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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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只装

99元

阳澄湖大闸蟹  尝鲜型公蟹

体大膘肥，青壳白肚，金爪黄毛，肉质膏腻。

安徽金寨县铁冲乡 有机花菇

千里辽河  非转基因三级豆油

　 脂肪酸构成较好，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多种维生

素及丰富的卵磷脂。

5 升装

65元

200 克 / 袋

21.8 元

镇远特产  潘小小豆干

香辣爽滑，麻与辣交织而行，让人口水直流。

20 克装

1.99 元

林州特产  野生花椒

色泽红亮、颗粒饱满，芳香浓郁、醇麻可口。

70 克装

35元

有机产品认证，完全人工采摘分拣。

29.9 元

三瓜公社 农家传统咸鸭蛋 

20 枚

　 精选散养新鲜鸭蛋，坚持手工裹盐泥，具有蛋黄

红、蛋黄沙、油多、蛋白细、蛋白嫩、味道鲜等特点。

“旱码头”邮出“金果果”
——甘肃平凉市分公司多措并举助力苹果外销

□本报记者  汪慧丰  通讯员  郭述婷

甘肃平凉素有“陇上旱码头”
之称，是“丝绸之路”必经重镇，史
称“西出长安第一城”。而当地种
植的苹果以其色泽鲜艳、个儿大形
正、果面光洁、质细汁多以及便于
储藏和长途运输等特点而被誉为

“平凉金果”。
近年来，苹果产业成为当地

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产业
扶贫、产业富农，只有实施走出去
战略，让好产品变好商品才是硬
道理。”平凉市邮政分公司总经理
李振中认为，“平凉金果”只有通
过“线上 + 线下”的方式才能实现
产业规模化，而这个能力，目前邮
政具备且有相对成熟的运作经验。
通过平凉邮政的不懈努力，截至目
前，“平凉金果”通过邮政渠道已
经外销 28 万件。

拓宽渠道  邮政人当起宣传员

品牌是客户认可度，是市场影
响力，更关系到果农的切身利益。
今年，受霜冻、冰雹天气的影响，平
凉苹果产量相比去年减产了近三
分之一。如何让果农减产不减收？
平凉市分公司提出了“没有市场，
千方百计培育市场；没有订单，想
方设法制造订单”的“助农扶‘苹’”
攻坚行动计划。

在外销宣传上，平凉市分公司
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通过在
营业网点醒目位置、电动车身张贴
苹果寄递宣传单，在乡镇人群密集
处悬挂宣传条幅，网点 LED 电子
显示屏不间断滚动播放业务信息，
员工在微信朋友圈、邮乐网等平台
发布苹果寄递图片、视频广告等，
传递了“寄苹果到邮政，速度快有
保障”的理念。在苹果寄递初期，
平凉市分公司结合精准扶贫、助力
农产品进城等方面，与当地政府主
动沟通，并积极联系当地主流媒体
进行宣传，扩大了项目影响力，取
得了较好的舆论宣传效果。而对
于不熟悉电商、不会做线上宣传的
果农，平凉市分公司安排专人，手
把手教他们开微店，以“家乡苹果
寄亲人，邮政搭起连心桥”为切入
点，打亲情牌，用亲情撬动市场，取
得了良好效果。

超值的服务也是当地群众对
邮政交口称赞的原因。考虑到果
农包装箱不统一、贫困户资金有
困难等问题，平凉市分公司制作
了统一的包装箱，免费发放给果农
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销售
渠道拓宽了，苹果价格上涨了，寄
递服务邮政全包了，这让果农放心
又开心。“现在农户自发通过微信
朋友圈宣传自家种植的苹果，外地

亲朋好友也帮着宣传，通过口口相
传，客户对平凉苹果的认可度也就
提高了，需求量大大增加。农户对
邮政的认可度和信任度也在提升，
苹果的寄递量也越来越大。现在
果农自发来邮政网点寄苹果的非
常多。”平凉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成
贵祥说。

