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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电商

　　专业联动、异业联盟、协同发展，是浙江省嘉
兴市邮政分公司推动转型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
嘉兴市分公司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协同发展路径，
依托“警医邮”项目，开展异业合作，取得良好的
成效，为邮政各项业务的综合协调发展打下了良
好基础。

参会领导对“1+1”新模式给予高度肯定

金正大集团执行副总裁杨官波作“1+1”模式解读

“1+1”模式助力春耕启动仪式

异业联盟协同发展见真功
——浙江嘉兴市分公司拓展“警医邮”业务纪实

□盛迪烽  文 / 图

浙江省嘉兴市邮政分公司自
2018 年 7 月 15 日开办“警医邮”
业务以来，走进各邮政网点的客
户络绎不绝。经过半年多时间的
扎实推进，截至目前，嘉兴市分
公司“警医邮”业务网点已增至
67 个，累计办理“警医邮”业务
35604 笔。“警医邮”业务的迅
猛发展，让更多的“有车一族”
走进了邮政网点，成为网点的“座
上宾”，满足了“最多跑一次”
的要求。伴随业务种类的逐渐叠
加、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价值
客户的持续引流，为后续的专业
联动、异业联盟打下坚实基础。

事预则立  吸客进门

嘉兴市分公司敏锐地觉察到
“警医邮”业务作为一个集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于一体的战略新
型业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应该加速项目推进落地。

2017 年 9 月，嘉兴市分公司
成立了项目推进工作小组，明确
提出“提速度、上规模、强引流”
的推进方向。邮政、交管部门、
医院进行“三方会谈”，反复论
证项目的推进方案，科学布点，
通过分期建设，实现了“警医邮”
业务在嘉兴市所有建制乡镇的全
覆盖，也成为全国首家采用上海
CA 备案制抵解押的邮政企业。

“警医邮”业务对于专业客
户引流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如
何给办理“警医邮”业务的客户
提供更加优质的“一站式”服务，
以此牢牢地锁住客户的“心”，
是大家需要共同研究的课题。经
过反复推敲、多方探讨，一个巧
妙的构思油然而生，那就是以“协
同发展”为理念，依托“警医邮”
业务客群资源，深化探索专业联
动和异业联盟发展模式，推进企
业实现转型发展。

嘉兴市分公司以“警医邮”
业务客源这朵“鲜花”为切入点，
通过“招蜂引蝶”策略，吸引优
质商家加入，成功敲开了中石化
嘉兴市分公司和五芳斋集团两大
行业巨头的大门。该分公司以“警
医邮”客户为主体受众，叠加加
油优惠、五芳挑拾生鲜特惠、邮
政开卡权益等三方资源，依托加
油站、挑拾门店、邮政网点等渠
道的宣传优势，采取异业联盟的
方式搭载便民、惠民、利民服务包，
给“有车一族”客户一种彰显尊
贵的仪式感，最终达到“客户融合、
异业联盟”的效果。

在整个项目开发过程中，对
于宣传海报印制、易拉宝制作等
均由其他异业合作方承担，邮政
基本实现了零成本运作。

内外兼修  协同推进

对于邮政企业来讲，既强调

协调内部专业融合，又兼顾外联
对接合作，是一种全新的经营模
式尝试。

在为期两个月的合作过程中，
嘉兴市分公司抱着积极主动的态
度，对内协同代理金融、电子商务、
文化传媒等专业部门，全力做好
主题活动的前期策划和后期推进
等工作；对外则加强与中石化嘉
兴市分公司、五芳斋集团的协调
沟通，通过创建三方合作微信群、
召开三方碰头会等形式，做好“业
务对接、系统跟进、人员磨合、
持续宣传”等方面的规定动作，
并及时分析问题、总结经验，不
断优化合作流程。

通过对内与对外“两个推进”
策略，嘉兴市分公司最终获得了
中石化嘉兴市分公司和五芳斋集

团的认可，并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从
2018 年 10 月活动启动以来，仅
嘉兴市分公司市级网点 1 个月就
为金融网点引流客户 1100 余名，
安装 ETC 系统 100 多个。

