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电商本版编辑：陈雪飞  电话：（010）83161009

2020 年 6 月11 日   星期四

www.chinapostnews.com.cn

“绿色力量” 为鄂护航
——湖北邮政助力滞销农产品销售纪实

□本报记者  周唯  通讯员  苏满  逯鑫

6 月 8 日晚 7 点，由湖北省荆州市

邮政分公司举办的江陵县资市镇青山村

助农直播专场活动准点开始，资市镇党

委书记李平、青山村村支书范后林轮番

登场，介绍青山村出产土鸡蛋、虾稻米等

优质农产品。各类“秒杀”活动交替推出，

引起网友一波波抢购热潮。

最近一段时间，由湖北省邮政分公

司主办的直播带货活动几乎每周都在 3

场以上，各级邮政企业管理者纷纷登场，

或邀请地方领导助阵，掀起了直播助农

带货的热潮。作为快递物流行业的“国

家队”，湖北省分公司勇担责任、拓展服

务，助力农产品销售，坚持为地方精准脱

贫、乡村振兴护航。作为“国家队”，在疫

情阻击战中表现突出的湖北省分公司，

在“湖北农产品滞销战”中同样展现出

“绿色力量”。

迎战农产品滞销

血橙、伦晚、夏橙……交替上市，在

素有“中国脐橙之乡”美誉的湖北省秭

归县，因为疫情，橙农眼看着面临丰收后

的销售无望。湖北邮政在承担国家队重

任、紧急运送“抗疫”物资的同时，也不

忘对滞销的农产品伸出援手。

湖北邮政将秭归出产脐橙对接武

汉、咸宁、襄阳等地的群团组织，开展水

果配送服务，同时积极开拓省外集采市

场；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开展

“为鄂拼单”活动，组织“我为秭归脐橙

拼单”“邮我出手，为鄂带货”等各类直

播活动，向全国推广湖北的“好山好水好

产品”。截至 5 月底，仅位于秭归脐橙主

产地的秭归县邮政分公司就发运脐橙邮

件 80 万件，总计 4000 吨。

湖北邮政助力农产品生产加工企

业和专业合作社，向外运输积压的利川

山药、秭归脐橙、恩施春茶、洪湖莲藕、潜

江小龙虾、随州香菇等农副产品，达到了

6000 余吨。说到具体做法，就是为农产

品经营主体“搭台子”“通路子”“树牌

子”“建圈子”。

搭台子——搭建农产品线上商城体

系。建设邮政系统内的邮乐地方馆、“邮

乐小店”等流量入口，聚合农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经销商和城市终端消费客户，

打造 B2C 的农产品零售平台，以撮合的

方式为农户线上运营服务。

通路子——打通农产品销售通道和

物流通道。一方面，将邮乐购电商服务站

打造成农产品进城的“入口”，为农户和农

村合作社提供农特产品上线、收购、寄递

服务。另一方面，建立了“县级仓储中心 +

支局周转仓 + 村级投递网络”的物流仓配

体系，为农产品搭建物流绿色通道。

树牌子——培育湖北邮政的自主品

牌“问玄”。突出“好产品、问玄选”的定

位，对初级农产品、无品牌效应的产品给

予品牌孵化服务，传播“知音湖北”好山

好水好产品的品牌形象。目前，“问玄”

品牌已累计实现销售额达 2.36 亿元，帮

扶涉农企业近 30 个。

建圈子——搭建“邮农生态圈”。依

托邮政“三流合一”和“直达源头”的优

势，围绕农业生产前、中、后各个不同阶

段，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者及产业链上下游客户提供集金

融、寄递和电商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方案，

打造邮政服务新型农业的特色模式。

打造惠农服务圈

5 月初，杭州市政府向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淘宝“恩施供销扶贫馆”）划拨

一批电子消费券，定向用于恩施州农产品

的促销。作为此次活动独家快递承运商，

恩施州邮政分公司迅速对接 119 个农产

品供应企业，筹备场地超过 2000 平方米、

人员 200 余人、车辆 50 余辆及相应的物

料，向参与活动的农产品生产企业提供仓

储、封装、发运一站式寄递服务。

为什么是邮政？除了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还因为强大的综合优势，能做到全

国一盘棋、一张网。湖北农产品能在全

国快速落地推广，无论是农村电商还是

寄递服务，邮政系统的主要渠道毋庸置

疑。无论是网络资源、网点资源还是业

务范围，邮政系统都占有绝对优势。

与众多商家在电商行业紧盯“肥肉”

