

土鸡蛋变成“金蛋蛋”
——甘肃庆阳方山邮政所助力土特产出村记

□本报记者  汪慧丰  文 / 图

鸡鸣三遍，窗外还是迷茫的鱼
肚白。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方山
乡邮政所乡邮员赵清龙坐起身来，
就再也睡不着了。最近，他结合镇
原县邮政分公司搞的“邮政助力
农产品进城”工程，开发了一个项
目——土鸡蛋收购，由于隔三岔五
地要去老乡家里收购土鸡蛋，因此

这些天要比平时都忙，除了按时按
点送信送包裹，还要抽空到群众家
里上门收购土鸡蛋，自然出班也要
比以往早多了。

方山乡属于丘陵沟壑区。据
县志记载，镇原、环县之界，有两
座方形的山，大者名为大方山，小
者名为小方山，因此此地取名为方
山。赵清龙在当地算是小有名气
的人物。“雷锋式乡邮员”“优秀

共产党员”“党代表”“爱心人士”
都是他头上的光环。他数十年如
一日，用心服务着全乡 76 个自然
村近 1.4 万人，他的热心在当地也
是有口皆碑。

山大沟深的方山乡，很多群众
居住的还是黄土窑。走进村里，窑
门前群众散养的土鸡三三两两，自
由啄食。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农
作物少，群众收入来源少，如何增
加村民的收入呢？“土鸡蛋在市
场上是缺物呀，在城市里基本看不
到。”看着门前活蹦乱跳的农村散
养鸡（土鸡），赵清龙眉头一皱，计
上心来。赵清龙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在送信的间隙找了一家农户，
随手拍了一段土鸡在院子里啄食
的视频和一筐土鸡蛋的视频，写了
一句“出售土鸡蛋”的话发到朋友
圈和微信群。

由于赵清龙是当地有影响力
的爱心人士，有广泛的人脉资源。
这条信息一发出去，没想到马上就
有人咨询，这让他喜不自禁，当即
决定收购群众家里闲置的土鸡蛋，
通过微商的形式销售出去，把农户
的土鸡蛋变成“金蛋蛋”，增加村
民的收入。

“以前村民养的土鸡下的蛋基
本都是自己消费，有时候自己家消
费不完就会坏掉。也有些村民会
等到乡里逢集的时候拿到集市上
去卖。但是对当地人来说，这个东
西几乎家家都有，也不算什么稀罕
东西，大老远从山里拿到集市，最
后卖不掉还得拿回去，一来二去折
腾再加上天气热，鸡蛋的品质就不
能保证了。”赵清龙对于土鸡蛋的
行情和当地群众的苦衷一清二楚。

现在，土鸡蛋有了新出路，这
件事情可以说“快刀斩乱麻，迎刃
而解”了。于是，此后每天送信、
送包裹的时候，赵清龙每到一家，
都会问客户家里有没有多余的鸡
蛋，他可以帮着卖出去。乡亲们一
听，自然也高兴，尤其是年纪大一
些的人听说自己的鸡蛋马上就能
变现钱，非常高兴。每次有订单，
赵清龙都会自己先垫钱从村民手
中收购鸡蛋，再寄给客户，客户收
到土鸡蛋后再转钱给他。因为相
互信任，有时候客户也会提前转钱
给他。

慢慢地，邮政收寄土鸡蛋在十
里八乡有了名声，除了赵清龙每天
上门收购，一些周边的群众也会时

不时地把自己多余的土鸡蛋送到
邮政所。有些贫困家庭到了学校
开学的时候，也会拿一些土鸡蛋到
邮政所，找赵清龙换成钱再供娃娃
念书。为防止鸡蛋破损，赵清龙专
门定做了鸡蛋专用箱，上面注明了

“蛋品   勿压”的字样。
“土鸡蛋不多，但是客户要的

多，尤其是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
省份的客户非常喜欢，而且要的
量 也 大，我 每 天 收 购 的 200 多 个
土鸡蛋有时候还不够卖。”赵清龙
说，“土鸡蛋现在成了紧俏货。”在
他的朋友圈，这句话已经出现了多
次，也从侧面印证了土鸡蛋的畅销
和紧俏。

通过赵清龙的不懈努力，村民
的土鸡蛋变成了钱，他负责的方山
邮政所寄递业务收入也随着“金
蛋蛋”的走俏而增加。看着自己
能为村民帮忙、为企业增收，这个
黄土塬上长大的汉子脸上的笑容
格外灿烂。

据悉，赵清龙不但帮村民销售
土鸡蛋，还帮助养蜂的村民把土蜂
蜜也高价卖出去，让方山乡的群众
切实感受到了邮政员工实实在在
的热心和爱心。赵清龙一大早就上门收购土鸡蛋。

邮政助农“采摘幸福”
国庆前夕，以“丰收葭州，采摘幸福”为主题的“农民丰收节”

在陕西省佳县泥河沟举行。佳县邮政分公司作为旅游产品工作推
介单位全程参加，共同庆祝农民丰收。在活动现场，佳县分公司设
点收寄电商快递包裹，同时对寄递业务、代理金融业务进行宣传，助
力农村电商发展。

� □本报记者  张潇  通讯员  李书书  李艳妮  摄影报道

　 富含多种膳食纤维，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

和维生素。

电商节期间，泗洪邮政上门为客户抢运外销大米。� □刘立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