互信合作  渐入佳境

通过三方客户权益的不断叠
加和主题活动的持续撬动，嘉兴
市分公司和中石化嘉兴市分公司、
五芳斋集团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
的变化，从“相识、相知”的普
通朋友演变成为“互信合作”的
友好伙伴，为后续业务的深入合
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得知中石化嘉兴市分公司
部分加油站在改造升级过程中需
要裂变式广告宣传后，嘉兴市分

公司深入挖掘客户需求，同时结
合邮政产品优势，迅速协同文化
传媒专业，共同开发微信朋友圈
广告业务。经过数据筛选及精心
策划，中石化嘉兴市分公司被邮
政真诚的服务打动了，去年底一
次性投入 5 万元的广告费进行微
信朋友圈广告推广，整个活动的
效果得到了中石化嘉兴市分公司
领导的认可，并表示后期将加大
该类广告的投放力度。

专业联动、异业联盟已经逐
步成为邮政企业深化改革发展的
重要抓手。据悉，下一步，嘉兴
市分公司将进一步优化、提升内
生动力，整合资源、协同发展，
紧紧围绕企业转型发展的要求，
在实践中不断寻求机遇、高效发
展。

嘉兴市二环北路邮政网点窗口人员正在熟练地为客户办理“警医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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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超

安徽省安庆市邮政分公司聚焦平台，加大站
点建设和维护力度，组建多人“买手团”，开展
线上线下活动，助力农产品进城，促进了农村电
商业务高效发展。截至去年底，该分公司共建邮
乐购站点 2097 个，产生代购订单 17 万单，代购
金额超 223 万元，批销额达 6123 万元。

“自从建了邮乐购站点后，我的店既可以代
缴水电费、帮客户代购，又可以进行邮件代收代
投、搞商品批发，实在是太便民了！”桐城市金
神镇明鑫超市站主赵老板高兴地说。据了解，安
庆市分公司高度重视渠道便民服务，积极引导站
主与邮政协同发展，互惠共赢。截至去年底，该
分公司便民渠道代收费金额达 1.6 亿元，代收费
开通率超 80%。

为让客户以最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划算的产
品，安庆市分公司通过制定详细的活动方案，逐
月打造各类爆款“秒杀”产品。“邮乐购 APP 真
实用，经常有 1 元‘秒杀’活动，并且物流配送
也非常快，昨天买的今天就到了。”客户张先生
说道。“邮政在微信群里分享的爆款产品实在是
太受欢迎了，我在‘邮乐小店’购买的红薯粉丝
一下子就被客户抢光了。”茶岭镇先锋村邮乐站
负责人汪秀胜乐呵呵地说道。

为加强线上活动及优势产品推广，安庆市分
公司成立多人“买手团”，每天在业务群、买手
团群、掌柜群等积极推广，成功打造了凉山荞麦粉、晗山红薯粉
丝等一系列爆款产品，深受“邮掌柜”及“邮乐小店”店主的欢迎。
“买手团的组建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推进，让身
边的邮政客户充分体验到邮乐购带来的便捷和实惠。”安庆市分
公司渠道平台部负责人说道。

“真的很感谢邮政这个平台，让天宝瓜蒌子走出了潜山这座
小城，走进了全省乃至全国百姓家中。”潜山天宝瓜蒌子运营经
理罗晓健感慨道。2018 年以来，安庆市分公司借助各类线上活动，
引导“邮掌柜”和“邮乐小店”店主在业务群组织晒单，营造活
动氛围。同时拓展线下渠道，新加盟社会商家 9 个，引入商品近
百余种。“线上线下是邮政的独特优势，这项工作的开展体现了
邮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值得肯定！”潜山县商务局局长黄方杰
评价道。

“邮政做农村电商工作是具有优势的！”2018 年 6 月 13 日，
安徽省省长李国英一行赴潜山县邮政分公司王河镇电商运营中心
视察调研时，充分肯定了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成效。2018 年以来，
安庆市分公司在潜山、太湖、宿松、岳西、望江 5 个贫困县开通
了地方特色扶贫馆，引入 30 余种地方特色农产品在线上销售，并
先后组织了 4 场农产品进城活动，涵盖 7 个不同品类的农产品，
累计产生代购订单 1.7 万余单，销售额超 60 万元。据悉，从 2016
年至今，该分公司已经累计开展农产品进城活动 20 场，帮扶贫困
农户 719 户。