跑马圈地不同，湖北邮政长期根植于农

村、依托于农民，助力农产品销售已经不

再单纯只是为了销售而销售，而是着眼

于协同发展农村金融、物流，进而带动商

流、物流、资金流综合发展。

协同是中国邮政最大的优势，惠农

服务协同项目又是湖北邮政板块协同项

目的重中之重，利用金融、寄递、电商等

多方综合的业务优势，为农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主提供“农资供应 + 仓储管理 +

物流寄递 + 信贷 + 保险”一揽子的综合

服务。

目前，湖北邮政已经逐步构建起以

商品批销服务为主的“工业品下乡生态

圈”，以商品零售服务为主的“农产品进

城生态圈”，以政务便民服务为主的“便

民服务生态圈”，推进各生态主体的融合

共生，形成客户圈内聚集、交易圈内完

成、资金圈内循环的生态效应，也由此成

为助推湖北农产品销售的内生动力。

破解供应链难题

一节莲藕，从藕塘来到百姓的餐桌，

中间要涉及多少业务？表面上看，不光

是生产与销售、供应与采购的问题，实则

反映出供应链主要环节中的销售流通、

上下游衔接、信息共享等一系列问题。

不可回避的是，现阶段湖北农产品

供应链缺乏整体统筹优化，产品生产销

售仍主要依靠“传统农户 + 批发商 + 批

发市场”以及合作社、商超等渠道，“规

模化生产 + 线上销售 + 物流”模式仍

处于探索阶段，供应链上下游供应商的

协同有待提高。同时，目前湖北农产品

的生产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不高，生产企

业不能准确预测市场需求，再加上深加

工能力不足，导致农产品附加值低、销路

窄、存储时间短，抗市场波动能力弱。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的部分优质农

产品主要依赖外贸渠道销售至国外，国

内渠道的开拓并不理想。如今，疫情导

致国外市场需求大幅下降，而国内市场

渠道并不通畅。加之湖北农产品主要以

初级农产品为主，产品虽好，但宣传力度

不够，在省外的影响力并不大。

此外，农产品从源头生产到终端配

送，需要全环节的冷链物流支撑。从目

前国内冷链物流发展情况看，虽然生鲜

电商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国内冷链物流

服务，但加工、储藏、运输和销售，全程低

温技术门槛较高，冷链车、冷链仓库、保

鲜包装等成本较高，导致国内冷链物流

服务能力仍然滞后。

正是基于对现状的了解，湖北邮政

决心要解疫情困扰之忧，更要破供应链

难题之愁。根据规划，湖北邮政将建立

全程可追溯、可视化管理，强化生产、运

输、仓转配的大物流与平台等各方信息

共享，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供应链总体效

率。此外，将重点在农产品基地逐步建

设常温仓、生鲜仓，提高冷链专线占比，

提供生鲜品质保障，降低产品损耗。

荆门市东宝区马河镇的一位香菇种

植户告诉记者：“由于鲜香菇不易储存、

极易腐坏，因此，大多数非香菇产地的消

费者往往只能吃到口感和营养相对要逊

色一些的干香菇。”了解到湖北邮政的规

划后，他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消费

者能品尝到营养美味的鲜香菇。

如果说湖北邮政为“抗疫”前线进行

救援物资的紧急运输打开了一条生命通

道，那么，为解农产品滞销的燃眉之急，则

是用邮政的综合优势串联起了农产品产

销运的整个链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

级邮政企业的鼎力相助下，湖北出产的茶

叶、香菇、小龙虾、莲藕、脐橙等优质安全

的农产品，将加速回归全国人民的餐桌。

组织党员帮茶农采
春茶，湖北邮政助力农
产品销售呈现多维度、
全方位的格局。�

� □向旭晖 摄

铜川邮政推进惠农合作项目

陕西省铜川市邮政分公司与铜川市农村农业局“益农舍”惠农合作项目
自 4 月 16 日达成初步意向后，通过与铜川市耀州区步寿源专业种植专业合
作社协作，发挥邮政多平台、多渠道优势，聚合物流、金融、宣传、供应链资源
优势，以合作社为基点，打造铜川邮政大樱桃合作寄递，辐射周边园区，实现