服务群众  小局所撑起大场面

“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
事，让老百姓感受到有温度的邮政
服务”，一直是平凉市分公司秉承
的服务理念。“在乡镇农村，老百
姓认的是邮政，不管现在的苹果寄
递还是平时的包裹信件，他们认为
到邮局寄东西踏实、放心。”庄浪
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唐省峰说。而
事实也证明，邮政小局所不负众
望，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挑起了大
担子、撑起了大场面。在庄浪县分
公司各乡镇网点，工作人员的热
情、门庭若市的氛围、优惠的资费、
免费的包装箱等让人感受到了邮
政人的温情。

“帮我打个单子”“寄往新疆
多少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将万泉镇邮政所围得水泄不通。
邮政所门口，封装好的苹果箱码放
得比房顶还高，该所负责人苗永强
正挥汗如雨，往停在门口的加长邮
车里装苹果箱。记者了解到，这段
时间，该所每天的苹果收寄量稳定
在 500 件左右。而万泉邮政所是

半营半投的一人网点，每到苹果寄
递旺季，苗永强忙不过来，他们全
家都会上阵帮忙。连上六年级的
女儿都学会了打印电子面单，放学
后都来这儿帮爸爸的忙。“这几天
太忙了，娃儿忙得都吃不上饭。我
身体还硬朗，能帮就帮一些，让孩
子能早些下班。”苗永强母亲的话
语里满是对儿子的疼爱。

“今年虽然受天气影响，苹果
减产了，但收购价提高了，收入还
是不错的。”65 岁的刘广忠和老伴
儿拉着一车苹果来到万泉邮政所，
正在自己封装，准备给远在天津的
儿子寄去家乡的味道。“孩子在外
地，平时给他寄家里的土特产，只
要给小苗（苗永强）打个电话，他不
管多忙都来我家帮我，服务很周到
也很热情。小苗这个网点的事情
太多也太忙了，我都不忍心再麻烦
他了。我家离网点近，今天就自个
儿把苹果运过来自己封装，为小苗
减轻些负担。”刘大爷一边自己装
箱，一边不停地夸赞着苗永强。

“我 的 电 子 面 单 打 印 好 了
吗？”“好 了，走，我 帮 你 拉 苹 果
去……”在大庄邮政所里，该所负
责人李田玉一边整理即将发运的
苹果，一边回应着客户马少卿。“我
家种有 10 亩地的苹果，以前都是
通过淘宝店卖出去的。这回邮政
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免费送包装
箱、资费打折，但服务却不打折，免
费送的包装箱比起以前用的结实

多了。他们还提供上门服务，让我
省力又省心。”马少卿说起邮政的
服务来赞不绝口。

在静宁县雷大镇邮政支局门
口，前来寄苹果的果农络绎不绝。

“我们这里散户来寄苹果的非常
多，都是冲着邮政的口碑来的。平
均每天收寄 500 件。大客户也很
多，量大时，我们会派车派人到客
户家里帮他们封装，客户对我们评
价很好。”该支局负责人张中军说
起苹果寄递项目来很是兴奋，“而
且，我们金融和寄递联动发展得也
比较好，平均每天代收苹果款 150
万元，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代收苹
果款 2800 万元了。这都是客户对
我们邮政的认可。”

“我是邮政的忠实客户，我的
钱都存在邮政，前几天我把卖苹果
的钱也存上了。邮政服务好，工作
人员很热情，今天，我带我叔叔来
办张邮政绿卡。叔叔年纪大了，到
网点来存钱什么的也不方便，有
时候也不会识别假币，现在办张邮
政绿卡，果商直接把苹果收购款打
到卡上，很方便。”余湾乡胡同村
村民王广玺说起邮政，感觉十分亲
切。

“服务果农，我们提供的是一
揽子服务方式，各专业联动，各板
块协作，效果良好。”静宁县邮政
分公司总经理江永胜告诉记者，目
前在苹果寄递服务方面，邮政占据
了 80% 的量，为助农增收、助力扶

贫攻坚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贴
心的服务也逐步得到了群众的认
可和信任，这对邮政发展也带来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据了解，静宁县
分公司通过苹果项目，在寄递业务
和金融业务发展上取得了平凉邮
政“双第一”的成绩。