“感谢邮政，让我顺利实现脱贫。”村民王启生是岳西县响
肠镇清水寨村中湾组的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了 3 亩红心猕
猴桃，在联合专项扶贫行动的帮助下，年收入达到了 5 万元，顺
利实现脱贫。

邮政——金大地  “1+1”新模式新服务高峰论坛

春耕在即，中国邮政与金正
大集团借此论坛举办的契机，启
动了邮企“1+1”春耕助农行活
动，将继续创新“1+1”新模式，
强强联合、助力春耕。

会后，参会人员参观了莱阳
邮政金大地“1+1“服务中心、
邮政网点及示范田等，对“1+1”
模式的具体操作有了更透彻的认
知，同时还组织了“1+1”模式
探讨沙龙。

“不忘初心，合作共赢”，
邮企相聚于莱阳，探索了当前农
村农业的发展，检验了“1+1”
模式兴农、助农的效果，并以此
为契机，脚踏实地、努力创新，
跟进并完善好“1+1”模式，为
农业发展积聚力量，携手并进、
共谱新篇章 !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这是国家对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宣言！中国邮政作为服务“三农”的重要参与者，一
直走在服务“三农”的前列。15 年来，中国邮政与金正大集团强强联手，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互惠双赢的服务“三农”之路！为响应国家号召，
助推扶贫工作，实现合作共赢，中国邮政联合金正大集团推出助农新模
式——“1+1”模式，此模式在山东省的莱阳、沾化、平度、鄢陵等地广泛
开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更好探索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3 月 8 日，中国邮政联合金正大集团，
在美丽的莱阳市举办“探索新模式  助力新乡村”邮企“1+1”新模式新服
务高峰论坛。论坛旨在通过打造村级综合服务平台，以作物全程营养套餐
为突破口，结合“科技金融服务下行，农产品上行”，深度覆盖终端市场，
多维度为用户提供增值产品及服务，实现为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提
供双向赋能的全产业链服务新模式。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彭超、金正大集团 CEO 白瑛、
金正大集团执行副总裁杨官波及中国邮政相关部门领导参加了此次论坛。
同时参加此次论坛的还有全国邮政部分优秀支局长代表。

此次盛会，多点聚焦，社会瞩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山东电视台农
科频道、莱阳市电视台、凤凰网、大众网、鲁网、《临沂日报》等社会媒
体对此次论坛进行了全程关注报道。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彭超
介绍，未来，中国农业
产业更倾向服务业的方
式 去 发 展。“1+1” 邮
企服务在有形商品上解
决了物流“最后一公里”
难题，在无形的服务上
解决了服务触角的“最
后一公里”难题，这是
一种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合作模式。
金正大集团 CEO 白瑛在致辞中表示，邮政和金正大合作 15 年来，

7000 万名农民受益于双方共同的服务和指导。为更好地服务“三农”，双
方联合推出“1+1”新模式，整合邮政金融与分销业务资源，为用户提供
双向赋能的全产业链服务新模式。莱阳“1+1”模式就是这一创新模式的“试
验田”“样板间”。

中国邮政相关部门领导在致辞中表示，中国邮政举全网之力，全面做
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规划，与金正大集团联合开发的“1+1”模式
就是邮政电商、金融、分销等专业践行集团战略的一次有益尝试。此前，
中国邮政与金正大集团在许多
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此次论坛重点是推广邮政金大
地“1+1”服务“三农”新模式，
既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一号
文件、助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要求，也是整合双方优势资源、
探索合作服务“三农”的创新
举措。

论坛上还就邮企“1+1”
新模式与参会代表进行了优秀
案例分享。

杨官波指出，“1+1”模式
是以打造村级综合性服务平台为
核心，汇集邮政和金正大双方优
势资源，整合邮政金融和分销业
务，深度覆盖终端市场，多维度
为用户提供增值产品和服务，是
邮政服务“三农”、促进乡村振
兴的具体体现。今年，金正大集
团围绕“1+1”模式标杆县建设
目标，就人员、资金、物资等方
面予以全方位支持，逐步打造村
级服务平台、堡垒村、百万村、
高标准示范田等，助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