“以点带面”发展。
为促进铜川大樱桃品牌推广，铜川市分公司先后在邮鲜购、陕西邮政等

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宣传推广，开展预售活动，上线专属优惠活动，相关电商
企业纷纷咨询开展“1 件代发”活动，以供应链模式进一步提高大樱桃销量。
截至 5 月底，铜川市分公司惠农合作项目线上累计销售铜川大樱桃 4100 公
斤，寄递樱桃邮件 1600 件。� □王建强 摄影报道

火红樱桃“邮你”尝
——甘肃邮政助力“天水大樱桃”销售

□本报记者  汪慧丰 文 / 图

眼下正是樱桃上市的季节，走进素

有“羲皇故里，女娲之乡”之美称的甘

肃省天水市，集市上到处是如同珍珠玛

瑙般晶莹剔透、又大又红的樱桃。“寄

樱桃，选邮政”，醒目的横幅悬挂在市

场的每一个角落，作为寄递行业的主力

军，邮政在樱桃市场上的宣传一点也不

比对手逊色。

甘肃省邮政分公司全盘谋划，重点

支撑。天水市邮政分公司积极作为，主

动出击，从各县（区）分公司抽调精兵强

将组成项目运营突击队。同时，甘肃省

分公司统筹协调，从其他市（州）分公

司抽调营销骨干和邮运车辆，统一交由

天水市分公司指挥调派。“今年比去年

准备得更充分，投入的力量也更多。市

场很大，但是竞争也非常激烈，面临的

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天水市分公司总

经理张滔说。

与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紧密联系和

衔接是做好樱桃项目的重要抓手。天

水博艾种植养殖合作社是一直以来与

邮政合作的对象。沿着城郊的山坡一

路蜿蜒而上，路上、村口、居民墙上仍然

能看到不少快递公司打出的广告，可见

市场竞争是多么激烈。这里有 4.5 万

亩樱桃树，成立合作社以来，每年能为

当地村民带来将近 10 万元的收入。“这

几年一直在和邮政合作，销售渠道都是

通过邮政，而且 15 万元的周转资金也

是通过邮政，其他快递企业没这个能

力。”合作社负责人杨瑞峰开心地说。

正如甘肃省分公司总经理张帆所

说，业务的发展一切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去思考，了解群众的急事、难事和忧心

事，要把他们的各种需求联系起来，不

能孤立地就事论事。要发挥邮政的优

势和长处去面对市场竞争。比如樱桃

寄递要统筹考虑群众的资金难、销售难

和寄递难，为他们提供一套综合性的解

决方案或综合性的产品服务，充分发挥

邮政企业各板块的协同作用，这就是邮

政的优势，也是竞争对手所没有的比较

优势。

在天水市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

一箱箱装好的樱桃在作业线上扫描、分

拣、装车。天水市分公司副总经理蒋志

强说：“当天收寄的樱桃要以最快的速

度赶发晚上的航班，保证今天枝头的樱

桃明天就能让客户品尝到。现在速度

很快，做到次日递是没有问题的。”

“为保障此次樱桃项目顺利推进，

甘肃省分公司专门调拨了几辆冷藏车

用于樱桃转运，保证了樱桃的新鲜。同

时，邮车在现场还增强了品牌宣传效

应，群众看到中国邮政的车辆比较放

心，如果没有这些显著的标志，他们都

不愿意给你寄。”张滔说。党员突击队在樱桃收寄现场打包、装箱。

□周飞

“操作过程可简单呢！登录学习强国 APP、进入‘强国商

城’、点击‘扶贫助农’，300‘点点通’换取咸鸭蛋 10 元优惠

券，复制券码，进入邮乐网，兑换购买，38 元就可买到 20 枚黄

得流油的高邮咸鸭蛋，‘点点通’成了高邮咸鸭蛋的优惠券。”

这两天，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邗上街道蒋波主任逢人就夸：

“邮政服务真不赖，前天刚下的单，5 月 18 日一大早就收到了

货……”