保鲜抢运  操作间亮起不夜灯

初冬的天气，昼夜温差特别
大。走进灯火通明的平凉市邮件
处理中心，只见整箱的苹果像小山
一样正在等待分拣发运，员工各司
其职，忙而不乱。

为最大限度提升客户体验，在
苹果寄递高峰期，平凉市分公司加
班加点，通宵达旦对苹果箱紧急处
理。大家轻拿轻放，无缝隙装车，
天气虽冷但干得热火朝天。“现在
是苹果寄递旺季，我们分成 2 个班
组，增加了 36 名员工，基本上全员
齐参与，大家热情都很高。现在，
每天苹果邮件的处理量达到 1.2
万件，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邮件处理中心一班班长齐建英一
边卸邮车，一边在现场指挥调度，
忙得不可开交。“你看，这一辆邮
车能装 80 吨苹果，大概 1500 件左
右，装卸任务太重，大家都自发地
干完自己手头的活赶过来帮忙装
卸。”齐建英指着一辆刚刚驶来的
大邮车对记者说。

处理中心的邮件分拣员严伟
是个“邮四代”，他已经在邮件分
拣转运环节干了整整 33 年，皮带
机把他的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做分拣就要细心，再没其他，旺季
来了就更要细心了。”不善言谈的
严伟搓着被皮带机磨黑的手笑着
说。另一边，巾帼不让须眉，36 岁
的邮件扫描员李慧玲说：“现在是
苹果寄递旺季，业务量大增，有时
候忙完就到凌晨 3 点多钟了，孩子
基本上都是公婆照顾。我体力好，
有时候忙完了手头的活，也帮他们
装卸邮车。”为做好员工后勤保障
工作，邮件处理中心成立了项目保
障小组，为员工提供宿舍和热水，
解决员工食宿难题。同时，平凉
市分公司机关党员干部成立了党
员先锋队，在邮件高峰期，帮助处
理中心装卸邮件，确保苹果当天收
寄、当天发运。

“上下同欲者胜。”为全力支
撑“平凉金果”快速“走出去”，甘
肃省邮政分公司进一步调整优化
网运流程，开通了平凉至南京、平
凉至成都、平凉至广州、平凉至西
安、静宁至西安的临时邮路作为
苹果运输专线，力争以最快的速
度将苹果运达目的地，保证苹果
鲜度不减，提升了“平凉金果”的
影响力。

                                          客户到营业网点交寄苹果。 □汪慧丰 摄

□徐鹏   文 / 图

“今年我家通过邮政电商卖了
1500 多公斤黄金梨呢”“我家李子
也通过咱邮政电商卖了不少”……
11 月 25 日，笔者与四川省自贡市
沿滩区邮政分公司电商管理员石
波一起走访客户和邮乐购店的过
程中，客户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笑
容，述说着邮政电商给自己带来的
实惠。在获得大家认可的背后，沿
滩区分公司在农村电商发展上究
竟做了些什么呢？

从“小”做起 
让群众享受邮政电商实惠 

2017 年 7 月，沿滩区分公司成
立。一年多来，沿滩区分公司以“为
民、利民、惠民”为导向，从点滴做
起，让邮政电商不断深入人心。

沿滩区瓦市镇田铺村 4 组的
桂杰是一个土鸡养殖户。他家的
土鸡采取的是低密度散放形式养
殖，然而在鸡蛋和土鸡销售上遇到
了难题。2017 年 9 月，沿滩区分
公司主动与其对接，通过邮政电商
渠道帮其进行鸡蛋销售，实现了 4
万余元的交易额。“以前都是自产
自销，造成鸡蛋损坏的情况时有发
生，今年不仅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有段时间还出现了供不应求。”提

及与沿滩区分公司的合作，桂杰笑
着说。

沿滩区分公司一方面充分发
挥各网点及代办点人员对各村镇
熟悉的优势，不断向辖区百姓宣传
邮政电商业务；另一方面积极融入
地方农特产品宣传推广活动中，先
后承办了九洪西瓜节、刘山柚子采
摘节等活动。同时，沿滩区分公司
通过筛选适宜网销的优质农产品
上传到邮乐网上，号召全体员工通
过“邮乐小店”进行转载分享，开