高邮咸鸭蛋项目是扬州市邮政分公司两个千万元级农产

品项目之一。今年以来，扬州市分公司联合地方政府及高邮

蛋品有限公司打造中国邮政农产品基地——高邮咸鸭蛋农产

品基地，实现了咸鸭蛋的“卖全国”。

作为高邮“三宝”之一的鸭蛋是经地方政府和江苏省邮

政分公司确认的“扬州邮政扶贫农产品”。凭借其质优价廉的

优势，5 月 11 日晚 8 点 30 分在学习强国 APP“扶贫助农”专

栏准时上线销售，立刻得到全国党员消费者的积极响应，仅一

周时间就产生订单 5700 余份。

为提升客户体验，让客户迅速、准确收到产品，扬州市分

公司联合高邮蛋品有限公司制定了严格的事前、事中、事后管

控流程，操作上实现从接单到配货、到运输、到投递的无缝衔

接。高邮三宝蛋品有限公司史来宏经理介绍：“我们在蛋品源

头上严格把关，对每个蛋都进行了筛选，确保个个蛋白‘鲜、

细、嫩’，蛋黄‘红、沙、油’，同时合理包装，降低运输过程中商

品破损率，现在破损率基本控制在万分之五以内，凡因质量问

题客户投诉的，无条件退货。我们厂方每天都有专人与邮政

人员对接，从接受客户订单起 24 小时内完成配货、发货工作，

这还要感谢扬州邮政对我们企业的大力扶持，我们也表态厂家所有的发货均

通过邮政渠道。”

登录学习强国 APP 销售地方扶贫农产品，是扬州市分公司线上销售农

产品的一次新突破。市农业农村局扶贫处印处长对此称赞道：“这是将学习

强国的积分奖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扶贫助农行为，利国利民呀！”

□刘迎  程淼  文 / 图

4 月 216 笔、5 月 782 笔，四

川省绵竹市邮政分公司寄递事业

部副经理肖昌琼不断刷新着她的

“邮乐小店”每月成交纪录。说起

她的“经营”经历，似乎有些传奇。

最初运营“邮乐小店”时，她本意

是想通过融入电商经营促进寄递

发展，没想到在小店经营过程中

碰 撞 出 不 一 样 的 火 花。 在 2019

年全国邮政农村电商提质增效劳

动竞赛中，肖昌琼获“邮乐小店最

佳推广奖”“优秀电商扶贫能手”

先进个人称号。

肖昌琼的小店名为“舌尖上

的邮政”，以传播四川美食文化为

主题，小店里的商品种类不多，但

每一件商品都是她精心选择的。

为确保产品品质，她会自己先下单上架的商品“尝鲜”，再结合自己对产品的

体验将购买链接分享到朋友圈，这种营销方式获得了朋友们的信任。

“小肖，看你朋友圈里发的‘阆中青见’不错哦！”“这个是我们邮政疫

情助农项目，果大多汁美味健康。”“那我订几件。”这是肖昌琼在微信上与

她的客户的一小段对话。随着一笔笔订单成交，她与客户之间的新话题和互

动也更多了。除了推广小店内的已有产品外，肖昌琼还有一双善于发现“商

机”的慧眼，她结合寄递业务发展需要，推动绵竹本地多款农产品上架“邮乐

小店”，为农产品进城和疫情防控期间惠农助农作出了贡献。

去年 9 月，肖昌琼拜访猕猴桃基地洽谈电商寄递合作事宜，发现客户的

猕猴桃非常适合上“邮乐小店”平台，最终通过推广宣传，将 5000 多件猕猴

桃远销全国各地。

今年 2 月，由于疫情影响，汉旺镇红旗村田地里一大片蔬菜销售渠道中

断。肖昌琼帮助菜农将蔬菜引入线上渠道，最终通过“蔬菜套餐包”方式，短

短几天时间，线上平台就接到省内各地的订单，销量近 1000 公斤。

“邮乐小店”的运营成功，也带来了寄递业务的发展。肖昌琼笑着说：“小店

虽小，但它是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大力量，依托邮政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连接城

乡，服务群众。小店的订单多了，邮政寄递业务发展自然也就带动起来了。”

关 注“邮 农 基 地”
公众号，了解更多邮政
服务“三农”，开拓农村
电商新市场，助力乡村
振兴的新鲜事。

肖昌琼（左）为客户推介小店产品。

『
点
点
通
』
优
惠
购
咸
鸭
蛋

玩转“邮乐小店”的妙招

集团公司在邮乐平台首

页开设了湖北农产品销售专

区，集团官微也同步开展疫

区扶贫和滞销农产品帮扶活

动，并组织多场网络专题直

播。集团公司电商分销局和

湖北省分公司渠道平台部联

合成立了项目组，为滞销农

产品的营销推广、组货品控、

售后服务、数据统计和通报

等方面积极做好服务支撑工

作。