展线上宣传推广，并帮助农户进行
订单产品打包，提供寄递服务，让
农户销售、运输不用愁。

一年多来，沿滩区分公司先后
助力多个农特产品销售，获得大家
一致认可的同时，也得到了沿滩区
政府的高度关注。

政企合力 
助推地方农特产品远销

10 月 19 日，家住沿滩区九洪

乡齐岩村的村民刘家前通过村“第
一书记”代言，在邮乐网上卖出了
首单自家农产品——红薯，高兴地
连连称赞：“在网上卖红薯，这可是
以前不曾想过的，感谢邮政和村

‘第一书记’的帮忙。”
这是沿滩区分公司运用电商

业务与区政府合作助农的一次新
尝试。沿滩区分公司组织专人与
区委组织部以及各村“第一书记”
沟通，一方面帮其选择易于在网上
销售的农特产品进行拍摄宣传；另
一方面，积极参与“第一书记——
我为乡村代言”暨脱贫攻坚展销

（推介）会，帮助政府进行宣传策
划。与此同时，协助区政府组织办
好产品展销会。双方齐心，以线上
线下齐头并进的方式，为农特产品
进行宣传造势，获得大家的一致认
可。

“第一书记——我为乡村代
言”线上活动覆盖沿滩全区 13 个
乡镇的 186 种农特产品，第一批上
线商品辐射 11 个村组，11 款“第
一书记”代言产品，包括水果、特
色小吃、水产品等，1 个月时间就
已拿到 300 多个订单。

“这仅是开始，我们将继续深
入完善这一模式，充分发挥我们的
农村电商优势，精选优质产品，扩
大宣传，让地方百姓受益。”沿滩
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郭礼说。

建设邮乐购站 
提升村民幸福指数

位于永安镇云龙村的邮乐购

店是沿滩区 165 个邮乐购店中有
名的站点之一。“邮掌柜”张德介
绍说，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原来生
意不温不火；2016 年开始做“邮掌
柜”，起初，村里人听说这里可以在
网络上买东西，出于好奇，极个别
村民来找他在邮乐网上代购一些
物美价廉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多的
村民来找他代购。

村民李老汉就是其中之一，他
看到村里年轻人冬天拿着电暖水
袋取暖，就想给老伴儿也买一个，
便来邮乐购店找张德帮他代购。
拿到东西后，他一边打开包装盒一
边笑着感叹说：“在家也能买到城
里的东西，好方便，搁在以前可是
不敢想的哦！”

为进一步激发邮乐购店的活
跃度，更好地为地方百姓服务，沿
滩区分公司组织渠道建设负责人
员，逐一向加盟店店主宣传并协助
其叠加代收代缴业务以及包裹揽
收等业务，以此激发大家进一步发
展电商业务的积极性。

张德是首批在自己的店里叠
加了代缴水电费、包裹揽收、代投
等多项邮政业务的“邮掌柜”。说
起与邮政的合作，张德频频感谢：

“生意越来越好，这要感谢咱邮政
的帮助；特别是遇到业务问题，一
个电话，咱邮政工作人员就来帮我
们解决。”

正说话间，村民李翔一边小跑
进到店里，一边着急地说：“快给我
缴电费。”张德看到李翔一脸着急
的样子，笑着打趣道：“随到随缴，
着啥急呀！”

石波指导“邮掌柜”张德在邮乐网上批量下单。

邮情满怀助农暖
——四川自贡市沿滩区分公司电商助农记

象山“半岛味道”农特产品亮相上海

日前，“嗨出象山味”象山海鲜美食旅游推介会在上海举行。
浙江省象山县邮政分公司依托“旅游推介 + 海鲜美食品鉴”的交流
分享平台，让上海市民更加深入了解象山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魅力。
在现场推介中，象山县分公司更加关注现场客户体验和口感的满
足，致力于区域产品价值表达和品牌符号创造，助力农产品进城，提
升象山“半岛味道”的品牌价值。 □苑东燕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